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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不同地区家庭医生培训需求分析（待续）
鲍勇，梁颖，张安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家庭医生培训需求的内容。方法　本课题对上海市３个地区社区医生进行了调查，采
用现场调查方法。结果　本次调查表明，上海市家庭医生培训主要需求为以下３个方面。①家庭医生培养理论
需求调查表明：家庭医生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家庭健康理论知识需求很高。②家庭医生培养技能需求调查表
明：家庭医生检验技术、心电图操作技术、Ｂ超操作技术、中医适宜技术、家庭健康管理技术以及急救技术也有高
的要求，要引起培训部门的注意。③家庭医生培养相关理论和技能需求表明：家庭医生法律理论和技能需求、家
庭医生沟通理论和技能需求、家庭医生社交礼仪理论和技能、家庭医生信息网络理论和技能以及家庭医生英语理

论和技能也有高的要求，也提示有关部门的注意。结论　①完善临床医学基础教育。②加强全科医生的继续教
育。③大力开展基层在岗医生转岗培训。④强化定向培养全科医生的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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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医生服务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最好卫生服务之
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家庭医生服务较好的国家，无论

是卫生服务总费用还是居民健康水平，都有很好的体

现［１５］。中国在近几年特别是北京市、上海市已经明确

提出家庭医生制服务，但是家庭医生服务的规范内容

尚没有出台。为了解上海市社区医生对家庭医生应该

具有什么样的服务内容，本课题对上海市３个地区社
区医生进行了调查，并希望结果能对国家其他地方的

全科医生培训有借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为更好地使本研究有代表性，选择了
上海市城区、城乡（郊）结合部和郊区３个区的医务人
员１３４８人，有效回答１１４２份，回收率８５％，见表１。
１２　研究方法　主要是针对家庭医生基本理论培训、
家庭医生基本技能培训和家庭医生相关技能培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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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调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双人数据录入，逻辑检错。采
用χ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家庭医生培养理论需求调查
２１１　基本医疗服务理论培养需求　见表２。不同
区域不同年龄段，无论学历高低，职称有无，也不管工

作年限的长短，均表示出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理论培训

的需求，其中只有初中学历的家庭医生有超过２０％的
人认为没有需求。

２１２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理论培养需求　见表 ３。
家庭医生普遍认为对于公共卫生服务理论是有需求

的，但是年龄不同，学历和职称不同，表现出来的需求

差别较大，其中５０岁以上的老年人有接近１５％的人
没有这个需求，同时，初中学历和无职称者有超过

２０％的家庭医生也觉得不需要这方面的培训，而不同
工作年限的家庭医生对这个理论的培训需求没有明显

差别。

　　对于健康管理理论的培训，年龄不同和职称有无
对这个需求的差别较大，５０岁以上老年人和没有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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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超过１２％的人认为不需要培训，而其他年龄段和
有职称者都不到 ７％的人才认为没有这个培训的必
要。

表１　社区医生样本以及分类分析

项目 总数 地区 数量 百分比（％）

区域 １３４８ 城郊结合部 ６７９ ５０．３
城区 ４４７ ３３．２
郊区 ２２２ １６．５

性别 １２８９ 男 ３４５ ２６．８
女 ９４４ ７３．２

年龄 １２６８ ２１～３０岁 ４０７ ３２．１
３１～４０岁 ５０９ ４０．１
４１～５０岁 ２１０ １６．６
５１～６０岁 １４２ １１．２

学历 １３１９ 初中 １３ １．０
高中 ２８５ ２１．６
大学 １００４ ７６．１
研究生 １７ １．３

职称 １２７５ 无职称 ２８ ２．２
见习期 １９ １．５
初级 ５８３ ４５．７
中级 ５８５ ４５．９
高级 ６０ ４．７

工作年限 １３００ ２年以下 ７０ ５．４
２～５年 １９２ １４．８
５～１０年 ３５９ ２７．６
１０年以上 ６７９ ５２．２

表２　基本医疗服务理论培养需求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是 否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０ 城乡结合区 ６７２（９９．１） ６（０．９） ７．３８４ ０．０２５
城区 ４３０（９７．３） １２（２．７）
郊区 ２１３（９６．８） ７（３．２）

年龄 １２６０ ２１～３０岁 ４００（９９．５） ２（０．５） １９．２３４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５０２（９８．８） ６（１．２）
４１～５０岁 ２０１（９５．７） ９（４．３）
５１～６０岁 １３３（９５．０） ７（５．０）

学历 １３１１ 初中 １０（７６．９） ３（２３．１） ３６．１１７ ０．０００
高中 ２７４（９７．２） ８（２．８）
大学 ９８６（９８．７） １３（１．３）
研究生 １７（１００．０） ０（０）

职称 １２６９ 无职称 ２６（９２．９） ２（７．１） ０．４４２ ０．１６８
见习期 １９（１００．０） ０（０）
初级 ５７２（９８．８） ７（１．２）
中级 ５７１（９７．９） １２（２．１）
高级 ５９（９８．３） １（１．７）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４ ２年以下 ６７（９７．１） ２（２．９） ６．５０２ ０．０９０
２～５年 １８９（１００．０） ０（０）
５～１０年 ３５４（９８．６） ５（１．４）
１０年以上 ６５９（９７．３） １８（２．７）

２１３　基本家庭健康管理理论培养需求　详见表４。
２２　家庭医生培养技能需求调查
２２１　家庭医生检验技术需求分析　对检验技术的
培训，郊区有超过１０％的家庭医生认为没有需求，而
不同年龄段表现出的需求差别较大，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这个的需求表现的越明显，同时，随着学历的增加，

对这个需求也增加，而研究生表现出的需求却减弱。

工作年限的不同，对这个的需求也不同，具备１０年以
上工作年限者有超过１０％的人认为不需要开展这个
技能培训。见表５。

表３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理论培养需求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是 否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０ 城乡结合区 ６６３（９７．８） １５（２．２） １６．１４４ ０．０００
城区 ４２２（９５．５） ２０（４．５）
郊区 ２０２（９１．８） １８（８．２）

年龄 １２６０ ２１～３０岁 ３９５（９８．３） ７（１．７） ５２．３３３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４９８（９８．０） １０（２．０）
４１～５０岁 １９８（９４．３） １２（５．７）
５１～６０岁 １２０（８５．７） ２０（１４．３）

学历 １３１１ 初中 １０（７６．９） ３（２３．１） ３５．５０５ ０．０００
高中 ２５８（９１．５） ２４（８．５）
大学 ９７５（９７．６） ２４（２．４）
研究生 １７（１００．０） ０（０）

职称 １２６９ 无职称 ２２（７８．６） ６（２１．４） ３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
见习期 １９（１００） ０（０）
初级 ５６６（９７．８） １３（２．２）
中级 ５５８（９５．７） ２５（４．３）
高级 ５８（９６．７） ２（３．３）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４ ２年以下 ６７（９７．１） ２（２．９） ７．２０６ ０．０６６
２～５年 １８４（９７．４） ５（２．６）
５～１０年 ３５１（９７．８） ８（２．２）
１０年以上 ６４１（９４．７） ３６（５．３）

表４　基本家庭健康管理理论培养需求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是 否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０ 城乡结合区 ６５８（９７．１） ２０（２．９） １４．５７８ ０．００１
城区 ４２７（９６．６） １５（３．４）
郊区 ２０１（９１．４） １９（８．６）

年龄 １２６０ ２１～３０岁 ３９１（９７．３） １１（２．７） ３１．４１３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４９７（９７．８） １１（２．２）
４１～５０岁 ２００（９５．２） １０（４．８）
５１～６０岁 １２３（８７．９） １７（１２．１）

学历 １３１１ 初中 １２（９２．３） １（７．７） ５．５５９ ０．１３５
高中 ２６５（９４．０） １７（６．０）
大学 ９６６（９６．７） ３３（３．３）
研究生 １７（１００．０） ０（０）

职称 １２６９ 无职称 ２４（８５．７） ４（１４．３） １１．０８３ ０．０２６
见习期 １９（１００．０） ０（０）
初级 ５５８（９６．４） ２１（３．６）
中级 ５６４（９６．７） １９（３．２）
高级 ５６（９３．３） ４（６．７）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４ ２年以下 ６７（９７．１） ２（２．９） ２．４７９ ０．４７９
２～５年 １８４（９７．４） ５（２．６）
５～１０年 ３４７（９６．７） １２（３．３）
１０年以上 ６４５（９５．３） ３２（４．７）

２２２　家庭医生心电图操作技术需求分析　针对心
电图操作技术的培训，各个区域差别较大，以城乡结合

区的需求最为明显，而以郊区的需求最少，随着年龄的

增加和工作年限的延长表现出对这个项目的培训需求

越少，但是随着学历的增加却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需求。

见表６。
　　家庭医生普遍认为对 Ｂ超技术是有培训需求的，
而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于Ｂ超操作技术表现出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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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少，而１０年以下工作经验的家庭医生对这个的
需求差别不大，都有超过９３％的人认为有这个必要，
而１０年以上工作经验者却有超过１３％的人认为不需
要进行这个技术的技能培训。

２２３　家庭医生心电图操作技术需求分析　详见
表７。

表５　家庭医生检验技术需求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是 否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１ 城乡结合区 ６３４（９３．５） ４４（６．５） ２３．３５７ ０．０００
城区 ４０３（９１．０） ４０（９．０）
郊区 １８２（８２．７） ３８（１７．３）

年龄 １２６１ ２１～３０岁 ３８５（９５．３） １９（４．７） ３８．５１９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４６８（９２．３） ３９（７．２）
４１～５０岁 １８６（８８．６） ２４（１１．４）
５１～６０岁 １１０（７８．６） ３０（２１．４）

学历 １３１２ 初中 ９（６９．２） ４（３０．８） １６．５４３ ０．００１
高中 ２４５（８６．６） ３８（１３．４）
大学 ９２３（９２．４） ７６（７．６）
研究生 １５（８８．２） ２（１１．８）

职称 １２６９ 无职称 ２６（９２．９） ２（７．１） ４．２９３ ０．３６８
见习期 １９（１００．０） ０（０）
初级 ５３２（９１．７） ４８（８．３）
中级 ５２１（８９．５） ６１（１０．５）
高级 ５６（９３．３） ４（６．７）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４ ２年以下 ６５（９４．２） ４（５．８） １０．３７３ ０．０１６
２～５年 １８２（９５．８） ８（４．２）
５～１０年 ３２９（９１．６） ３０（８．４）
１０年以上 ６００（８８．８） ７６（１１．２）

表６　家庭医生心电图操作需求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是 否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１ 城乡结合区 ６４８（９５．６） ３０（４．４） １７．１３０ ０．０００
城区 ４０８（９２．１） ３５（７．９）
郊区 １９３（８７．７） ２７（１２．３）

年龄 １２６１ ２１～３０岁 ３９３（９７．３） １１（２．７） ４８．３８４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４８５（９５．７） ２２（４．３）
４１～５０岁 １８６（８８．６） ２４（１１．４）
５１～６０岁 １１６（８２．９） ２４（１７．１）

学历 １３１２ 初中 １０（７６．９） ３（２３．１） ２４．３２０ ０．０００
高中 ２４８（８７．６） ３５（１２．４）
大学 ９４７（９４．８） ５２（５．２）
研究生 １７（１００．０） ０（０）

职称 １２６９ 无职称 ２４（８５．７） ４（１４．３） ６．９１８ ０．１４０
见习期 １９（１００．０） ０（０）
初级 ５５０（９４．８） ３０（５．２）
中级 ５３９（９２．６） ４３（７．４）
高级 ５５（９１．７） ５（８．３）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４ ２年以下 ６７（９７．１） ２（２．９） １２．１６７ ０．００７
２～５年 １８２（９５．８） ８（４．２）
５～１０年 ３４３（９５．５） １６（４．５）
１０年以上 ６１５（９１．０） ６１（９．０）

２２４　家庭医生中医适宜技术需求分析　家庭医生

普遍认为对中医技术是有培训需求的，郊区对此需求

不如其他两个区，而随着年龄的增加对于中医技术表

现出来的需求越来越少，随着学历的增加对于中医技

术表现出来的需求越来越多，不同职称和不同工作年

限之间的需求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８。
表７　家庭医生心电图操作需求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是 否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１ 城乡结合区 ６３２（９３．２） ４６（６．８） １６．７４５ ０．０００
城区 ３９１（８８．３） ５２（１１．２）
郊区 １８６（８４．５） ３４（１５．５）

年龄 １２６１ ２１～３０岁 ３８６（９５．５） １８（４．５） ５２．４７１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４６９（９２．５） ３８（７．５）
４１～５０岁 １８０（８５．７） ３０（１４．３）
５１～６０岁 １０７（７６．４） ３３（２３．６）

学历 １３１２ 初中 ９（６９．２） ４（３０．８） １７．３５１ ０．００１
高中 ２４１（８５．２） ４２（１４．８）
大学 ９１７（９１．８） ８２（８．２）
研究生 １５（８８．２） ２（１１．８）

职称 １２６９ 无职称 ２３（８２．１） ５（１７．９） ９．０４３ ０．０６０
见习期 １９（１００．０） ０（０）
初级 ５３５（９２．２） ４５（７．８）
中级 ５１５（８８．５） ６７（１１．５）
高级 ５３（８８．３） ７（１１．７）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４ ２年以下 ６５（９４．２） ４（５．８） ２０．４２１ ０．０００
２～５年 １８０（９４．７） １０（５．３）
５～１０年 ３３６（９３．６） ２３（６．４）
１０年以上 ５８５（８６．５） ９１（１３．５）

表８　家庭医生中医适宜技术需求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是 否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１ 城乡结合区 ６４３（９４．８） ３５（５．２） ２４．８８７ ０．０００
城区 ４１５（９３．７） ２８（６．３）
郊区 １８７（８５．０） ３３（１５．０）

年龄 １２６１ ２１～３０岁 ３９０（９６．５） １４（３．５） ４３．７６６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４８２（９５．１） ２５（４．９）
４１～５０岁 １８９（９０．０） ２１（１０．０）
５１～６０岁 １１４（８１．４） ２６（１８．６）

学历 １３１２ 初中 ９（６９．２） ４（３０．８） ２３．３３６ ０．０００
高中 ２５０（８８．３） ３３（１１．７）
大学 ９４１（９４．２） ５８（５．８）
研究生 １７（１００．０） ０（０）

职称 １２６９ 无职称 ２４（８５．７） ４（１４．３） ４．５９６ ０．３３１
见习期 １９（１００．０） ０（０）
初级 ５４４（９３．８） ３６（６．２）
中级 ５３８（９２．４） ４４（７．６）
高级 ５６（９３．３） ４（６．７）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４ ２年以下 ６５（９４．２） ４（５．８） ７．０２３ ０．０７１
２～５年 １８２（９５．８） ８（４．２）
５～１０年 ３３８（９４．２） ２１（５．８）
１０年以上 ６１５（９１．０） ６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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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讲堂·

脓毒症的诊断和治疗
吴晓飞

主讲人简介：吴晓飞，男，急诊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急诊分会常委、蚌埠

市急诊学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８５年７月毕业于蚌埠医学院，同年被分配到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工
作，２００２年担任急诊内科科主任，２００３年晋升为主任医师，一直从事急诊急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急诊急救经验；
在急性中毒、严重脓毒症、急性多脏器功能不全及急性冠脉综合征等急重症救治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近年来主

持省教育厅课题和校级课题各１项，开展新技术５项，发表论文６０余篇，参编书籍３部。
内容预告：本刊２０１４年１０～１２期邀请吴晓飞主任就脓毒症的诊断和治疗、急性胸痛识别与处理、甲亢危象的诊
断与治疗三个方面内容作专题讲座，对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诊断、治疗此类疾病有指导作用。

　　脓毒症和脓毒血症并非同一概念。脓毒血症（ｐｙ
ｅｍｉａ）是指化脓性细菌侵入血流后，在其中大量繁殖，
并通过血流扩散至宿主体内的其他组织或器官，产生

新的化脓性病灶。

脓毒症（ｓｅｐｓｉｓ）是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是
感染、烧伤、严重创伤、外科大手术、病理产科、中毒及

心肺复苏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也是诱发脓毒症性休克、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重要原因，其一旦发生后，发

生发展遵循其自身的病理过程和规律，从本质上讲脓

毒症是机体对感染性因素的反应。由于脓毒症来势凶

猛、病情进展迅速、病死率高，给临床救治工作带来极

大困难。如何早期识别、及时做出诊断、有效防治脓毒

症的形成与发展，是提高其救治成功率的关键。脓毒

症并非仅见于重症监护病房，其实在各个临床科室均

可以见到，因此非急重症科医生更应重视对脓毒症的

识别。

据统计全球每年有超过１８００万严重脓毒症病例，
美国每年有 ７５万例脓毒症患者，这一数字还以每年
１．５％～８．０％的速度上升。由于其病情凶险，病死率
高达３０％～７０％，全球每年约１８００万人死于脓毒症。
并且脓毒症治疗花费高，医疗资源消耗大，严重影响人

类的生活质量，已经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因此，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由来自美国危重病医学会（ＳＣＣＭ）、欧
洲危重病医学会（ＥＳＩＣＭ）、美国胸科医师学会（ＡＣ
ＣＰ）、美国胸科学会（ＡＴＳ）和外科感染学会（ＳＩＳ）５个
学术团体共同组织的２９位专家专门讨论了脓毒症及
其相关术语的概念、定义和诊断问题，并发起“拯救脓

毒症战役”（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ｓｅｐｓｉｓｃａｍｐａｉｎ，ＳＳＣ）。２００２年欧
美国家多个组织共同发起并签署“巴塞罗那宣言”，并

且进一步制定基于对脓毒症研究的循证医学证据并不

断更新ＳＳＣ指南，改进脓毒症诊疗措施，以期降低脓毒
症的病死率。

１　相关术语及诊断标准
１１　全身性炎症反应（ＳＩＲＳ）　ＳＩＲＳ是由感染或非感
染因素作用于机体而引起的失控而持续放大和自我破

坏的全身性炎症反应，其基本病理变化是机体内促炎
抗炎失衡伴有免疫防御功能下降及持续不受控制的炎

症反应，血浆中炎症介质增多，并由此引起炎症“瀑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内科

布效应”。

ＳＩＲＳ诊断标准：①发热或者体温过低：体温 ＞３８
℃或＜３６℃；②心动过速：心率＞９０次／ｍｉｎ③；呼吸急
促或过度通气：呼吸＞２０次／ｍｉｎ或ＰａＣＯ２＜３２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④白细胞过多或过少：
ＷＢＣ＞１２．０×１０９／Ｌ或 ＜４．０×１０９／Ｌ或幼稚细胞 ＞
１０％。患者符合以上至少 ２项可以诊断。但是 ＳＩＲＳ
诊断标准并不足以用来进行脓毒症诊断。

１２　脓毒症（ｓｅｐｓｉｓ）　符合下列感染参数中的２项以
上和炎症反应参数中的１项以上指标即可诊断为脓毒
症。

感染参数：①发热（中心体温 ＞３８．３℃或 ＜３６．０
℃）；②心率（＞９０次／ｍｉｎ或 ＞不同年龄正常心率的
２个标准差）；③气促（＞３０次／ｍｉｎ）；④意识状态改
变；⑤明显水肿或液体正平衡＞２０ｍｌ／ｋｇ超过２４ｈ；⑥
高糖血症（血糖＞１１０ｍｇ／ｄｌ或７．７ｍｍｏｌ／Ｌ）无糖尿病
史。

炎症反应参数：①白细胞增多症 ＷＢＣ＞１２．０×
１０９／Ｌ或白细胞减少症 ＜ＷＢＣ４．０×１０９／Ｌ或虽计数
正常，但不成熟白细胞＞１０％；②Ｃ反应蛋白（ＣＲＰ）＞
正常２个标准差；③前降钙素（ＰＣＴ）＞正常２个标准
差。

１３　严重脓毒症（ｓｅｖｅｒｅｓｅｐｓｉｓ）　指合并器官功能障
碍的脓毒症。在脓毒症的基础上出现下列血流动力学

参数、器官功能障碍参数和组织灌注参数中的任何一

项以上指标者诊断为严重脓毒症。血流动力学参数：

①低血压（ＳＢＰ＜９０ｍｍＨｇ；ＭＡＰ＜７０ｍｍＨｇ，或成人
ＳＢＰ下降 ＞４０ｍｍＨｇ）；②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 ＞
７０％；③心排出指数＞３．５Ｌ／（ｍｉｎ·ｍ２）。

器官功能障碍参数：①低氧血症（ＰａＯ２／ＦｉＯ２＜
３００）；②急性少尿［尿量＜０．５ｍｌ／（ｋｇ·ｈ）至少２ｈ］，
肌酐增加≥０．５ｍｇ／ｄｌ；③凝血异常（ＩＮＲ＞１．５或
ＡＰＴＴ＞６０ｓ）；④血小板减少症（血小板计数 ＜
１０００００／μｌ）；⑤腹胀（无肠鸣音）；⑥高胆红素血症（总
胆红质＞４ｍｇ／Ｌ，或＞７０ｍｍｏｌ／Ｌ）。

组织灌注参数：①高乳酸血症（＞３ｍｍｏｌ／Ｌ）；②
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延长或皮肤出现花斑。

１４　脓毒性休克（ｓｅｐｔｉｃｓｈｏｃｋ）　尽管血容量已经补
足，仍然有除了脓毒症外别的原因无法解释的持续性

动脉低血压。其诊断标准为：①收缩压＜９０ｍｍＨｇ或
收缩压较原基础值减少 ＞４０ｍｍＨｇ至少１ｈ，或依赖
输液及药物维持血压；②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 ＞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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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四肢厥冷或皮肤花斑。

２　脓毒症监测与治疗
　　自２００２年签署“巴塞罗那宣言”以来，在基于对
脓毒症研究的循证医学证据并不断更新ＳＳＣ指南的指
导下，严重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的死亡大约下降了

４０％，因此尽早识别脓毒症患者并及时纳入脓毒症管
理流程是提高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治疗成功率的

关键。

２１　初期复苏　一旦临床诊断严重脓毒症或感染性
休克，应尽快积极液体复苏，以达到早期目标导向液体

治疗（ｅａｒｌｙ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ＧＤＴ）的目标，６ｈ内
复苏目标包括：中心静脉压（ＣＶＰ）８～１２ｍｍＨｇ；平均
动脉压≥６５ｍｍＨｇ；尿量≥０．５ｍｌ／（ｋｇ·ｈ）；ＳｖＯ２（中
心静脉）血氧饱和度为７０％，或 ＳｃｖＯ２（混合静脉血氧
饱和度）为６５％。ＳｖＯ２及ＳｃｖＯ２在多数医院并不能及
时取得，而血乳酸增高是组织灌注不足的指标，因此，

血乳酸测定监测可以作为液体复苏效果观察指标。复

苏液首选晶体，严重低蛋白血症可以白蛋白，羟乙基淀

粉一般情况下不使用。

２２　脓毒症的筛查　严重脓毒症或感染性休克，入院
后３ｈ内应完成下列诊疗措施：①测定血乳酸；②应用
抗生素前获得培养标本；③广谱抗微生物制剂应用；④
在低血压和（或）血乳酸＞４ｍｍｏｌ／Ｌ时，给予３０ｍｌ／ｋｇ
晶体液。入院６ｈ内应完成：①液体复苏后血压仍低，
应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ＭＡＰ≥６５ｍｍＨｇ；②液体复苏
仍低血压，或初始乳酸 ＞４ｍｍｏｌ／Ｌ者，测 ＣＶＰ、ＳｃｖＯ２
（目标：ＣＶＰ＞８ｍｍＨｇ、ＳｃｖＯ２≥７０％、血乳酸正常）；③
初始复苏时血乳酸增高复查血乳酸。

２３　细菌学诊断　在使用抗生素前进行病原菌培养，
但是不能因为血培养延迟抗感染治疗，血培养至少２
次，每次血量≥１０ｍｌ，经皮静脉采血至少１次，经血管
内留置管采血至少１次（置管４８ｈ内除外）。

其他标本培养，如：呼吸道分泌物、尿、体液、脑脊

液、伤口分泌物等。

鉴别侵袭性念珠菌感染时，可行１，３βＤ葡聚糖、
甘露聚糖及抗甘露聚糖抗体的测定。为明确可能的感

染源，应尽快进行影像学检查，对可能的感染源进行取

样，以便明确诊断。但是部分患者可能病情不稳定以

至于不能接受某些有创操作或搬运至 ＩＣＵ以外，这种
情况下，一些床旁检查（如超声检查）比较有效。

２４　抗生素治疗　抗感染是治疗严重脓毒症和感染
性休克根本性治疗措施，如何正确合理地应用抗菌药

物是救治成功的关键一环，是降低病死率的主要因素

之一。早期使用抗菌药物应遵循的原则是：早强广，
待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出来后，再针对性选择用药。

“早”是指一旦明确诊断，１ｈ之内经验性使用抗生素；
“强”是指选择强力有效能够在可能的感染部位达到

足够的血药浓度的抗生素；“广”是指在细菌培养和药

敏试验结果未出之前，选择能能覆盖有可能感染病原

体（细菌和／或真菌）的有效抗生素或联合使用抗生
素。抗生素治疗应该每日进行再评估，以确保获得最

佳的疗效，同时可以防止耐药的发生，减少毒性、降低

治疗费用和及时降阶梯治疗。抗生素治疗的疗程一般

为７～１０ｄ，对于临床反应较慢、感染灶无法引流或免
疫缺陷（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患者可能需要延

长疗程。如果证实目前的临床症状是由非感染因素引

起，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抗生素，尽可能减少病原体耐药

和发生药物相关副作用。

降钙素原（ＰＣＴ）是诊断脓毒症的指标之一，其降
低可以作为经验性抗生素治疗过程中的停药依据。

２５　血管活性药物及正性肌力药物　《２０１２年国际
严重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推荐将ＭＡＰ保持
在≥６５ｍｍＨｇ，推荐首选去甲肾上腺素作为纠正脓毒
性休克时的血管加压药物，也可联合血管加压素或肾

上腺素以减少去甲肾上腺素的用量，在心律失常风险

极低，绝对心率缓慢的患者，可选择多巴胺替代去甲肾

上腺素。脓毒症休克患者在出现心脏充盈压升高、心

排血量降低时，提示有心肌功能障碍，应静脉滴注多巴

酚丁胺。如果没有监测心排量，推荐联合使用一种心

肌收缩药物／血管加压药，如去甲肾上腺素或多巴胺。
在能够监测心排血量及血压时，可单独使用一种血管

加压药（如去甲肾上腺素），以达到目标平均动脉压和

心排量。

２６　糖皮质激素　如果液体复苏或者使用血管活性
药物后血流动力学就可以稳定的患者不建议静滴糖皮

质激素，只有在上述治疗难以稳定血流动力学的患者

每日使用氢化可的松２００ｍｇ，建议氢化可的松持续输
注，而不是重复单次注射，没有休克的严重 ｓｅｐｓｉｓ患者
不建议使用激素。

２７　血制品的应用　在组织低灌注纠正且没有特殊
情况（缺血性心脏病、严重低氧血症、急性出血）下，建

议成人血红蛋白＜７０ｇ／Ｌ时输红细胞，使血红蛋白维
持在７０～９０ｇ／Ｌ。在没有出血，不建议用新鲜冰冻血
浆纠正实验室凝血指标异常。当血小板 ＜１０×１０９／Ｌ
时，即使没有明显出血也应输注血小板，当血小板 ＜
２０×１０９／Ｌ，有出血症状时应输。
２８　血糖监测　严重脓毒症连续 ２次测血糖 ＞１０
ｍｍｏｌ／Ｌ时，开始胰岛素治疗，目标使血糖控制在８～９
ｍｍｏｌ／Ｌ，接受胰岛素治疗时１～２ｈ监测血糖一次，稳
定后４ｈ一次。
２９　碳酸氢盐治疗　在高乳酸血症情况下，动脉血气
分析ｐＨ≥７．１５，不建议使用碳酸氢盐，合并酮症酸中
毒时，动脉血气分析ｐＨ＜６．９才开始补碳酸氢钠 。
２１０　应激性溃疡预防　有上清化道出血风险的严重
脓毒症或脓毒症性休克可以应用质子泵抑制剂（ＰＰＩ）
和Ｈ２受体拮抗剂（Ｈ２ＲＡ），首选ＰＰＩ而非Ｈ２ＲＡ，对于
无风险（上消化道出血、应激性溃疡）不建议使用。

总之，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的早期识别诊断

至关重要，重视和抓住早期有利的治疗时机，实施早期

目标治疗策略是提高其救治成功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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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血液病患者血小板输注临床疗效及相关因素分析
马光丽，方炳木，曲志刚，江锦红，汪笑秋，刘永华，章巧雷，王晓丽

摘要：目的　探讨血液病患者血小板输注的临床疗效及导致无效输注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７６例需输注血小板的血液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７６例患者进
行血小板输注，并分析比较血小板输注前后的临床疗效、血小板计数。同时对比有效输注组与无效输注组患者在

血小板输注次数、输注原因、基础疾病等方面有无差别，探讨影响血小板输注效果的临床相关因素。结果　入组
的７６例血液病患者共输注血小板悬液２７６例次，其中有效血小板输注共１６３例次，有输注率为５９．１％；无效输注
１１３例次，无效输注率为４０．９％。输注前后的血小板计数分别为（１４．１１±６．８８）×１０９／Ｌ和（３４．６９±１２．４６）×
１０９／Ｌ，血小板输注后较输注前计数显著上升，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４．０３，Ｐ＜０．０５）；多次输注患者无效输注
率显著高于单次输注患者（Ｐ＜０．０５）且输注次数越多输注效果越差（Ｐ＜０．０５），相关性检验发现患者血小板输注
次数与输注效果呈负相关（ｒｓｐｅａｒｓｏｎ＝－０．６８，Ｐ＜０．０５）；不同血液病患者血小板输注效果不同，且各组间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４３，Ｐ＜０．０５），其中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输注有效率最高，为８７．２％，再生障碍性贫
血患者输注有效率最低，为４８．８％。结论　临床输注血小板悬液应根据疾病类型选择性输注，减少重复输注，提
高血小板输注效率。

关键词：血液病；血小板输注；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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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ｓ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４０．９％．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ｃｏｕｎ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ｆｒｏｍ
（１４．１１±６．８８）×１０９／Ｌｔｏ（３４．６９±１２．４６）×１０９／Ｌ，ｔ＝１４．０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ｎ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ｒｐｅａｒｓｏｎ＝－０．６８，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ｕ
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ｏｏ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χ２＝１７．４３，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ｒａｔ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ｃｐｕｒｐｕｒａ（８７．２％）ａｎｄｌｏｗｅｓｔ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ｒａｔ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ｅｍｉ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ｅ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ｏｆ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ｕ
ｓ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ｍａｔｏｐａｔｈｙ；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临床流行病学资料显示，血液病患者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是出血。血液病患者由于大量使用细胞毒性

药物，对血小板有较大毒性，造成患者体内血小板质和

量的显著下降，同时患者病情急剧恶化，这些均可导致

血小板迅速减少。血小板是非常重要的凝血因子，数

量和质量上的下降可导致患者凝血功能异常，造成体

内多发脏器出血，危及患者生命。因此对于血小板降

低的血液病患者及时输注合适的血小板已经成为挽救

血小板减少的血液病患者生命的重要手段［１］。血小板

输注在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和常态化，但大量临床研

究显示，部分患者输注血小板后临床疗效并不明显，血

小板无明显升高，同时反复多次输注也会出现血小板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国家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基金（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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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医院）血液科

通讯作者：马光丽，Ｅｍａｉｌ：ｍａｌｉｇｕａｎｇ＿２０１０＠１２６．ｃｏｍ

输注无效或者耐受的现象［２］。因此，本文回顾性分析

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以来住院的７６例诊断
为血液病并进行血小板输注的患者，探讨血小板输注

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输注效果的影响因素，为医院开

展血小板输注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血液科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以来确诊血液病并根据输
血指南需要进行血小板输注的７６例血液病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该入组的７６例血液病患者均有明确的输血
史。７６例患者中男性 ５２例（６８．４％），女性 ２４例
（３１．６％），中位年龄４６．８岁（１５～７６岁）。临床诊断
中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ＩＴＰ）１６例（２１．１％），急
性白血病（Ａｃｕｔｅ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３６例（４７．４％），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 征 （Ｍｙｅｌｏｄｙｓ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５例
（６．６％），再生障碍性贫血（Ａ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ｅｍｉａ，Ａｐａ）１９例
（２５．０％）。纳入分析的７６例患者累计共输注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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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例次，平均每位患者输注血小板３．６例次，每名患
者输注的血小板次数１～１０次不等。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血小板来源　所有血小板血液均由浙江省丽
水市中心血站发血室提供，并经相关部门检验合格后

送我院输血科保存使用。每个血小板悬液为１０个单
位，即１个治疗量，血小板的数量２５０×１０９／Ｌ以上。
１２２　血小板的输注方法　首先对每位患者进行输
血前的交叉配型，核对血型等无误后进行血小板输注，

输注前给予５ｍｇ地塞米松肌肉注射，降低发热等输血
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输注血小板计量成人按每次输

注１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悬液，儿童按每１０ｋｇ体重输注
０．２个治疗量，一般要求在 ３０ｍｉｎ内将血小板输注
（ＰＴ）完毕［３］。血小板输注完毕后保留输血袋，以备应

急情况下进行二次交叉配型。

１３　血小板的输注疗效评价　根据输血指南进行相
关血小板输注后的临床疗效评价，血小板输注效果主

要包括临床症状评价和实验室评价两方面指标：①根
据患者的止血效果进行评价；②对患者在输注机采血
小板的前和后２４ｈ进行血小板计数，判断输注前后血
小板计数有无明显差别。ＰＴ的效果通过血小板计数
的增高指数（ＣＣＩ）和血小板回收率（ＰＰＲ）进行评价，
若输注后２４ｈＣＣＩ＞４或 ＰＰＲ＞２０％代表 ＰＴ有效，否
则表示ＰＴ无效。ＣＣＩ＝输后血小板增加数（１０９／Ｌ）／
输注血小板总数×体表面积（ｍ２）；血小板增加值 ＝输
注后血小板计数值 －输注前血小板计数值；体表面积
＝０．００６１×患者身高（ｃｍ）＋０．０１２８×患者体重（ｋｇ）
－０．０１５２９；输注血小板总数为２５０×１０９／Ｌ。ＰＰＲ＝血
小板增加值×血容量／输注血小板总数 ×１００％；血容
量＝体重（ｋｇ）×７０ｍ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于血小板计数等计量资料首先
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如为正态分布数据则采用（ｘ±ｓ）
表示，如为非正态分布数据，则首先进行正态分布转换

（对数转换），转换成正态分布后进行比较，组间比较

采用两样本均数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χ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ｉｅｒ确切概率法，对所有患者血小
板输注前后绘制散点图，比较患者血小板输注次数与

输注效果关系，比较方法采用ｓ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检验，所有
统计分析应用 Ｓｔａｔａ１１．０统计软件包完成。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输注前后血小板计数比较　入组的７６例血液病
患者，共输注血小板悬液２７６例次，其中有效血小板输
注共１６３例次，有效输注率为５９．１％；无效输注１１３例
次，无效输注率为４０．９％。患者输注前后的血小板计
数分别为（１４．１１±６．８８）×１０９／Ｌ和（３４．６９±
１２．４６）×１０９／Ｌ，患者血小板输注后较输注前计数显著
上升，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４．０３，Ｐ＜０．０５），输注

前后血小板分布见图１。

图１　输注前后患者血小板计数分布图
２２　血小板输注次数与疗效的关系　本组患者血小
板输注次数为１～１０次不等，血小板单因素方差卡方
检验分析显示，多次输注患者无效输注率显著高于单

次输注患者（Ｐ＜０．０５），且输注次数越多输注效果越
差（Ｐ＜０．０５）。同时，相关性检验发现患者血小板输
注次数与输注效果呈负相关（ｒｓｐｅａｒｓｏｎ＝－０．６８，Ｐ＜
０．０５），输注次数与血小板计数的增高指数（ＣＣＩ）和血
小板回收率（ＰＰＲ）关系见表１。
表１　血液病患者输注次数与ＣＣＩ和ＰＰＲ关系（ｘ±ｓ）

输注次数 例次 ＣＣＩ（×１０９／Ｌ） ＰＰＲ（％）

１ ３３ ２４．２６±７．５９ ４８．３１±１３．５３
２～５ １７８ １５．６４±４．０２ ２１．３６±７．３６
６～１０ ６５ ４．２３±２．５３ ７．９２±３．２５
Ｆ值 ８．２９ １６．０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不同血液病患者血小板输注疗效比较　按患者
不同疾病分类进行血小板输注效果分析显示，不同血

液病患者血小板输注效果不同，且各组间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
者输注有效率最高为８７．２％，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输
注有效率最低为４８．８％，各疾病输注效果不同，且差
别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４３，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血液病患者输注血小板疗效比较

疾病类型 输注例次 有效例次 有效率（％）ａ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３９ ３４ ８７．２
急性白血病 １５２ ８６ ５６．６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１０ ７ ７０．０
再生障碍性贫血 ７５ ３６ ４８．０

　　注：ａ统计方法为趋势卡方检验。

３　讨　论
　　血液病患者治疗期间的血小板下降是导致治疗中
断或治疗失败甚至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临床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约１／４的血液病患者在住院
治疗或疾病病程中至少发生过１次血小板减低。血液
病患者出现血小板减低的原因较多且复杂，主要原因

认为是与血液病患者本身病情的不断变化以及治疗过

程中需要应用大量的化疗药物有关。血小板为血液系

统重要成分之一，其自身在不同的血液病患者中可能

存在一定的质量下降，导致其自然生命周期缩短，如正

常人群血小板在体内可存活１２０ｄ左右，且可发挥正
常的止血生理功能，然而部分非血小板血液病患者其

体内血小板的存活时间限制下降，这充分说明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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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体内血小板质量已发生显著变化，其功能和存活

时间显著降低，因而增加了此类患者血小板下降的风

险。此外，血液病患者病程期间大多需要接受细胞毒

性药物治疗，此类药物对血小板的影响较大，可显著减

少其在患者体内的存活时间，同时此类药物有明显的

骨髓抑制，降低血小板的成熟释放数量，因而可造成患

者体内血小板数量的显著降低。出现血小板功能异常

和数量降低的血液病患者，容易发生各个器官出血，导

致患者治疗终止从而影响治疗周期的顺利进行，影响

患者预后。因而，对于此类患者进行预防性或者治疗

性血小板输注，对提高血液病患者的治愈率和缓解率

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随着血细胞分离机的问世，血小板输注技术取得

了飞快发展，在临床输血工作中广泛开展的同时，其重

要性也日益被临床医生所关注。临床上血小板输注是

减少血液病患者出血和提升血小板量的常用措施和主

要方法，但大量临床研究显示有部分血液病患者进行

血小板输注后会出现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情况，即患者

出血症状无明显缓解，输注血小板后体内血小板等各

项检查无明显上升等。对于此类患者，血小板的输注

未能起到临床效果，属于无效输注，此类无效输注不但

不能缓解患者的出血症状，反而增加了输血的各项风

险，包括发热、过敏、休克等。因此，如何避免或降低血

小板无效输注是近年来输血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之

一，也是提高血液病患者治疗有效率、减少因出血而死

亡的重要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血液科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４月以来收治的７６例诊断为血
液病并进行血小板输注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血液病

患者血小板输注的临床疗效及其影响输注效果的相关

因素，为降低无效输注提供依据，同时为各级医院血液

科开展和完善血小板输注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本研究中，７６例血液病患者病程或治疗期间共
输注血小板２７６例次，平均每位患者输注 ３．６例次，
２７６例次输注中有效血小板输注共１６３例次，有效率
为５９．１％；无效输注１１３例次，无效输注率为４０．９％；
整体患者血小板输注后血小板计数较输注前显著上升

（Ｐ＜０．０５）。同时研究根据患者血液病种类的不同进
行了亚组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种类血液病患者血

小板输注疗效并不相同，且各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中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输注
有效率最高为８７．２％，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输注有效
率最低为４８．８％，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４３，
Ｐ＜０．０５），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４］，分析原因，再生障

碍性贫血患者存在造血功能的损害，患者造血干细胞

出现异常，在血细胞分化上游起始阶段即已出现损害，

损害多由造血微环境改变造成，此类微环境的改变不

利于血细胞包括血小板的成熟与释放，或者产生特意

或非特意性血小板抗体对血小板产生杀伤作用，从而

导致血小板水平降低。这种抗体对患者自身血小板有

杀伤作用的同时，对外源性输注的血小板往往也存在

破坏作用，从而导致无效输注发生率的升高。但本研

究中急性白血病患者的有效率为５６．６％，与既往研究

有一定差别［４］，分析原因可能与白血病的种类以及血

小板的计数时间等有关，因此对于白血病患者血小板

输注有效率的统计数据应进行进一步研究探讨。本组

患者共输注血小板２７６例次，其中有效输注１６３例次，
总有效率为５９．１％，血小板输注总体效果高于文献报
道［５６］，分析原因可能与输注新鲜的机采血小板有关。

本研究患者所输注的血小板均为机采血小板，且均为

２４ｈ内新采集并冷藏的血小板，此类新鲜机采血小板
活性较高，因而输注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血小板

的有效输注率。同时机器采集血小板可显著提高血小

板计数，降低血小板采集时间，提高采集到的血小板的

质量，因而提高了输注此类血小板的临床效果。因此，

临床上推荐输血科医师尽可能应用新鲜机采血小板进

行输注，以提高输注质量和输注的有效率。

在本研究中，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的血

小板输注效率为８７．２％，急性白血病为５６．６％，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７０．０％，再生障碍性贫血４８．０％，与
有关文献报道不尽相同［７８］，可能原因与患者本身因素

及疾病谱系的不同有关。该结果显示不同血液病患者

血小板输注效果有显著差异，因而提示应尽量避免或

减少一些低血小板输注效果疾病的血小板输注次数。

应对输注效果不明显者查明疾病本身原因，明确疾病

诊断，同时要谨慎多次反复无效输注血小板，提高血小

板输注效果，降低输血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输注血小板可以明显地提高血液病患

者的血小板计数，降低患者治疗期间的出血风险，保障

患者治疗疗程的顺利完成，降低因血小板降低而导致

出血的死亡风险，是临床上治疗血小板减低症的重要

途径和方法之一。同时，由于血小板输注存在较高的

无效输注率，不能盲目对所有血小板降低的患者进行

无条件的多次反复输注，这样的输注方式不但不能提

高血小板输注疗效，反而增加输注的不良反应，降低预

后。由于血小板的输注疗效受到患者自身因素和疾病

以及免疫学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应针对不同的血

液病患者进行有条件的个体化的区别性血小板输

注［９］。对于存在无效输注风险较高的血液病患者应仔

细分析病情，制定完备的治疗方案，禁忌盲目多次输

注；而对于输注有效率较高的患者应果断积极予以血

小板输注，及时提高患者体内血小板计数，缓解患者病

情，避免出血风险。临床医生应严格掌握血小板的输

注指征，有针对性地对患者输注血小板，同时选择于患

者状态正常无发热等情况下输注。血小板输注无效可

能会造成很大的血液和经济上的浪费，为了提高血小

板输注效果，医疗机构应该尽可能选择新鲜、配型相合

的单采血小板，以确保临床输注效果［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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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麻醉方式对肝癌患者围手术期免疫功能的影响
蔡淑女，方军，蔡昀芳

摘要：目的　探讨应用七氟醚或丙泊酚麻醉对肝部分切除术肝癌患者围手术期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浙
江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手术治疗的７６例原发性肝癌患者，随机分为七氟醚吸入麻醉组和丙泊酚静脉麻醉组，每
组３８例，比较２组患者围手术期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ＩＬ６的变化及差异。结果　２组患者血清ＩＬ６在术后
及术后１ｄ均较麻醉前升高，丙泊酚组术后３ｄ恢复至麻醉前水平，七氟醚组术后３ｄ仍高于麻醉前水平，且丙泊
酚组血清ＩＬ６在术后各时间点均低于七氟醚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于术后、术后１ｄ外周
血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较麻醉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且七氟醚组低于丙泊酚组（Ｐ＜０．０５），上述指标在
２组患者均于术后３ｄ时恢复至麻醉前水平（Ｐ＞０．０５）。结论　丙泊酚静脉麻醉较七氟醚吸入麻醉可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手术对肝癌患者机体造成的应激反应，且其对Ｔ淋巴细胞亚群的抑制程度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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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在我国是死亡率居第２位的常见恶性肿瘤，
目前早期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为根治性手术切

除［１］。现代肿瘤免疫学已经证实机体免疫与恶性肿瘤

具有密切关系，免疫功能低下时机体肿瘤的发生率高，

而肿瘤患者又产生免疫抑制因子抑制免疫功能，出现

Ｔ淋巴细胞亚群和免疫球蛋白含量的变化。肝癌患者
存在细胞免疫功能降低，而手术创伤、麻醉及疼痛等因

素均可造成患者免疫功能的进一步抑制，尤其是细胞

免疫功能，使术后感染等并发症及病死率增加。目前

已经认识到肿瘤围手术期中保护机体的免疫功能与杀

灭癌细胞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不同麻醉

方法及麻醉药物可对手术患者围术期的细胞免疫功能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２３］，但目前尚缺乏七氟醚对肿瘤

细胞免疫功能的临床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比七

氟醚及丙泊酚对肝部分切除术肝癌患者外周血Ｔ淋巴
细胞亚群及ＩＬ６的影响，旨在探讨不同麻醉方式对肝
癌手术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基金项目：浙江省卫生厅课题（２０１２ＫＹＢ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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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１４年３月间我
院肝胆外科手术治疗的７６例原发性肝癌患者，均经术
后病理证实为肝细胞肝癌，术前均未接受化疗、放疗及

使用其它影响免疫系统的药物。肝癌肝部分切除的标

准参考ＨｓｕＣＹ等报道的标准［４］，按随机原则分为七

氟醚吸入麻醉组和丙泊酚静脉麻醉组，每组 ３８例，２
组患者Ｃｈｉｌｄ分级、肿瘤位置、肿瘤大小、合并肝硬化、
白蛋白水平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详见表１。
１２　麻醉方法　术前用药：肌注咪达唑仑 ０．１ｍｇ／
ｋｇ＋盐酸戊乙奎醚０．０１ｍｇ／ｋｇ。丙泊酚组：诱导麻醉
采用丙泊酚２ｍｇ／ｋｇ＋芬太尼４～６μｇ／ｋｇ＋维库溴铵
０．１ｍｇ／ｋｇ，予静脉持续输注丙泊酚６～１０ｍｇ／（ｋｇ·
ｈ）维持；七氟醚组：诱导麻醉采用６％ ～８％七氟醚吸
入芬太尼 ４～６μｇ／ｋｇ＋维库溴铵 ０．１ｍｇ／ｋｇ，吸入
１％～３％七氟醚维持。２组患者均检测脑电双频指数
（ＢＩＳ），并将其调整在５０～６０。
１３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均分别于麻醉前、术后、术
后１ｄ及术后３ｄ抽取外周血采用流式细胞计数仪测
定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包括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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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４＋／ＣＤ８＋），同时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血清 ＩＬ６水 平。
表１　２组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Ｃｈｉｌｄ分级（ｎ）
Ａ级 Ｂ级

肿瘤位置（ｎ）
Ⅲ Ⅳ Ⅴ Ⅵ

肿瘤大小（ｃｍ） 肝硬化（ｎ） 白蛋白水平（ｇ／Ｌ）

丙泊酚组 ３８ ５２．５±１２．１ ３３ ５ ８ ９ １１ １０ ４．２±０．７ ３０ ３８．６±５．３
七氟醚组 ３８ ５３．４±１１．３ ３５ ３ １０ １０ ９ ９ ４．３±０．６ ２８ ３９．１±４．９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计量
资料采用（ｘ±ｓ）表示，均数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均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血清ＩＬ６在２组患者术后及术后１ｄ均较麻醉前
升高，丙泊酚组术后３ｄ恢复至麻醉前水平，七氟醚组
仍高于麻醉前水平，且丙泊酚组血清 ＩＬ６在术后各时

间点均低于七氟醚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患者于术后、术后１ｄ外周血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均较麻醉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且七氟
醚组低于丙泊酚组（Ｐ＜０．０５），上述指标在２组患者
均于术后３ｄ时恢复至麻醉前水平（Ｐ＞０．０５）。详见
表２。

表２　２组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血清ＩＬ６变化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指标 麻醉前 术后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丙泊酚组 ３８ ＩＬ６（ｐｇ／ｍｌ） ２２３．４１±３５．９２ ２８２．１５±４２．３２ａｂ ２６６．１４±３４．５９ａｂ ２３７．０９±３０．９７ａｂ

ＣＤ３＋（％） ６１．４８±４．５５ ５１．８９±４．９２ａｂ ５７．９４±５．４８ａｂ ５９．４９±７．１６
ＣＤ４＋（％） ４０．３４±４．６８ ３４．９４±４．３１ａｂ ３７．８２±５．７６ａｂ ３９．４１±４．２６
ＣＤ８＋（％） ２５．５３±３．４１ ２４．３２±２．０６ ２４．１２±２．９８ ２５．５１±２．７６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５４±０．３８ １．３３±０．３５ａｂ １．４２±０．３８ａｂ １．４６±０．３４

七氟醚组 ３８ ＩＬ６（ｐｇ／ｍｌ） ２１４．０７±４０．８３ ３２４．９７±４３．３８ａ ２９１．０９±３６．６４ａ ２５３．１３±３２．３５ａ

ＣＤ３＋（％） ６０．７５±５．２３ ４７．４１±５．１５ａ ５３．８１±５．２９ａ ５８．５６±５．２６
ＣＤ４＋（％） ３９．２６±４．９５ ３１．５７±４．４４ａ ３４．２４±４．２９ａ ３８．１４±４．１８
ＣＤ８＋（％） ２６．４１±３．４７ ２５．９２±２．１８ ２４．４６±２．４９ ２５．５６±２．３４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４９±０．４４ １．２７±０．３１ａ １．３１±０．２６ａ １．３２±０．３６

　　注：与麻醉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七氟醚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肝癌患者合
并肝硬化、肝储备功能不足，常伴有增高的免疫抑制因

子表达水平及降低的免疫促进因子表达水平［５］，手术

应激及麻醉药物应用均进一步影响患者免疫功能［５］，

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引起肿瘤扩散，不利于术后

患者转归，因此肝癌患者围术期免疫功能的变化目前

愈加受到重视。研究证明麻醉药物可抑制患者的Ｔ细
胞功能，这种作用可持续术后数天，进而对患者免疫功

能的恢复产生影响［６７］。丙泊酚具有起效快、作用时间

短等特点，目前是一种临床上应用广泛的静脉麻醉药

物，七氟醚作为一种吸入性麻醉药，近年来临床麻醉应

用日渐增多［８］。选择对免疫功能抑制较小的麻醉药物

和方法对肿瘤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的恢复具有重要的意

义。

ＩＬ６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学效应的促炎因子，是
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发生改变的重要介质，能启动内
源性全身性炎性反应，与应激所致的炎症反应严重程

度和持续时间相关［９］。正常情况下循环系统中 ＩＬ６
含量极少，围术期麻醉和手术创伤可造成单核 －巨噬
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激活，进而使机体分

泌大量的 ＩＬ６进入到血液循环引起其浓度升高［１０］。

本研究中，２组患者血清 ＩＬ６浓度在术后均较麻醉前
明显上升，与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且术后１ｄ均较麻醉前升高，丙泊酚组术后３ｄ恢复至
麻醉前水平，七氟醚组仍高于麻醉前水平，且丙泊酚组

血清ＩＬ６在术后各时间点均低于七氟醚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清 ＩＬ６浓度的升高直接反
映了麻醉手术应激对机体的影响程度，组间比较，丙泊

酚组血清ＩＬ６在术后各时间点均低于七氟醚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了在不同的麻醉药
物及麻醉方法下手术对机体造成的应激程度不同，即

丙泊酚静脉麻醉较七氟醚吸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ＩＬ６的生成。其机制可能是丙泊酚不仅能刺激外周血
单核细胞合成和释放 ＩＬ６，并且可以抑制 ＩＬ６抑制中
性粒细胞凋亡障碍，防止机体炎症反应过度或失

控［１１］。尽管大部分临床研究证实麻醉药对机体免疫

功能的影响是暂时及可逆的，一般术后均可恢复，但对

恶性肿瘤患者仍需尽量避免或降低其对免疫功能的抑

制作用［１２］。Ｔ淋巴细胞亚群是机体免疫系统内最重要
的细胞群之一，按对肿瘤免疫的作用分为两个亚群：辅

助性Ｔ细胞（Ｔｈ）／诱导性 Ｔ细胞（Ｔｉ）即 ＣＤ４＋和抑制
性 Ｔ细胞（Ｔｓ）／细胞毒性 Ｔ细胞（Ｔｃ）即 ＣＤ８＋细
胞［１３］。ＣＤ３＋可以反应免疫应答过程中 Ｔ细胞的总
量，ＣＤ４＋被称为辅助 Ｔ淋巴细胞，它通过分泌细胞因
子和表达表面分子对调节免疫反应的启动及最终强弱

起重要作用，ＣＤ８＋是细胞毒性 Ｔ淋巴细胞，其数量过
多时则可损伤机体［１４］。因此，保持相对的稳定 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对维持机体免疫功能的正常具有重要意义，
其比值降低可反应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１５］，动态观察

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已经成为监测机体免疫功能、反
映机体抗病状态的重要方法［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２
组患者于术后、术后１ｄ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均较麻醉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且七氟醚组低
于丙泊酚组（Ｐ＜０．０５），提示麻醉及手术应激对肝癌
患者免疫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丙泊酚静脉麻醉对

免疫功能的影响优于七氟醚吸入麻醉。上述指标在２
组患者均于术后３ｄ时恢复至麻醉前 （下转第１５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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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的建立
李林，狄长安，李丽亚，金大庆，李卫民

摘要：目的　分析比较人工血管成形法、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及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３种腹主动脉
瘤模型的成功率差异，进而探讨肾动脉平面以下主动脉瘤的临床治疗，为腔内血管外科提供研究策略。方法　实
验健康用猪，雌雄不限，体重３５～４０ｋｇ共６０头，随机分为人工血管成形法（ｎ＝３５）、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
法（ｎ＝１５）及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ｎ＝１０）三种方法制成腹主动脉瘤模型，通过比较各种方法的优缺点，确定
一种效果确切、培训适宜的方法用于相关培训。结果　３组实验用猪的性别及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人工血管成形法制作腹主动脉瘤成功率为 ９７．１％（３４／３５），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成功率为
５３．３％（８／１５），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成功率为２０％（２／１０），人工血管成形法制作腹主动脉瘤成功率显著高于
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及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２３４，Ｐ＝０．０１９），带少许肌
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制作腹主动脉瘤成功率高于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０２７，Ｐ＝
０．０２６）。结论　人工血管成形法制作腹主动脉瘤模型成功率显著高于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及腔内技术
动脉瘤成形术，且可重复性强，效果良好，是培训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初学者的良好的培训实验模型。

关键词：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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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ｔｏ４０ｋｇ）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ｔｏ３ｇｒｏｕｐｓ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３５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ｖｅｓｓｅｌｓｍｅｔｈｏｄ，１５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ｔｉｓｓｕｅｗｉｔｈａｌｉｔｔｌｅｍｕｓｃ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１０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ｃａｖｉ
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ｏｎｅｗａｓｃｈｏｏｓｅｆｏｒ
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ｐｉｇ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ｖｅｓｓｅｌｓ，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ｔｉｓｓｕｅｗｉｔｈａｌｉｔｔｌｅｍｕｓｃｌｅａｎｄｃａｖ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９７．１％，５３．３％
ａｎｄ２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ｖｅｓｓｅｌ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ｏｒｔｉｃａｎ
ｅｕｒｙｓｍ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χ２＝３．２３４，Ｐ＝０．０１９）．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χ２＝３．０２７，Ｐ＝０．０２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
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ｗｉｔｈ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ｖｅｓｓｅｌ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ｕｍｔｉｓｓｕｅｗｉｔｈａｌｉｔｔｌｅｍｕｓｃ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ｃａｖ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ｓｔｒｏｎｇ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ｇｏｏ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ｗｈｏｌｅａｒ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Ｐｉｇ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ＡＡ）由
于其血管和解剖位置的特殊性，历来是外科手术的难

点之一。尽管肾动脉水平以下腹主动脉瘤的手术治疗

已获得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手术难度大，创伤大，风

险大等缺点。自１９９１年 Ｐａｒｏｄｉ最先在世界上应用腔
内血管外科技术治疗肾下型腹主动脉瘤以来［１］，该技

术以其创伤小、风险较小、并发症较少而迅速在世界范

围内开展。我国于 １９９７年也已成功开展了此类手
术［２３］，但腹主动脉腔内隔绝术（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ｒｏ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ＥＶＡＲ）需要适当的患者、完善的导管室配置、
熟练地腔内治疗经验，仍是许多初学者掌握的难题。

本模型针对腹主动脉腔内治疗实践机会少、无法短期

内掌握这一难题，设计出有效的实验方法，为肾动脉平

基金项目：北京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区县级应急项目启动资

助项目（Ｚ１１１１０７０５６８１１０４８）
作者单位：１０１２００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平谷教学医院普通外科
通讯作者：金大庆，Ｅｍａｉｌ：ｂｊｐｇｍｎｙｙ＠１２６．ｃｏｍ

面以下主动脉瘤的腔内血管外科治疗，提供了实验方

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动物与手术设备、器械　健康实验用猪，雌雄不
限，体重３５～４０ｋｇ。动物手术实验室，麻醉机，人工血
管一根，血管缝合线若干，血管解剖器械，头戴式手术

放大镜。导管室，动物血管穿刺套装，造影导管，球囊，

实验用覆膜支架。

１２　人工血管成形法　动物用速眠新Ⅱ注射液０．２
ｍｌ／ｋｇ肌肉注射麻醉后固定于手术台上，气管插管。
自腹部正中线入腹，向上推开脾脏，向右推开肠管，腹

腔自动牵开器显露术野。切开后腹膜，钝性分离腹主

动脉旁软组织，剪开腹主动脉鞘，锐性游离腹主动脉。

解剖出肾动脉和肠系膜上动脉，测定腹主动脉直径。

据腹主动脉直径取人工血管做成 ２ｃｍ×１ｃｍ或
３ｃｍ×１．５ｃｍ大小袋状物（图１，见封三），按１ｍｇ／ｋｇ
自静脉内给予肝素，５ｍｉｎ后阻断腹主动脉远近端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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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腹主动脉，然后将袋状物缝至腹主动脉上（图２，见
封三），做成腹主动脉瘤模型，记录腹主动脉阻断时间。

经股动脉插管造影，检查模型制备情况（见图３）。同
时根据需要，将人工血管缝合位置上移至接近左肾动

脉或下移缝合于腹主动脉、髂动脉上，建立不同的腹主

动脉分型，以此练习在不同腹主动脉瘤分型上的介入

操作。

图３　动脉造影显示动脉瘤
１３　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　动物麻醉同上，
开腹时同时取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将其制成袋状

物，然后将袋状物缝至腹主动脉上，做成腹主动脉瘤模

型。

１４　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　动物麻醉同上，成功后
置于造影机上固定，经股动脉穿刺进入腹主动脉，造影

后在肾下腹主动脉行球囊扩张，球囊直径选择为１０～
４０ｍｍ，逐次增加，压力８ａｔｍ（１ａｔｍ＝１０１３２５Ｐａ），维
持５ｍｉｎ，间断进行多次，具体根据动脉瘤成形情况而
定。

２　结　果
　　３５头猪通过人工血管成形法制成腹主动脉瘤模
型，成功３４例，１例因术中麻醉过深死亡，成功率为
９７．１％（３４／３５）。通过血管造影，动脉瘤均清晰可见，
其中１０例放置实验用覆膜支架，支架释放后动脉瘤消
失。１５头猪通过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制成
腹主动脉瘤模型，成功８例，成功率为５３．３％（８／１５）。
２例术中腹膜组织薄弱无法与腹主动脉缝合，３例在行
腹主动脉造影时出现动脉瘤破裂死亡，１例在完成动
脉瘤后饲养过程中死亡（术后第３天），尸检显示动脉
瘤破裂。１例在试行放置支架时支架撑破动脉瘤导致
动物死亡。１０头猪通过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制成
腹主动脉瘤模型，成功２例，成功率为２０％（２／１０），６
例反复进行球囊扩张后造影均未显示动脉瘤形成，２
例在球囊扩张时腹主动脉破裂死亡。所有动物在１个
月内全部处死，包括实验成功的动物。

３　讨　论
３１　制作猪 ＡＡＡ模型的目的　腹主动脉瘤（ａｂｄｏｍｉ
ｎａｌ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ＡＡＡ）是一种常见的严重血管外科
疾病，一旦发生破裂，病死率高达５０％ ～８０％，严重危
害人类的健康，也是老年人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腹

主动脉瘤（ＡＡＡ）的形成发展机制：环境、遗传、生物化
学等各种病因导致血管壁受损，免疫反应被激活，引起

局部炎症细胞浸润、血管平滑肌细胞（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ＭＣ）丢失、细胞外基质（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ｍａｔｒｉｘ，
ＥＣＭ）合成分解失衡，导致动脉中膜受损，动脉壁失去
弹性，不能耐受血流冲击逐渐膨大，最终形成动脉瘤。

在探索其发病机制及治疗的研究中，建立腹主动脉瘤

动物模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途径。ＡＡＡ动物模
型的建立方法很多，不同学者依研究目的不同而不同。

许多学者应用弹力蛋白酶（ｅｌａｔａｓｅ）主动脉壁注射法是
较为符合ＡＡＡ病理生理状态的实验方法［４５］。弹力蛋

白酶（ｅｌａｔａｓｅ）主动脉壁注射法是较为符合 ＡＡＡ病理
生理状态的实验方法。一系列研究表明，ｅｌａｔａｓｅ具有
破坏大动脉中层弹力蛋白结构特性，从而导致瘤性动

脉扩张。此法已成功用于大鼠、兔、家猪 ＡＡＡ模型。
还有学者利用遗传缺陷动物也可诱导 ＡＡＡ模型的建
立［６８］。Ｎｉｓｈｉｊｏ等观察到过量盐负荷可使能产生过量
血管紧张素Ⅱ（ＡＴⅡ）的转基因 Ｔｓｕｋｕｂａ高血压小鼠
（ＴＨＭ）胸、腹腔经常出血，出血为源于主动脉弓部或
近肾动脉处形成的胸腹主动脉瘤（ＴＡＡ）破裂。电镜显
示ＴＨＭ有ＶＳＭＣ变性和ＥＣＭ的增生。美国国立卫生
院（ＮＩＨ）的饲养实验表明：Ｗａｔａｎａｂｅ高脂（ＷＨＬ）兔可
见动脉中层弹力结构破坏及胆固醇沉积，老龄ＷＨＬ兔
往往死于ＡＡＡ破裂。纤维蛋白原（ＦＢＮ）是血管壁的
主要成分，Ｒａｍｉｒｅｚ等假定 ＦＢＮ２调节 ｅｌａｔａｓｅ酶原生
成，而ＦＢＮ１提供承力的结构支持，认为基因敲除小鼠
提供了旨在研究减少夹层动脉瘤血流动力学应力和基

质破坏的动物模型。以上动物模型的建立方法对于动

脉瘤的遗传学、免疫学、酶学、病原学研究均有一定意

义。总之，目前较为常用的动物模型的建立可分为两

种。第一种是直接手术干预腹主动脉形成的腹主动脉

瘤动物模型，如肾下腹主动脉间置人工血管形成的腹

主动脉瘤动物模型、肾下腹主动脉前壁补片形成的腹

主动脉瘤动物模型、用气囊扩张肾下腹主动脉建立的

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等。这类动物模型多选用大动物

用于评价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病理过程与人体腹

主动脉瘤有较大差距。第二种是根据腹主动脉瘤发病

机理诱导而成的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如弹力蛋白酶

肾下腹主动脉加压灌注建立的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

遗传缺陷诱导的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ＣａＣｌ２浸泡诱导
形成的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等。这类动物模型因与人

体腹主动脉瘤有相似的病理特点而被广泛采用，但亦

存在诸多问题。我们所建立的 ＡＡＡ模型的目的是为
培训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初学者提供一种可靠的良

好的疾病实验模型。

３２　３种模型制作方法比较结果　本实验未采用既
往主张的弹力蛋白酶肾下腹主动脉加压灌注建立的腹

主动脉瘤动物模型、遗传缺陷诱导的腹主动脉瘤动物

模型、ＣａＣｌ２浸泡诱导形成的腹主动脉瘤动物模型等方
法，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如人工血管成形法、带少许肌

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及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制作的

腹主动脉瘤模型，虽然样本例数较少，但遵循循证医学

的要求，分组实验，实验用猪外科手术 （下转第１６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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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Ｈｃｙ、ＣｙｓＣ和 ＶＥＧＦ与２型糖尿病微血管病
变的关系研究

孙卫华，张晓梅，李晓丽，时照明，张士荣，吴道爱

摘要：目的　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大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ＶＥＧＦ）是作用于内皮细胞的特异性因子，是血管增生的强烈刺激因子，促进新生血管形成；ＣｙｓＣ是一种小分
子量的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可以非常稳定地反映肾小球滤过率。本研究通过观察血浆 Ｈｃｙ、ＶＥＧＦ和 ＣｙｓＣ水
平变化探讨其与２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关系。方法　２型糖尿病患者７１例，其中３３例为单纯糖尿病患者，３８
例微血管病变者，３１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应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Ｈｃｙ、ＣｙｓＣ和酶联免疫分析法（ＥＬＩＳＡ）检测
ＶＥＧＦ，同时检测糖化血红蛋白与肌酐等生化指标。另将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组分为正常白蛋白尿组、微量白蛋白
尿组和大量白蛋白尿组。统计分析比较各组间Ｈｃｙ、ＣｙｓＣ、ＶＥＧＦ水平。结果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组Ｈｃｙ、ＣｙｓＣ、
ＶＥＧ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和单纯糖尿病组；Ｈｃｙ、ＣｙｓＣ、ＶＥＧＦ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相关。ＶＥＧＦ水平：正常白蛋
白尿组＜微量白蛋白尿组＜大量白蛋白尿组。结论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患者的 Ｈｃｙ、ＣｙｓＣ、ＶＥＧＦ显著升高，高
水平Ｈｃｙ、ＣｙｓＣ、ＶＥＧＦ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发生的危险因素。降低Ｈｃｙ、ＣｙｓＣ、ＶＥＧＦ浓度有益于延缓糖尿病微
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ＣｙｓＣ水平的增高对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有早期提示作用，对肾脏的损害优于
尿微量白蛋白，检测其水平有助于早期防治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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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常见的糖尿病
微血管并发症，两者往往互相关联。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常伴有新生血管的形成，ＶＥＧＦ是血管增生的强烈
刺激因子；ＣｙｓＣ是一项稳定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指
标，当肾小球微血管受损伤时肾小球滤过率会发生变

化，间接反映血管损伤情况。除此之外 ＣｙｓＣ是胱氨
酸蛋白酶抑制剂，可影响 Ｈｃｙ的浓度。Ｈｃｙ可诱导过
氧化氢产生，增强自由基活性，致血管内皮损伤。基于

基金项目：安徽省蚌埠医学院院级课题（ＢＹ１０２７）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通讯作者：孙卫华，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ｗｈ２００７＠ｓｏｈｕ．ｃｏｍ

以上ＶＥＧＦ、ＣｙｓＣ和 Ｈｃｙ的生物学功能，本研究通过
联合检测３项指标探讨它们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之间
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体检中心体检的健康人３１例，
男性１５例，女性１６例，为正常对照组（ＮＣ组）。我院
内分泌科住院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７１例，分为单纯糖尿
病组（ＤＭ１组，３３例，其中男性１５例，女性１８例）和糖
尿病微血管病变组（ＤＭ２组，３８例，其中男性１８例，女
性２０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组包括糖尿病肾病和
（或）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根据 ＵＡＥＲ再将糖尿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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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病变组 ＜１０μｇ／ｍｉｎ为正常白蛋白尿组；＞２００
μｇ／ｍｉｎ为大量白蛋白尿组；２０～２００μｇ／ｍｉｎ者为微量
白蛋白尿组，肾脏彩超示双肾增大或肾脏弥漫性改变，

眼科眼底检查明确有非增殖性或增殖性视网膜病变

者。

１２　研究方法　对所有研究对象采集清晨空腹肘静
脉全血６ｍｌ，分别置于肝素及ＥＤＴＡ抗凝管中各３ｍｌ，
将肝素抗凝管送至我院生化室检测肝功能、肾功能、空

腹血糖及血脂；ＥＤＴＡ抗凝管，静置１０～２０ｍｉｎ后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收集上清液，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浆
中Ｈｃｙ、ＣｙｓＣ，试剂盒均为北京九强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产品。酶联免疫分析法（ＥＬＩＳＡ）检测ＶＥＧＦ，试剂盒
为德国ＩＢＬ公司产品。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软件。符合
正态分布的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

分布资料经对数转换为正态分布资料，９５％置信区间。
相关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　结　果
　　ＮＣ组、ＤＭ１组和ＤＭ２组３组间比较年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ＤＭ１组和 ＤＭ２组 ＨｂＡ１ｃ、
ＦＰＧ、ＣＲ、ＵＲＥＡ、Ｈｃｙ、ＣｙｓＣ、ＶＥＧＦ与 ＮＣ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ＤＭ１组和 ＤＭ２组比较
ＨｂＡ１ｃ、ＦＰ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ＣＲ、
ＵＲＥＡ、Ｈｃｙ、ＣｙｓＣ、ＶＥＧ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见表１）。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相关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分析示 Ｈｃｙ、ＣｙｓＣ、ＶＥＧＦ与糖尿病微血管病
变相关（见表２）。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组中大量白蛋白
尿组ＣｙｓＣ与正常白蛋白尿组和微量白蛋白尿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而正常白蛋白尿组和微
量白蛋白尿组 Ｃｙｓ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ＶＥＧＦ水平：正常白蛋白尿组 ＜微量白蛋白尿组 ＜大
量白蛋白尿组（见表３）。

表１　３组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ＨｂＡ１Ｃ（％）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ＣＲ（μｍｏｌ／Ｌ）

ＮＣ ３１ ５８．８７±１４．１７ ５．１５±０．３４ ４．６２±０．６２ ４８．４５±１４．１８
ＤＭ１ ３３ ５７．８５±８．０３ ８．３４±１．６１ａ ９．７２±４．５７ａ ６５．７９±２１．２５ａ

ＤＭ２ ３８ ５７．１６±１３．２９ ８．６５±３．７６ａ ９．２７±３．３３ａ １３９．５６±１３．３６ａｂ

Ｆ值 ０．１７ １９．８ ２３．３ １２．１

组别 例数 ＵＲＥＡ（ｍｍｏｌ／Ｌ）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ＣｙｓＣ（ｍｇ／Ｌ） ＶＥＧＦ（ｎｇ／Ｌ）

ＮＣ ３１ ５．４５±１．３５ ５．８９±１．００ ０．３７±０．１８ ４７７．１４±４６．０９
ＤＭ１ ３３ ５．１１±１．７２ａ ９．４８±２．０３ａ ０．９５±０．３０ａ ６９２．２９±５８．２４ａ

ＤＭ２ ３８ ９．４５±５．３６ａｂ １５．４８±８．８４ａｂ １．７４±１．０５ａｂ ７３２．８６±９５．６２ａｂ

Ｆ值 １７．０ ２６．５ ３６．１ ２０．２

　　注：与Ｎ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ＤＭ２组与ＤＭ１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表２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项目 Ｂ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值

Ｈｃｙ ０．３５ １９．２５ ０．００ １．４２
ＣｙｓＣ ２．８３ １９．６６ ０．００ １．６９
ＶＥＧＦ ０．１０ ２１．２５ ０．００ １．０１

３　讨　论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之一，伴

有微循环异常，以微血管障碍、微血管瘤形成和微血管

基底膜增厚为典型改变。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是两种常见的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其发病机制

与氧化应激、糖基化终末产物、细胞因子等多种因素相

关。本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组的 Ｈｃｙ、Ｃｙｓ
Ｃ和 ＶＥＧＦ显著高于单纯糖尿病组和正常对照组，单
纯糖尿病组和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组的 ＨｂＡ１Ｃ差异未
见统计学意义，提示长期高血糖，Ｈｃｙ、ＣｙｓＣ和 ＶＥＧＦ
在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高表达。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Ｈｃｙ、ＣｙｓＣ和ＶＥＧＦ是糖尿病微
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Ｈｃｙ、ＣｙｓＣ和 ＶＥＧＦ可能参与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与发展。

表３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组不同蛋白尿组间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ｙｓＣ（ｍｇ／Ｌ） ＶＥＧＦ（ｎｇ／Ｌ）

正常白蛋白尿组 ７ １．１２±０．５７ ６５３．３０±９１．９５
微量白蛋白尿组 ２１ １．６０±０．８８ ７３５．０６±９２．２６ａ

大量白蛋白尿组 １０ ２．４８±１．２９ａｂ ７８３．９４±７２．１４ａｂ

Ｆ值 ４．６５ ４．６１

　　注：与正常白蛋白尿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微量白蛋白尿组比较，
ｂＰ＜０．０５。

　　Ｈｃｙ来源于食物中的蛋氨酸，是蛋氨酸代谢的中
间产物，是一种含有巯基的非必需氨基酸，主要经肝脏

和肾脏代谢。血中Ｈｃｙ的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叶
酸及维生素Ｂ１２缺乏，或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
发生突变均导致Ｈｃｙ水平变化。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
Ｈｃｙ与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
危险因素，与冠心病、脑卒中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有显

著相关性。近年来研究发现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患者的血浆、房水及玻璃体液中Ｈｃｙ水平升高，这可能
与血视网膜屏障的破坏相关［１２］。糖尿病血管病变的

重要机制是血管内皮的损伤。Ｈｃｙ可诱导过氧化氢产
生，增强自由基活性，干扰铜代谢平衡，其细胞毒性作

用可致血管内皮损伤和诱导内皮细胞凋亡［３４］。另可

增加血小板凝聚力，促进平滑肌细胞生长因子的合成，

通过内皮细胞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ＤＮＡ去甲基化激
活血管平滑肌细胞［５］，导致平滑肌细胞增殖。Ｈｃｙ还
可促进凝血因子消耗增强，使内皮细胞的组织纤溶酶

原激活剂明显减少，破坏凝血及抗凝之间的平衡。增

强脂质过氧化，升高氧化修饰型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加

速血管病变的发展。通过以上环节，Ｈｃｙ水平升高可
能使内皮损伤、组织缺氧、微循环障碍、血栓形成导致

微血管病变的发生。肾脏是 Ｈｃｙ合成代谢的主要脏
器，Ｈｃｙ含有的巯基是具有反应性的基团，可参与氧化
还原反应和氧化应激，氧化应激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的

功能，血管平滑肌增殖使肾小球滤过电荷孔径增大，压

力增高，最终导致滤过功能失常，尿微量白蛋白显著增

多，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或肾小管上皮细胞代谢功能

的异常均可影响 Ｈｃｙ在血中的浓度，使 Ｈｃｙ的水平升
高，本研究亦显示微血管病变组较单纯糖尿病组 Ｈｃｙ
显著增高。可见，高水平的 Ｈｃｙ与微血管病变彼此促
进，相互影响。本研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示Ｈｃｙ、ＣｙｓＣ、
ＶＥＧＦ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相关。因此，降低 Ｈｃｙ水
平无论对大血管还是微血管的病变均有保护作用。动

物实验表明补充叶酸可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１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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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高Ｈｃｙ对肾小球内皮细胞的损害［６］。

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许多同时伴有眼底的改变，新

生血管生成是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的标志。正常肾组织

中ＶＥＧＦ主要由肾小球脏层足细胞产生，视网膜血管
内皮细胞也可产生 ＶＥＧＦ，因此，ＶＥＧＦ在微血管病变
中的作用备受关注。ＶＥＧＦ又称血管调理素，是作用
于内皮细胞的特异性因子，具有增强血管通透性，增加

微血管特别是毛细血管后静脉和小静脉的渗透度，诱

导内皮细胞增殖，促进新生血管形成，增加粘附分子和

细胞外基质产生的作用。ＶＥＧＦ的表达水平、靶细胞
受体的分布情况及与ＶＥＧＦ受体的结合情况决定了其
生物活性的大小，ＶＥＧＦ及其受体分布于肾脏的大部
分组织和视网膜的全层。在生理条件下，ＶＥＧＦ表达
量很低，以维持机体内正常的血管生长、保持血管密度

的生理稳定。长期的高血糖可直接抑制血管内皮细胞

ＤＮＡ合成和有丝分裂，增加细胞凋亡，延缓内皮细胞
的增殖，导致血管内皮损伤。本研究中亦发现单纯糖

尿病组ＶＥＧＦ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另本研究中糖尿
病微血管病变组不同蛋白尿组间比较显示ＶＥＧＦ水平
在正常白蛋白尿组、微量白蛋白尿组和大量白蛋白尿

组逐次升高，提示 ＶＥＧＦ的高表达与尿白蛋白排泄率
呈正相关。发病机理可能是高糖环境下，肾小球和视

网膜内皮细胞缺血缺氧，细胞内 ＶＥＧＦｍＲＮＡ水平增
加，ＶＥＧＦ表达上调，与高亲和力的受体结合后介导内
皮细胞增殖，ＶＥＧＦ可诱导活性氧的产生，血管通透性
增加，新生血管形成。本研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示
ＶＥＧＦ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相关。因此，ＶＥＧＦ参与了
糖尿病肾病和视网膜病变的发病过程，在介导糖尿病

内皮功能障碍和血管病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降低其表达有益于预防和延缓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的发生。对糖尿病小鼠的研究发现 Ｃ肽可阻抑 ＶＥＧＦ
介导的血管通透性效应［７９］。

临床上参考肾功能来反映肾脏疾病严重程度，肾

小球滤过率是反映肾功能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肾小球

滤过率是不能直接测定的，必须借助某物质的清除率

来反映。ＣｙｓＣ是肾小球滤过率的内源性标志物之
一。编码ＣｙｓＣ的基因属于管家基因，能够在所有的
有核细胞内持续恒定的转录与表达，无组织特异性，所

以在体内以恒定速度产生。生理条件下小分子的 Ｃｙｓ
Ｃ带正电荷，可自由完全的从肾小球滤过，然后由肾小
管重吸收，并且肾小管上皮细胞也不分泌 ＣｙｓＣ入管
腔。ＣｙｓＣ不受炎症反应、性别、肌肉以及年龄变化的
影响，其浓度主要由肾小球滤过率决定，所以 ＣｙｓＣ是
一个非常稳定的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指标，且具有较

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是近年来发现的基本满足理想

的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内源性标志物。ＣｙｓＣ在血液
中的浓度随肾小球滤过率变化而变化。肾衰时，肾小

球滤过率下降，ＣｙｓＣ在血液中浓度可增加。若肾小
球滤过率正常，而肾小管功能失常时，会阻碍 ＣｙｓＣ在
肾小管吸收并迅速分解，使尿中的ＣｙｓＣ浓度会增高。

所有的有核细胞都能稳定地产生 ＣｙｓＣ，因此Ｃｙｓ
Ｃ存在于各种体液中，动物实验表明大鼠的玻璃体及
各层视网膜细胞均表达ＣｙｓＣ［１０］。有研究显示在糖耐

量异常患者中 ＣｙｓＣ的水平已发生异常［１１］。本研究

中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组不同蛋白尿组间比较显示 Ｃｙｓ
Ｃ在微量白蛋白组的水平与正常白蛋白尿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由于本研究中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糖

尿病肾病和（或）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有许多仅

有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白蛋白排泄率是

正常的，两组间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ＣｙｓＣ在
尿蛋白出现前就已升高，比尿蛋白提示微血管病变的

敏感性更强。

ＣｙｓＣ是一种小分子量的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
可抑制 Ｈｃｙ分解过程中的酶，使血浆 Ｈｃｙ浓度升高，
并与Ｈｃｙ、组织蛋白酶等相互作用，在微血管损伤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Ｈｃｙ、ＣｙｓＣ和 ＶＥＧＦ三者在微血管损
害中可能存在协同作用。ＣｙｓＣ是否存在对微血管的
特异性损害，是否通过 Ｈｃｙ及 ＶＥＧＦ直接或间接对微
血管内皮产生影响，从而促进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

生与发展，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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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舒血宁添加治疗早期帕金森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易琼，秦荣印，玄丽慧，沈雪，俞龙，陈应柱

摘要：目的　研究舒血宁添加治疗早期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３２例首次诊断
为ＰＤ或既往曾诊断为ＰＤ但无任何相关抗ＰＤ药物治疗史的早期患者（ＨｏｅｈｎＹａｈｒ分级在Ⅰ ～Ⅲ级）随机分为
对照组（ｎ＝１６）和观察组（ｎ＝１６）。２组均给予美多巴基础治疗，观察组另加用舒血宁注射液２０ｍｌ于０．９％氯化
钠溶液２５０ｍｌ中静脉滴注，１次／ｄ，连用３周。于治疗前后分别对２组ＰＤ患者进行帕金森病统一评分量表（Ｕｎｉ
ｆｉｅｄ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ＵＰＤＲＳ）评分，并计算２组患者治疗有效率。结果　与治疗前ＵＰＤＲＳ各部分
评分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治疗后日常生活活动评分、运动检查评分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或０．０１）。另外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精神、行为、情绪评分较治疗前也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后ＵＰＤＲＳ各部分评分相比，观察组治疗后精神、行为、情绪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评分、运动
检查评分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结论　舒血宁添加治疗能改善早期ＰＤ患者的临床症状。
关键词：帕金森病；舒血宁；帕金森病统一评分量表；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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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ｕｘｕｅｎｉｎｇ；ＵＰＤＲＳ；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是一种对中老
年人危害极大，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自理能力，降低患者

生活质量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以颅内多巴胺能神经

元变性、缺失为主要特征［１］。使用左旋多巴制剂的药

物替代疗法是目前治疗 ＰＤ的最常用方法。但部分患
者治疗效果欠佳，且出现各种药物副反应，随着病情进

展，以上药物有效性进一步减退。氧化应激和线粒体

功能障碍一直被认为是帕金森病发病及病情进展的核

心环节，研究［２］发现针对保护线粒体环节的抗氧化治

疗可改善ＰＤ病情。舒血宁系银杏叶提取物制剂，目
前体外实验已证明其主要成分具有抗氧化应激、清除

自由基、保护线粒体的作用［３５］。动物实验［６］也发现银

杏叶提取物对ＰＤ模型大鼠多巴胺能神经元具有保护
作用。但是目前将银杏叶制剂应用于 ＰＤ患者的临床
治疗较少，本研究应用舒血宁添加治疗早期帕金森病，

以探讨该药物对改善 ＰＤ病情的实际临床疗效，为进
一步研究ＰＤ的抗氧化治疗靶点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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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３２例入选病例均来自 ２０１１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３年９月在我院门诊部及住院部治疗的早期
ＰＤ患者。

入选标准：诊断均符合英国脑库的原发性帕金森

病的诊断标准；为首次诊断为 ＰＤ或既往曾诊断为 ＰＤ
但无任何相关抗 ＰＤ药物治疗史；入选病例 Ｈｏｅｈｎ
Ｙａｈｒ分级在Ⅰ～Ⅲ级之间。排除标准：继发性帕金森
综合征（感染、外伤、药物、脑血管病、毒物等）、遗传变

性疾病及帕金森叠加综合征；ＨｏｅｈｎＹａｈｒ分级在Ⅲ级
以上的ＰＤ患者；严重心、肝、肺、肾疾病或多脏器衰竭
者；精神疾病病史；２年内有活动性癫痫病史；造血系
统疾病；恶性肿瘤；不能耐受及其他原因不能按要求接

受和完成治疗者；随访前３０ｄ内使用过试验药物和任
何类似的抗氧化治疗药物。

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１６例，
男性９例，女性７例；平均年龄（６４．８±６．３）岁；平均病
程（６．１±２．８）年；ＨｏｅｈｎＹａｈｒ分级：Ⅰ级５例，Ⅱ级７
例，Ⅲ级４例。观察组１６例，男性１１例，女性５例；平
均年龄（６２．７±５．５）岁；平均病程（５．９±２．５）年；Ｈｏｅ
ｈｎＹａｈｒ分级：Ⅰ级４例，Ⅱ级９例，Ⅲ级３例。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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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察组之间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病程、Ｈｏｅｈｎ
Ｙａｈｒ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给药方法　２组都给予美多巴（上海罗氏制
药，规格：２５０ｍｇ／片）口服治疗，具体用法为：第１周，
１２５ｍｇ／次，每 １２ｈ１次；第 ２周，１２５ｍｇ／次，每 ８ｈ１
次；第３周，１２５ｍｇ／次，ｑ６ｈ。观察组在服用美多巴治
疗基础上，添加舒血宁注射液（河北神威药业，规格：５
ｍｌ／支）２０ｍｌ加入０．９％氯化钠溶液２５０ｍｌ中静脉滴
注，１次／ｄ，连用３周。
１２２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　于治疗前后对２组患
者分别进行 ＵＰＤＲＳ评分，并计算 ２组患者治疗有效
率。评分项目包括精神、行为和情感评分、日常生活能

力评分、运动功能评分。评分均于早晨 ７：００—１０：３０
之间进行。ＵＰＤＲＳ量表评分分数减少率 ＝［（治疗前
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１００％，减少率≥
３０％为治疗有效；减少率＜３０％则为治疗无效。
１２３　安全性评估　检测治疗前后患者血尿常规、肝
肾功能，观察用药期间不良反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定量资料用（ｘ±ｓ）表示，定性
资料结果记录为例数（％）。定量资料使用 ｔ检验，定
性资料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所有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ＵＰＤＲＳ评分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前精神、行为、
情绪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评分，运动检查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６９，０．８２５，０．７５４）。２组治疗后
日常生活活动评分、运动检查评分较同组治疗前评分

显著降低（Ｐ＝０．０４４，０．０３７，０．００１，０．００１）。另外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精神、行为、情绪评分较治疗前也显著

降低（Ｐ＝０．００８），但对照组患者精神、行为、情绪评分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５１８）。与对
照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治疗后精神、行为、情绪评分、

日常生活活动评分、运动检查评分显著降低（Ｐ＝
０．０３８，０．０４１，０．０３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早期帕金森病患者治疗前后ＵＰＤＲＳ评分
比较（ｎｉ＝１６，ｘ±ｓ）

组别 类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对照组 精神、行为、情绪 ３．８４±１．２５ ３．５６±１．１７ ０．６５４ ０．５１８
日常生活活动 １７．７６±４．６２ １４．５２±４．０８ ２．１０３ ０．０４４
运动检查 ２７．２９±６．５１ ２２．６３±５．５４ ２．１８１ ０．０３７

观察组 精神、行为、情绪 ３．７７±１．１２ａ ２．７８±０．８４ｄ ２．８２９ ０．００８
日常生活活动 １７．３８±５．０３ｂ １１．６７±３．４６ｅ ３．７４１ ０．００１
运动检查 ２６．５２±７．２５ｃ １８．３６±５．４１ｆ ３．６０８ ０．００１

　　注：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８６９，ｂＰ＝０．８２５，ｃＰ＝０．７５４；与对
照组治疗后比较，ｄＰ＝０．０３８，ｅＰ＝０．０４１，ｆＰ＝０．０３５。

２２　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８７．５０％
（１４／１６），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４３．７５％（７／１６），２组患
者治疗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７８８，
Ｐ＝０．００９）。
２３　不良反应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尿常规、肝

肾功能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变化。对照组有２例患者在
治疗期间出现轻度头晕，休息后症状缓解。观察组在

治疗期间１例患者出现皮肤瘙痒，未经特殊处理，次日
症状消失；另一例患者在治疗第４日出现腹部不适、食
欲下降，未经特殊处理，第６日症状消失。２组间的不
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ＰＤ是一种在中老年人群中常见的运动障碍性疾
病，在所有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中该病的发病率位列第

二。其运动功能障碍也是导致中老年人致残的重要原

因，对患者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危害，也给社会和家庭带

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７８］。

当基底节区多巴胺含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

现运动迟缓、静止性震颤、姿势步态异常、肌强直、自主

神经功能紊乱等各种临床症状。因此补充外源性多巴

制剂的替代疗法是目前 ＰＤ最重要的药物治疗方法。
但该药物仅对 ＰＤ患者运动症状治疗有效，对精神症
状、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感觉障碍等非运动症状治疗效

果极差。且服用左旋多巴制剂本身常会出现各种副反

应，如尿潴留、心律失常、体位性低血压等，长期用药还

可能产生异动症、开关现象等运动并发症及各种精神

症状。随着病情进一步发展，许多患者可能出现疗效

减退，增加药物剂量并不能缓解 ＰＤ患者运动障碍等
症状。

ＰＤ目前病因尚不明确，但该病被认为是遗传、环
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９］。目前认为 ＰＤ发病
与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ＤＡ、Ａｃｈ等神经递质的
失衡、谷氨酸的毒性以及免疫炎症反应有关。而以上

变化又与ＰＤ患者神经元中Ｃａ２＋浓度失调导致内质网
应激密切相关［１０］。其中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缺陷导

致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坏死以及多巴胺合成功能

下降被认为是ＰＤ发病及病情进展的关键性因素［１１］。

ＰＤ患者黑质纹状体区氧化损伤标志物明显增加、
抗氧化物减少，细胞处于氧化应激状态。其主要作用

机理为：颅内游离铁水平、总铁含量增加、一氧化氮、蛋

白碳酰基等产生过多，而还原型谷胱甘肽含量减少，使

得羟自由基大量形成，线粒体功能受到破坏，引起氧化

应激反应。线粒体是自由基产生的重要场所，ＰＤ患者
黑质中电子传递链复合物Ｉ酶活性明显降低，而衰老、
遗传、环境等因素又使得线粒体 ＤＮＡ易发生突变，呼
吸链完整性受到破坏，造成细胞能量衰竭，最终导致神

经元广泛变性坏死。氧化应激与线粒体功能障碍两者

之间相互促进，加剧了病情恶化进展。因此，探索能够

抑制氧化应激反应、改善线粒体功能的药物显得尤为

重要，这是针对ＰＤ发病机制的靶向治疗，是打断恶性
循环的关键，同时也是目前抗ＰＤ药物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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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是我国的特产植物，将其作为药材使用已有

６００多年的历史，是祖国传统药材的宝贵财富。舒血
宁即银杏叶提取物，其主要活性物质是银杏黄酮醇苷

和萜烯，后者包括银杏内酯和白果内酯两类。研究表

明银杏叶提取物具有较强的保护线粒体、抗氧化应激、

抑制细胞凋亡的作用［２４］。动物实验［５］研究发现，银杏

叶提取物可提高黑质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降

低丙二醛含量，清除自由基，提高黑质区域多巴胺能神

经元数目，从而保护受损神经元，且这种保护作用在一

定范围内呈剂量依赖性。另外该药物还具有修复受损

ＤＮＡ，保护受损神经，提高学习、记忆能力，改善认知功
能的作用［１２１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美多巴作为替代治疗显著降低

了早期ＰＤ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评分和运动检查评分
（Ｐ＜０．０５），在改善患者肌强直、协调运动方面效果较
好，而在精神、行为、情绪方面无明显改善作用。在使

用美多巴治疗基础上添加舒血宁治疗后观察组患者除

了日常生活活动评分和运动检查评分较治疗前及对照

组治疗后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外，精神、行为、情绪评
分也显著降低（Ｐ＜０．０１）。说明了舒血宁添加治疗不
仅可改善早期ＰＤ患者运动症状，对改善记忆力、认知
功能、情绪等非运动症状效果也较好。舒血宁以上作

用考虑与其主要成分的抗氧化应激、改善线粒体功能、

抑制黑质多巴胺神经元凋亡的药理作用与 ＰＤ发病机
制靶点相对应。

目前 ＰＤ的诊断主要依靠患者的症状和体征，而
当基底节区多巴胺含量减少到８０％以上时才会出现
ＰＤ各种典型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也就是说患者被确
诊时已有大量多巴胺能神经元的破坏，这可能也是导

致神经保护和抗氧化药物在 ＰＤ治疗中存在一定局限
性的原因。随着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正电子发射断

层扫描、ＭＲ的梯度回波序列、磁敏感序列等影像学新
技术在ＰＤ临床工作中的逐步展开，这大大提高了 ＰＤ
的早期诊断水平，也提高了银杏叶制剂等抗氧化药物

治疗ＰＤ的临床实用价值。
本研究未见明显药物不良反应，安全性较好。入

选病例既往无抗 ＰＤ药物治疗史，因此进行 ＵＰＤＲＳ评
分时并未使用治疗并发症评分。为尽量减少各种主客

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也考虑到早期 ＰＤ患者和
晚期ＰＤ患者使用美多巴剂量存在较大差异，而不同
的剂量可能影响试验结果，因此本研究仅纳入 Ｈｏｅｈｎ
Ｙａｈｒ分级在Ⅰ～Ⅲ级的首次诊断为ＰＤ或既往曾诊断
为ＰＤ但无任何相关抗ＰＤ药物治疗史的早期病例，并
未纳入晚期 ＰＤ病例。由于观察的病例数较少，故舒
血宁添加治疗 ＰＤ的确切效果还有待于增加晚期 ＰＤ

病例，并加大样本含量进一步进行临床研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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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非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动态显像 ＧＦＲ与尿蛋白的
相关性分析

姚红霞，袁文金，张金山，苏小云

摘要：目的　尿蛋白的检测已成为评价糖尿病肾功能受损的重要指标，但在未出现蛋白尿的糖尿病患者中合并
肾功能受损的现象并不少见。本研究分析非糖尿病可疑肾病患者９９ＴｃｍＤＴＰＡ肾小球滤过率（ＧＦＲ）测定结果与
尿蛋白（ｕ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定性测量的相关性，并探讨ＧＦＲ和尿蛋白对其肾功能早期受损的判断价值。方法　分析无
糖尿病可疑肾病来核医学兼放射治疗科行９９ＴｃｍＤＴＰＡ肾动态显像ＧＦＲ测定，并采用干化学法进行尿蛋白定性实
验２次以上测定结果的住院患者６０例，以左、右肾总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为界点分为正常组２０例和异常组４０例，其
中尿蛋白定性分为４个等级：无、＋或±、＋＋、＋＋＋。通过比较２组间各等级的构成比，分析尿蛋白与ＧＦＲ的
相关性，并比较各组ＧＦＲ值间的差异。结果　正常组２０例，４个等级构成比依次为１１／２０、５／２０、３／２０、１／２０；异常
组４０例，４个等级构成比依次为１９／４０、５／４０、１４／４０、２／４０；非糖尿病肾脏病患者尿蛋白定性与ＧＦＲ无相关（χ２＝
３．０，Ｐ＝０．２２３）。但是，随着尿蛋白的增加，ＧＦＲ有下降趋势（ｔ＝－８．２００，Ｐ＝０．０００）。结论　尿蛋白定性结果
尚未能准确反映非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ＧＦＲ的变化，尿蛋白正常的患者已有很大一部分出现肾功能下降；尿蛋
白定性联合ＧＦＲ有助于更好地评价非糖尿病可疑肾病患者肾功能受损情况。
关键词：肾脏疾病；肾小球滤过率；尿蛋白；肾动态显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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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肾功能受损将改变尿液成分从而增加泌尿系
结石风险，反过来进一步让肾功能受损加剧，心血管疾

病危险增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各种慢性肾脏

病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有效延缓病情的发展和改善至

关重要［１２］。肾小球滤过率（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ＧＦＲ）是评价整体肾功能最重要的指标，而尿蛋白定性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５０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核医学兼
放射治疗科（姚红霞，袁文金，张金山）；检验科（苏小

云）

通讯作者：姚红霞，Ｅｍａｉｌ：ｈｘ＿ｙａｏ２０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测定常被临床作为肾功能是否受损的初筛检查。然而

据国内外文献报道，对于２型糖尿病患者未出现蛋白
尿前已合并肾功能受损的现象并不少见［３６］，但此种现

象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慢性肾脏病尚少见报道。本研究

拟通过比较非糖尿病肾脏病患者 ＧＦＲ（ｇａｔｅｓ法）与尿
蛋白定性分析来探讨其相关性，并探讨两者对非糖尿

病肾脏疾病肾功能早期受损的判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我院
住院治疗的无糖尿病且原发于肾脏或可能引起肾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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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怀疑为慢性肾病的患者，且来我科行肾动态显像

ＧＦＲ测定并具备２次一致的尿蛋白结果患者（２次测
定时间相差不超过４８ｈ）。慢性肾炎２９例、高尿酸血
症５例、肾多发囊肿２例、胡桃夹综合征１例、肾结石
１８例、肾病综合征３例、神经源性膀胱１例，肾错构瘤
１例，其中男性３７例、女性２３例，年龄４０～６５岁，平均
５０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核素肾动态显像　“弹丸”式肘静脉注射
９９Ｔｃｍ亚乙基三胺五乙酸（ＤＴＰＡ）（原子高科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剂量１８５ＭＢｑ，体积 ＜０．５ｍｌ。患者检查
前常规记录年龄、身高及体重，受试者仰卧位，东芝单

探头ＳＰＥＣＴ（低能通用型准直器）对准双肾区，“弹丸”
式肘静脉注射完毕后立即进行动态显像（血流相２ｓ／Ｆ
共３０ｓ，功能相１ｍｉｎ／Ｆ，共２０ｍｉｎ），显像前后测定注
射器满针和空针放射性计数。采集参数：能峰 １４０
ｋｅＶ，窗宽２０％，矩阵６４×６４，放大倍数１．５。采集结
束后图像处理：勾画双肾感兴热区和双肾下外方半月

形为本底，通过软件自动处理即采用 Ｇａｔｅｓ法计算左
右肾ＧＦＲ值，并采用体表面积标准化。
１２２　尿蛋白定性　采用干化学法进行尿蛋白定性

实验。收集２４ｈ尿液，准确记录其尿量，混匀，取一个
干净的玻璃试管，取１０ｍｌ尿液加入该管内，然后采用
ＡＶＥ７６４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根据染料结
合的蛋白误差法原理，蛋白质与染料结合形成复合物

产生色变。

１２３　尿蛋白定性试验　２次以上测定结果同时一
致者，以左、右肾总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为界点分为正常组
和异常组，其中尿蛋白定性分为４个等级：无、＋或±、
＋＋、＋＋＋。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析，连续性
数据以（ｘ±ｓ）表示，２组间均数比较用采用 ｔ检验，尿
蛋白构成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根据尿蛋白定性分析将患者分为３组：①无蛋白
尿组３０例，其中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３例；②微量蛋白尿
组（＋或±）１０例，其中男性６例、女性４例；③中量蛋
白尿以上组（＋＋或＋＋＋）２０例，其中男性１４例、女
性６例。尿蛋白定性分组间构成比比较及 ＧＦＲ值比
较，见表１。

表１　不同蛋白尿组ＧＦＲ下降的构成比比较及各组ＧＦＲ值比较

组别 例数 ＧＦＲ≥６０ ＧＦＲ＜６０ χ２ Ｐ值 ＧＦＲ值（ｘ±ｓ） ｔ值 Ｐ值

无蛋白尿组 ３０ １１（３６．７％） １９（６３．３％） ３．００ ０．２２３ ７１．５±３５．１
微量蛋白尿组（＋或±） １０ ５（５０．０％） ５（５０．０％） ７４．４±３３．６ ０．３２３ ０．７５４
中量蛋白尿以上组（＋＋或＋＋＋） ２０ ４（２０．０％） １６（８０．０％） ３７．５±１６．８ －８．２００ ０．０００

　　因大量蛋白尿组例数较少，因此将其归于中量蛋
白尿组合为中量蛋白尿以上组进行统计分析。表１显
示，不同蛋白尿组ＧＦＲ下降的构成比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这提示非糖尿病肾脏病患者尿蛋白定性与

ＧＦＲ无相关（χ２＝３，Ｐ＝０．２２３）。但是，ＧＦＲ值随着尿
蛋白程度增加而明显下降，中量蛋白尿组与无蛋白和

微量蛋白尿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２００，Ｐ＝
０．０００）。无蛋白和微量蛋白尿组 ＧＦＲ无统计学差异，
这提示，肾功能受损早期尚不能仅依据单一的某种指

标判断肾功能是否受损，尿蛋白正常的患者已有很大

一部分（１９／３０）出现了肾功能下降；而部分 ＧＦＲ正常
患者（５０％）已有微量蛋白尿的出现，因此尿蛋白联合
ＧＦＲ有助于更好地评价非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肾功能
受损情况。

３　讨　论
　　慢性肾脏病早期判断肾功能有着重要的临床意
义，目前肾功能检测主要包括肾相关生化指标如血肌

酐、尿素氮及胱抑素Ｃ、尿蛋白检测和ＧＦＲ测定等。其
中尿蛋白检测常包括尿蛋白定性和２４ｈ尿蛋白定量，
尽管后者是尿蛋白定量检测的“金标准”，但测定周期

长、尿量收集困难等不便因素，而前者具有操作简便、

快捷等优点，应用较为广泛，常作为肾脏疾病的初筛试

验［３］。ＣｙｓＣ是一种分泌性低分子蛋白，被认为是测定
肾小球滤过功能较理想的检测指标，然而对于区分轻

度和中度 ＧＦＲ降低，其诊断准确性并不优于 Ｓｃｒ［７］。
ＧＦＲ测定被学者一致认为是全面评价肾功能和对慢性

肾病进行肾功能分期判断的最好指标［２］，目前 ＧＦＲ测
定主要有菊粉清除率、内生肌酐清除率及核素肾动态

显像等方法，均各有其优缺点，导致前两者应用受到一

定的限制。如菊粉清除率需持续静脉给药，滞留导尿

管留尿、多次抽血，且其检测方法繁琐、易受干扰，且菊

粉提纯较贵，来源少［８］；传统上作为肾功能减退的指标

血肌酐由于其敏感性差，受年龄、性别、饮食等影响较

大，临床应用受限［７］。另外由于核素肾动态显像方法

操作简便、无须抽血及留取尿液和重复性好等优点而

逐渐得到临床的认可［８］。该方法采取的核素９９ＴｃｍＤＴ
ＰＡ属只经肾小球滤过而无肾小管分泌的放射性药物，
它不与血浆蛋白结合，首次随血循环通过肾小球时

９５％以上被滤过，因而可进行 ＧＦＲ测定。然而，临床
工作中经常碰到高生化指标和高尿蛋白与 ＧＦＲ降低
不总是同时出现，因此联合 ＧＦＲ和尿蛋白检测更有利
于对肾脏疾病患者进行早期诊治，且有助于快速判断

肾脏损伤部位是肾小球还是肾小管。尤其对于尿蛋白

正常的患者，ＧＦＲ有助于早期诊断肾功能，及早采取相
应的治疗措施。本研究通过比较非糖尿病肾脏病患者

ＧＦＲ与尿蛋白定性分析来探讨其相关性，并初步探讨
患者未出现蛋白尿前已合并肾功能受损的现象是否存

在于非糖尿病肾脏。

本研究结果发现蛋白尿和 ＧＦＲ结果存在很大一
部分患者不一致。其中，蛋白尿阳性甚至大量蛋白尿

患者，３０％（９／３０）的患者ＧＦＲ
!

６０ｍｍｏｌ／Ｌ，即肾小球
功能尚正常。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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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尿蛋白产生原理，笔者推测可能为肾小管受损，这可

能因为，仅有少部分成分蛋白尿部分依赖肾小球滤过，

其他成分蛋白尿与肾小球功能是否受损是不一致的，

因为部分蛋白尿主要用来判断肾小管间质受损，Ｄａｍ
ｍａｎＫ等［９］通过对慢性心衰患者分析肾小管受损情况

及其与ＧＦＲ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肾小管受损时
相关标志物如载蛋白（ＮＧＡＬ），Ｎ乙酰βＤ葡糖胺糖
苷酶（ＮＡＧ）和肾损伤分子（ＫＩＭ）在尿液中排泄明显增
多，而肾小球滤过率仅是轻度异常；而且ＩｎｋｅｒＬＡ等［２］

报道，通过多重回归分析发现蛋白尿与慢性肾病患者

的ＧＦＲ功能分级并不一致，但是蛋白尿因可加重肾功
能受损，并因引起低蛋白血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和

高血压等并发症从而影响预后［１０］；②肾小球尽管受损
但其功能尚可自我代偿足以维持正常的 ＧＦＲ；③肾小
球功能和肾小管功能均正常，体内异常蛋白产生过多

所致。本研究中，上述结果主要见于肾病综合征和慢

性肾炎患者，肾功能尚处于代偿期。④尿蛋白定性假
阳性，李琦等［３］通过比较１０７例疑似蛋白尿患者尿蛋
白定性实验与２４ｈ尿蛋白定量检测结果，发现干化学
定性法检测尿蛋白出现假阴性７例、假阳性１１例，２种
方法检测阳性结果相符中，干化学定性检测阳性等级

（加号数量）普遍偏高。笔者分析原因可能是，尿 ｐＨ
偏高，尿中细菌生长，患者服用奎宁、奎宁丁、嘧啶以及

尿液中含有季铵化合物或残余消毒剂（如氯己定）等均

可导致假阳性结果。⑤另外，对于肾功能受损较严重
者，不排除核素肾动态显像 ＧＦＲ测定结果有一定的波
动性和感性热区勾画的主观性，这可能需要进一步加

以校准获得更准确的ＧＦＲ［１１］。无蛋白尿患者，６３．３％
（１９／３０）已出现ＧＦＲ＜６０ｍｍｏｌ／Ｌ，无蛋白尿部分患者
已出现肾功能受损。本研究主要见于下列２种情况：
①ＧＦＲ"

３０ｍｍｏｌ／Ｌ，主要见于怀疑高血压肾病患者，
可能高血压某种治疗方式导致尿蛋白排泄减少有

关［１２］，延缓肾功能损害进展，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指导

高血压患者的治疗；②ＧＦＲ为４０～５５ｍｍｏｌ／Ｌ，一侧肾
结石至肾积水无功能、另一侧肾无代偿患者，其实单肾

功能正常。笔者推测，单肾正常而另一无功能肾既无

摄取也无排泄导致尿液无法监测异常（图１，见封三）。
而且尤其应注意，单肾功能代偿，另肾无功能的蛋白尿

阴性患者。③尿蛋白定性实验假阴性，早期肾损伤患
者尿蛋白含量较低，当尿蛋白于 ０．１～０．５ｇ／Ｌ区间
时，可能导致阳性检出率降低，这可能因该方法的检测

原理决定，对清蛋白的反应比对球蛋白、血红蛋白、本

周氏蛋白和粘蛋白反应更灵敏，因此它主要测定的是

清蛋白，其他种类蛋白难以检测出，如对血红蛋白、肌

红蛋白、黏蛋白及 ＢＪ蛋白一般不呈阳性反应；另外，
干化学定性检测还存在诸多影响因素，若 ｐＨ较低时，
蛋白尿以球蛋白为主；尿中含有高浓度青霉素或使用

庆大霉素、磺胺、含碘造影剂等，以及肾脏病患者服用

利尿剂导致尿液稀释等［３］。核素肾动态显像可直接测

定左右分肾功能，这点是其一大优势，其对于评价分肾

功能有着不可替代的临床价值［８］。鉴于上述结果，因

此，本研究结果提示，非糖尿病肾病患者尿蛋白的多少

与肾功能受损程度无明显相关，尿蛋白定性尚不能单

独评价肾功能，这可能要颠覆其作为初筛试验的地位，

尤其对于可疑肾病患者，须结合核素肾动态显像。这

与２型糖尿病患者未出现蛋白尿前已合并肾功能受损
的现象方面的研究一致［４６］。因此推测此种现象也存

在于非糖尿病可疑肾病患者。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中量蛋白尿组与微量蛋白

尿及无蛋白尿组ＧＦＲ具有统计学差异，因此尽管尿蛋
白与ＧＦＲ无相关，但ＧＦＲ随着尿蛋白的增加有下降趋
势（ｔ＝－８．２０００，Ｐ＝０．０００），这与常虹等［４］报道一致。

但对微量蛋白尿和无蛋白尿间 ＧＦＲ无统计差异，正常
蛋白尿时部分ＧＦＲ可能已出现异常，而ＧＦＲ正常时可
能已有微量蛋白尿，暗示两者对肾功能早期评价有着

互补作用，因此对肾功能轻度受损患者，应注意密切观

察，结合临床和多项肾功能相关生化指标及其他影像

学检查。

本研究望将进一步对无蛋白尿患者肾功能异常和

蛋白尿患者ＧＦＲ正常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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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姚红霞，张金山，王淑侠，等．应用９９ＴｃｍＤＴＰＡ肾动态显像和双血
浆法评估肾小球滤过率的一致性研究［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２，
２８（３）：３９５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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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Ｅｘｐ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１，３３（６）：３６６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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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疏血通注射液治疗高脂血症性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分析
张振波，丁国娟，任疆，赵瑞芳，范福玲

摘要：目的　探讨疏血通注射液治疗高脂血症性重症急性胰腺炎（ＨＬＳＡＰ）的效果。方法　将１０２例 ＨＬＳＡＰ患
者分成２组。对照组常规治疗，观察组加用疏血通注射液，比较治疗前后血清 ＴＧ、血和尿淀粉酶（ＡＭＳ）、Ｃ反应
蛋白（ＣＲＰ）、前白蛋白、ＴＮＦα、ＳＩＲＳ、ＡＰＡＣＨＥⅡ、Ｒａｎｓｏｎ评分。观察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和并发症。结果　观
察组治疗后ＴＧ、血液流变学各指标、ＣＲＰ、ＴＮＦα、ＳＩＲＳ评分、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Ｒａｎｓｏｎ评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前白蛋白明显上升（Ｐ＜０．０１）。对照组治疗后ＴＧ、全血黏度高／低切变率、血细胞比容、
ＣＲＰ、ＴＮＦα、ＳＩＲＳ评分、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Ｐ＜０．０５），前白蛋白明显上升（Ｐ＜０．０５）。２组血、
尿ＡＭＳ较治疗前变化不明显（Ｐ＞０．０５）。观察组 ＴＧ、血浆比黏度、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聚集率、红细胞沉降率、
ＣＲＰ、ＴＮＦα、前白蛋白、（ＳＩＲＳ、ＡＰＡＣＨＥⅡ、Ｒａｎｓｏｎ）评分较对照组变化明显（Ｐ＜０．０５），呼吸衰竭、肾衰竭、胸腹腔
积液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疏血通注射液能降低ＴＧ水平，改善微循环障碍，维持促抗炎细
胞因子平衡，改善预后。

关键词：疏血通注射液；胰腺炎；高脂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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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Ｐ）ａｎｄＴＮＦα，ａｎｄＳＩＲＳｓｃｏｒｅ，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Ｒａｎｓｏｎ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Ｇ，ＣＲＰａｎｄＴＮＦα，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ｈｅｍｏ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ＳＩＲＳｓｃｏｒｅ，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Ｒａｎｓｏｎｓｃｏｒｅ
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ｏｒＰ＜０．０１），ｂｕ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ｒｅａｌｂｕｍ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０．０１）．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Ｇ，ＣＲＰａｎｄＴＮＦα，ｗｈｏｌｅｂｌｏｏ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ＷＢＶ）ａｔｈｉｇｈ／ｌｏｗｓｈｅａｒｒａｔｅ，ｈｅｍａｔｏｃｒｉｔ，
ＳＩＲＳ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ｒｅａｌｂｕｍ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ｂｌｏｏｄ／ｕｒｉｎｅＡＭ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ｄｉｄｎｏ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Ｇ，ｐｌａｓｍａ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ＣＲＰ，ＴＮＦα，ａｎｄｐｒｅａｌｂｕｍｉｎ（ＳＩＲＳ，ＡＰＡＣＨＥⅡ，Ｒａｎｓｏｎ）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ｓｃｉｔｅｓａｎｄ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ｈｕｘｕｅｔｏｎ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ｐｒｏａｎｄ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ＯＬ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ｓｅｖｅｒｅ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ｕｘｕｅｔｏｎ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
变，肥胖和高脂血症发生率增加，高脂血症诱发的高脂

血症性重症急性胰腺炎（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ＨＬＳＡＰ）逐年呈现上升趋势［１］，其发病机

制仍未完全清楚。目前该病的治疗方式主要是采取措

施降低血清三酰甘油（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ＴＧ）水平，同时降低
机体的炎症反应，但目前该治疗方式治疗效果不理想，

并发症和病死率较高，容易复发。近年来我院采用疏

血通注射液治疗ＨＬＳＡＰ，效果明显，报告如下。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
院）急诊科（张振波，丁国娟，任疆）；心内科（赵瑞

芳）；４６２００２河南省漯河市，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第三附属医院急诊科（范福玲）

通讯作者：张振波，Ｅｍａｉｌ：ｚｚｂｏｓｘ＠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
院接受治疗的 ＨＬＳＡＰ患者１０２例，均符合《重症急性
胰腺炎内科规范治疗建议》［２］。其中男性４２例，女性
６０例；年龄１８～７５岁，平均（４５．３±１．５）岁。发病时
间２．５～４５ｈ，平均（８．６±１．２）ｈ。临床表现为急性上
腹疼痛，伴恶心、腹胀、呕吐等特征。血 ＴＧ≥１１．３０
ｍｍｏｌ／Ｌ者４８例，血 ＴＧ５．６５～１１．３０ｍｍｏｌ／Ｌ，但血清
呈乳糜状者５４例。排除胆道疾病、肿瘤、酗酒、外伤等
病因。慢性健康状况评估系统（ａｃｕｔ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８分，ＣＴ
分级 Ｄ或 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２组，观察组 ５２
例，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３０例；年龄１８～７４岁，平均
（４５．６±１．４）岁；发病时间３～４５ｈ入院，平均（８．７±
１．４）ｈ。血 ＴＧ≥１１．３０ｍｍｏｌ／Ｌ者 ２６例，血 ＴＧ在
５．６５～１１．３０ｍｍｏｌ／Ｌ，但血清呈乳糜状者 ２９例，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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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８分，ＣＴ分级 Ｄ或 Ｅ。对照组 ５０
例，其中男性２０例，女性３０例；年龄１９～７５岁，平均
（４５．１±１．３）岁；发病时间 ２．５～４４ｈ入院，平均
（８．３±１．３）ｈ。血ＴＧ≥１１．３０ｍｍｏｌ／Ｌ者 ２２例，血ＴＧ
在５．６５～１１．３０ｍｍｏｌ／Ｌ，但血清呈乳糜状者２５例，Ａ
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８分，ＣＴ分级 Ｄ或 Ｅ。２组患者的年
龄、性别、血甘油三酯水平、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禁食，胃肠减压，纠正电解质
紊乱和酸碱平衡失调，抑酶（生长抑素）和抑酸（Ｈ２受
体阻滞剂），肝素、胰岛素、非诺贝特降脂治疗，静脉或

肠内营养等。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疏血通

注射液（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１０１００）６ｍｌ＋５％葡萄糖液 ２５０ｍｌ静脉滴注，１
次／ｄ。２组均治疗至病情稳定。治疗无效或病情加
重，行手术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住院时及治疗７ｄ后血清

ＴＧ、血和尿淀粉酶（ＡＭＳ）、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前白蛋
白、ＴＮＦα。普利生 ＬＢＹＮ６Ｃ型全自动血液流变仪检
测血液流变学指标。患者第７天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评分，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４８ｈＲａｎｓｏｎ评分。观察并发症和病
死率（住院期间病死的ＨＬＳＡＰ患者）。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百分比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生化指标变化　治疗７ｄ后，２组 ＴＧ较治疗前
下降明显（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尤其观察组ＴＧ下降
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血、尿ＡＭＳ较治疗前变化不明显，２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ＨＬＳＡＰ患者治疗前后生化指标的变化（ｘ±ｓ）

组别 例数
ＴＧ（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血ＡＭＳ（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尿ＡＭＳ（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２ １６．７２±４．３６ ４．９７±２．１５ｂｃ ５１１．４６±１８７．４１ ４２７．３８±１０５．４３ ２１０９．８４±１０６６．７４ １８８２．４７±８９５．４３
对照组 ５０ １６．３６±５．１６ ９．３８±４．７７ａ ５１９．３２±１８４．６８ ４４９．５６±１０９．８５ ２１１６．１７±１１４５．４７ １９９３．９５±１０１７．６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组间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２　血液流变学的变化　治疗７ｄ后，观察组血液流
变学各指标较治疗前下降明显（Ｐ＜０．０５）。对照组全
血黏度高／低切变率、血细胞比容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血浆比黏度、纤维蛋白原、
血小板聚集率、红细胞沉降率较对照组下降明显，２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ＨＬＳＡＰ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的变化（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全血黏度（ｍＰａ／ｓ）

高切变率 低切变率
血浆比黏度

纤维蛋白原

（ｇ／Ｌ）
血细胞比容

（％）
血小板聚集率

（％）
红细胞沉降率

（ｍｍ／ｈ）
观察组 ５２ 治疗前 ７．１２±０．８７ ８．１７±１．２１ １．９１±１．２６ ３．７１±１．１８ ５６．８１±８．２８ ７１．８１±１９．２６ ２１．４７±１２．２７

治疗后 ６．０９±０．６８ａ ７．１１±１．１５ａ １．６９±１．１９ａｂ ３．０２±１．３２ａｂ ４６．３９±８．４４ａ ５５．３７±１５．３６ａｂ１５．２７±１１．２６ａｂ

对照组 ５０ 治疗前 ７．０９±０．８３ ８．２１±１．４７ １．９７±１．３１ ３．７７±１．１７ ５６．７１±８．９２ ７２．３６±１８．９２ ２１．５６±１２．４９
治疗后 ６．６３±０．７１ａ ７．７２±１．１８ａ １．８２±１．２７ ３．６２±１．４８ ４８．２９±８．５１ａ ６６．３１±１７．２８ １９．２５±１０．８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组间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炎性因子的变化　治疗７ｄ后，２组患者 ＣＲＰ、
ＴＮＦα较治疗前下降明显，前白蛋白上升明显（Ｐ＜
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尤其观察组更加明显，其中观察组

ＣＲＰ、ＴＮＦα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前白蛋白明
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ＨＬＳＡＰ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的变化（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前白蛋白（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Ｆα（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２ ２１．６１±２．７３ ５．９８±２．１８ｂｃ ９５．３７±３１．４６ １７８．４６±５１．３８ｂｃ ３７１．４６±１３．８１ １３７．４８±１４．５２ｂｃ

对照组 ５０ ２０．９２±３．１０ １３．４７±３．０８ａ ９６．１８±３２．１５ １３３．４８±５３．２６ａ ３７２．１９±１４．２６ ２３９．５５±１３．７２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组间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４　ＨＬＳＡＰ患者严重程度　治疗７ｄ后，２组ＳＩＲＳ评
分、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较治疗前下降明显（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尤其观察组下降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２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

Ｒａｎｓｏｎ评分较治疗前下降明显（Ｐ＜０．０５），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明显，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ＨＬＳＡＰ患者严重程度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ＩＲ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Ｒａｎｓｏｎ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２ ３．７１±０．４３ １．３１±０．２４ｂｃ １５．８６±３．２１ ６．１３±２．４８ｂｃ ４．１１±２．１２ ２．３８±１．４１ａｃ

对照组 ５０ ３．８２±０．５２ １．９８±０．３１ａ １５．１３±２．７８ １０．０７±２．４９ａ ４．１７±２．３４ ３．０２±１．０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组间比较，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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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转归　观察组生命体征降至正常，腹痛改善明
显。对照组生命体征有好转，但是腹痛改善不明显。

观察组呼吸衰竭 ３例 （５．７７％），肾衰竭 ３例
（５．７７％），胸腹腔积液４例（８．００％），没有死亡发生。
对照组呼吸衰竭 ５例 （１０．００％），肾衰竭 ５例
（１０．００％），胸腹腔积液 ４例（１８．００％），死亡 １例
（２．００％）。其中观察组呼吸衰竭、肾衰竭、胸腹腔积液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ＨＬＳＡＰ是继胆源性和酒精性之后的另一常见急性
胰腺炎，占急性胰腺炎发病的１．３％ ～３．８％［３］。ＨＬ
ＳＡＰ发病机制与 ＴＧ有一定的联系，高 ＴＧ血症发生
时，ＴＧ分解产生甘油和游离脂肪酸（ＦＦＡ），ＦＦＡ增多
激活胰蛋白酶原，对胰腺腺泡细胞进行自身消化，急性

胰腺炎的发生和发展加重［４］，在急性期由于多种原因

可产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继而导致多器官功能衰

竭。另外由于酸中毒对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产生毒作

用，引起生物膜损伤，线粒体肿胀、变形。同时高 ＦＦＡ
和ＴＧ血症加重血液粘稠，产生微血栓并出现胰腺微循
环障碍［５］，另外高血脂症还能激活血小板，产生大量血

栓素，降低前列腺环素的分泌，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

胰腺微循环障碍加重。同时全身血容量下降，血液粘

性增加，结果血液流动性下降，产生全身血循环淤滞，

胰腺的血液灌流量减少，胰腺细胞缺血缺氧并出现进

行性加重。胰腺微循环障碍、胰酶活化与炎性介质共

同对多脏器产生损害，引起胰腺出血、坏死等持续的损

伤，贯穿整个 ＨＬＳＡＰ发病发展过程［６７］，因此，微循环

障碍改善，保护胰腺组织活力，降低炎症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ＨＬＳＡＰ的治疗目前主要采用禁食、胃肠减压、抗感
染、抑制胰液分泌、纠正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失调、

补液、营养支持等［８］，降低血 ＴＧ水平。其中改善微循
环障碍和降低炎症是治疗 ＨＬＳＡＰ关键一步。疏血通
注射液为纯中药制剂，具有活血化瘀、抑制凝血酶、降

低血小板粘附率，降低血液中纤维蛋白原并抑制血小

板聚集的功能［９］，预防血栓的形成，改善血液循环，解

除血管痉挛，扩张胰腺血管和增加胰腺血流量的作用，

改善微循环障碍，减缓胰腺的损伤和坏死［１０］。本研究

显示，观察组给予疏血通注射液治疗，血液流变学各指

标改善明显，降低血浆比黏度、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聚

集率、红细胞沉降率，改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扩张小

动脉，增加胰腺血流量，改善胰腺微循环，保护血管内

皮细胞，减少内皮细胞合成及促进新生血管形成等作

用，达到抗血栓和溶血栓。可以调节脂类代谢，有效改

善和降低ＴＧ水平，刺激脂肪酶活化和加速乳糜微粒降
解，纠正血脂异常、抑制分解代谢状态［１１］。２组 ＨＬ
ＳＡＰ患者治疗后血、尿 ＡＭＳ变化不明显，可能是血浆

中存在抑制血ＡＭＳ活性的因子，并能通过肾脏进入尿
液抑制尿ＡＭＳ的活性，另外高浓度血ＴＧ影响ＡＭＳ活
性的监测［１２］，因此改善血ＴＧ水平和微循环障碍，并降
低炎症反应是治疗ＨＬＳＡＰ重要一步。

一般而言，ＨＬＳＡＰ患者治疗前会出现多方面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大量的单核巨噬细胞以及中性粒细

胞被激活，释放大量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促炎性细胞

因子水平升高并相互激活，导致ＨＬＳＡＰ患者体内产生
过度的炎症反应。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给予疏血通注

射液治疗后，ＣＲＰ、ＴＮＦα、ＳＩＲＳ评分、ＡＰＡＣＨＥⅡ评
分、Ｒａｎｓｏｎ评分下降明显，前白蛋白增加明显，提示患
者经疏血通注射液治疗后，能消除或降低体内过多的

有害的细胞因子、炎症介质，调节机体免疫机能，阻断

炎症级联反应以及对器官产生破坏的恶性循环，稳定

机体内环境，降低多器官功能衰竭和全身炎症反应。

改善ＨＬＳＡＰ患者临床症状和预后，减少并发症和病死
率发生。

总之，疏血通注射液不仅可降低 ＴＧ水平，还能改
善微循环障碍，纠正血流浓、粘、聚、凝的生理和病理状

态，维持机体促抗炎细胞因子平衡，阻断全身炎症反

应，能控制急性胰腺炎的反复发作及远期预后，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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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２种方法治疗儿童鼻出血疗效比较
陈德尚，韩跃峰，李慧，马士肶

摘要：目的　通过比较单纯前鼻孔凡士林纱条填塞与微波治疗儿童鼻出血的临床疗效，探索一种比较安全、有
效、简便、痛苦小的儿童鼻出血治疗方法。方法　分析蚌医一附院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的儿童鼻出
血１１０例治疗效果，其中，采用单纯前鼻孔凡士林纱条填塞６０例，采用微波治疗５０例。结果　临床发现儿童出
血部位大多数位（１０８例）于鼻中隔前端Ｌｉｔｔｌｅ区，占９８．２％，少数（２例）位于下鼻甲前端，占１．８％，微波治疗有
效４５例（９０％），无效５例（１０％）；单纯前鼻孔凡士林纱条填塞有效３５例（５８．３３％），无效２５例（４１．６７％），２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单纯前鼻孔凡士林纱条填塞组多数儿童治疗期间有鼻塞、打喷嚏、鼻部
胀痛和或夜间张口呼吸，微波治疗组少数出现上述症状；２组治疗儿童未见鼻中隔穿孔、鼻腔粘连情况。结论　
儿童鼻腔凡士林纱条填塞压迫止血是一种传统的常规的止血方法，经济、实用，但存在着填塞时及填塞后儿童非

常痛苦，抽出纱条后再出血需重新填塞等弊端。微波治疗儿童鼻出血具有疗效好，且安全、痛苦小等优点，适合应

用于儿童鼻出血，值得推广。

关键词：鼻出血；儿童；微波；凡士林纱条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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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出血是儿童常见疾病，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儿
童急诊中占多数，出血量因人而异，量少者可自行停

止，量多者可危及生命，一般２岁前患儿很少发生鼻出
血，原因可能是鼻中隔前下的 Ｌｉｔｔｌｅ区未形成血管
网［１］，鼻腔与外界直接相通，鼻黏膜内有丰富的血管

床，易受到环境、气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鼻出血，

鼻中隔前下的Ｌｉｔｔｌｅ区出血在临床占大多数。儿童鼻
出血治疗方法较多，我科常用凡士林纱条压迫及微波

烧灼止血，现将我院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
的儿童鼻出血１１０例，随机分２组，一组采用前鼻孔填
塞病例数６０，微波治疗病例数５０，比较两种方法临床
效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儿童鼻出血１１０例，男６７例，女４３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

通讯作者：陈德尚，Ｅｍａｉｌ：９５６１４３４９＠ｑｑ．ｃｏｍ

例，年龄４～１２岁，平均６．５岁，右前鼻孔出血５０例，
左前鼻孔５５例，双侧５例，伴有鼻炎或鼻窦炎２０例，
变应性鼻炎１５例，明确挖鼻后出血１０例，鼻中隔前端
偏曲５例，鼻出血具有季节性，其中春季发病患儿３６
例，夏季１１例，秋季２１例，冬季４２例，余未见鼻部疾
病，门诊常规检查血常规及凝血酶原时间及活化部分

凝血酶原时间，排除血液系统疾病，曾有鼻外伤病史除

外，无高血压病史。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前鼻孔填塞　应尽量避免使患儿受到惊吓，可
由患儿家属抱患儿坐在大腿上，将患儿双腿夹紧，一手

固定患儿的上肢和身体，另一手固定患儿头部，用１％
丁卡因＋１％呋麻液棉片收敛、表面麻醉病侧鼻腔前
端，并压迫止血，麻醉要充分，一般判断麻醉效果，采用

前鼻镜或枪状镊触碰麻醉部位，询问患儿有无疼痛，无

疼痛后行前鼻镜检查，左手持前鼻镜，拇指置于前鼻镜

两叶的交叉点处，一柄置掌内，另一柄由其余四指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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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将前鼻镜放入前鼻孔的前庭部，由下而上进行检

查，观察鼻腔底部、鼻中隔、下鼻甲、下鼻道、中鼻甲、中

鼻道和鼻顶区。前鼻镜下观察到具体出血位置，并注

意鼻腔黏膜的色泽、鼻道分泌物，有无异物或肿瘤等病

变，找到出血点后，一般用１％丁卡因 ＋１％呋麻液棉
片压迫至出血停止或明显减少，并安慰患儿情绪后，先

抽出填塞在病侧鼻腔棉片，在出血点后方先填入凡士

林纱条一端，一般凡士林纱条置于病侧鼻腔下鼻甲内

侧前端鼻腔上部嵌紧，然后自上而下、从后向前进行填

塞，至前鼻孔结束，若麻醉时棉片填塞后鼻腔前端出血

不能控制，应立即行凡士林纱条前鼻孔填塞，一般鼻腔

填塞观察５～１０ｍｉｎ左右，若无前鼻孔出血及咽后壁
流血后，操作结束，门诊予预防感染３ｄ，并嘱患儿家属
注意防止鼻腔凡士林纱条脱落，一般４８～７２ｈ抽出鼻
腔填塞的凡士林纱条，病侧鼻腔前端局部涂抹金霉素

眼膏，若有鼻腔炎症等疾病，需继续治疗原发病。

１２２　微波治疗　一般患儿年龄在６岁以上，患儿基
本配合，麻醉方法用 １％丁卡因 ＋１％呋麻液棉片收
敛、表面麻醉病侧鼻腔，若麻醉效果不佳，采用１％利
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出血多且不能明确出血点时，需

棉片压迫时间较长，一般观察到出血停止或基本停止，

明确出血位置后，应用电子部４３所生产的 ＷＮＺ型智
能微波治疗仪（ＨＪ５ＳＷ），采用脚踏控制板控制治疗持
续时间。先开机预热，采用微波治疗时，根据病情选择

输出功率３０Ｗ以避免深度灼伤，根据出血点范围视
情况采用针状探头或圆状探头，对于单个血管出血采

用针状探头：黏膜糜烂且范围较广者，采用圆状探头，

先用探头接触出血点，再踩脚踏开关，一般探头接触出

血点２～３ｓ，电凝一般２～３次，直至组织发白出血停
止。治疗后金霉素软膏涂抹患处，一般不使用抗生素，

不行前鼻孔填塞，若有原发病，但要积极治疗。

１３　疗效判定　有效：经治后当时即止血，随访１年
内该处无复发出血，否则视为无效。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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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发现儿童出血部位大多数（１０８例）位于鼻中
隔前端Ｌｉｔｔｌｅ区，占９８．２％，少数（２例）位于下鼻甲前
端，占１．８％，单纯前鼻孔凡士林纱条填塞有效３５例
（５８．３３％），无效 ２５例（４１．６７％），微波治疗有效 ４５
例（９０．００％），无效５例（１０．００％），２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一般术后２周和１年随访，微波治疗疗效明显优
于单纯前鼻孔凡士林纱条填塞，其中单纯前鼻孔凡士

林纱条填塞组多数儿童治疗期间有鼻塞、打喷嚏、鼻部

胀痛和或夜间张口呼吸，微波治疗组少数出现上述症

状，２组儿童未见鼻中隔穿孔、鼻腔粘连情况。

３　讨　论
　　儿童鼻出血病因有多种，一般归纳分为２类，即局

部病因和全身病因，儿童鼻出血以局部病因为主，常见

局部感染、黏膜干燥、局部损伤，如挖鼻。冬春两季因

空气干燥，使黏膜脱水，纤毛功能下降，血管脆性增加，

易出血，儿童全身病因常见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白血

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等，少数见于挑食患儿。

儿童鼻出血大多数部位在鼻中隔前下部血管交汇区，

是鼻腭动脉、筛前动脉、筛后动脉、上唇动脉和腭大动

脉吻合处，称为利特尔区，临床称为易出血区，此处黏

膜易受到各种外界刺激，黏膜薄，有些喜欢挖鼻的儿

童，甚至可以直接损伤该区域的血管丛，引起出血。该

区域出血特点一般为出血量不大，持续时间短，易止

血，也易再出血，也有部分大量出血需要住院处理的患

儿，由于儿童血容量相对较成人少，反复出血，易导致

失血性贫血，严重时出现失血性休克。如何选择合适、

有效、痛苦小的治疗方法是耳鼻咽喉科医生所探索的

问题，并达到尽量减少患儿心理不良刺激。

儿童Ｌｉｔｔｌｅ区鼻出血治疗方法多，如凡士林纱条局
部压迫止血、微波、冷冻、化学烧灼、双极电凝、硬化剂

注射、鼻中隔划痕术等，对于儿童鼻出血治疗，针对儿

童恐惧、怕痛的心理，首要任务争取患儿配合，包括取

得患儿家属的理解、配合，其次麻醉效果一定要满意，

尽量使患儿在无痛的情况下进行治疗，但一定也要找

到鼻出血具体位置，做到有的放矢，鼻腔凡士林纱条填

塞止血，是鼻出血传统治疗方法之一，方法简单、经济，

常在各级医院使用，且往往是首选，其原理是通过压迫

出血部位，使出血血管闭合后自然愈合或糜烂黏膜愈

合恢复正常，填塞或抽出凡士林纱条时患儿痛苦，不易

接受，不适合长期填塞，可导致鼻腔感染，填塞过程中

患儿夜间常张口呼吸，严重时出现呼吸暂停、低氧血

症，压迫止血过程中多种因素可导致凡士林纱条松动

或脱落。其一，我们知道人体站立时鼻腔向下，由于地

球引力作用，鼻腔纱条有自然向下脱落的作用力，其

二，打喷嚏、咳嗽时鼻腔气流快速外移，可导致鼻腔填

塞的凡士林纱条松动或脱落，临床上可见少数患儿对

凡士林纱条敏感，凡士林纱条填塞后鼻痒、易打喷嚏，

其三，部分患儿疼痛忍受差，擅自拽出纱条，我们防止

凡士林纱条松动或脱落的方法是首先对患儿及其家属

宣教到位，打喷嚏、咳嗽时用手堵住前鼻孔，避免患儿

剧烈活动，对于疼痛明显的患儿，酌情应用止痛药物，

凡士林纱条与糜烂黏膜粘连，抽出凡士林纱条过程中

易再出血，我们应用薄荷滴鼻油滴鼻，增加润滑，保护

黏膜，以减少再出血。

微波系高频电磁波，在人体产生热效应［２］，可使组

织内外同时升温、凝固、血管闭合，从而达到止血效果，

一般需患儿配合，适用较大儿童，反复鼻出血，并有明

确出血点，范围较小，活动性血管出血，量大者且局部

收敛压迫出血点后，抽出填塞物仍出血多，手术视野不

清，一般不要行微波治疗，避免二次损伤，可先行局部

凡士林纱条填塞后，无出血４８～７２ｈ后，抽出纱条，若
能明确出血点，为预防再出血，可行微波治疗。鼻中隔

软骨部组织结构较薄，若微波治疗方法不当，易导致继

发性穿孔［３］，需从低能量开始，辐射时间短，治疗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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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中隔Ｌｉｔｔｌｅ区出血，应该避免双侧同时使用微波治
疗，以免引起鼻中隔穿孔，对于反复双侧 Ｌｉｔｔｌｅ区鼻出
血，若使用微波治疗，可先行一侧治疗，１～２月后观察
治疗侧情况，病侧黏膜恢复后再处理对侧黏膜。微波

治疗鼻中隔前端出血过程中忌反复灼烧，适可而止，应

及时改用其他方法［４］，对于鼻中隔前段偏曲明显的患

儿，偏曲处黏膜菲薄，微波治疗后易导致软骨暴露，严

重导致鼻中隔穿孔，且患者成人后若行鼻中隔矫正术，

黏膜、粘软骨膜与软骨界限不清，术中黏膜、粘软骨膜

难分离，术后鼻中隔易穿孔。本组资料显示微波治疗

避免鼻腔填塞，术后患儿痛苦小，对单个小血管出血效

果好，微波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凡士林纱条填塞组

（Ｐ＜０．０５），凡士林纱条前鼻孔填塞优先应用出血量
大的患儿。

儿童鼻出血一般出血量较成人少，鼻腔前端为主，

易控制，对于少数严重鼻出血者，一般方法控制不住，

可选用血管栓塞术［５］，采用选择性动脉造影和栓塞技

术诊断、治疗严重鼻腔大出血，可直接找到具体出血血

管，止血效果迅速、安全、缩短治疗时间，血管结扎法创

伤大，现在临床上基本被血管造影下局部血管栓塞所

取代，有学者报道普萘洛尔用于治疗儿童鼻出血，其机

制可能是普萘洛尔具有强烈抗血管生成［６］，另外普萘

洛尔可能间接刺激α受体，引起静脉血管收缩，达到止
血效果［７］。目前鼻内镜技术应用广泛，为鼻出血的检

查、诊断及治疗提供了一种可视而准确的方法，适用于

前鼻镜检查无法发现出血位置的患者，鼻内镜下治疗

鼻出血地位逐渐提高，具有可视、准确、有效、无痛、安

全优点［８］，可视具体出血情况采用电凝、填塞、冷冻等

传统方法，达到有的放矢。我们体会临床儿童鼻出血

位置仍以鼻腔前端为主，前鼻镜下一般能发现出血点，

鼻内镜下止血适用于鼻腔后端出血，需患儿良好的合

作配合以及满意麻醉效果，必要时可住院全麻手术，鼻

内镜检查有良好的视野，高清鼻内镜更加突出，但由于

鼻腔结构复杂、不规则，局部狭窄缝隙无法有效观察，

如嗅裂、下鼻道穹窿部等，即使采用３０°或７０°鼻内镜
检查，仍有部分空间无法窥见，鼻内镜检查时患者鼻出

血处于静止期，无法找到明确出血点，在临床上可遇

到，是临床上比较棘手的问题，是鼻内镜止血失败原因

之一，有学者报道鼻内镜下微波止血，有效率高，一次

性治愈率达９２．７％，并且无明显不良反应［９］。也有学

者报道维生素ＡＤ治疗儿童鼻出血［１０］，其依据是维生

素Ａ和Ｄ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必需物质，对人体上皮组
织的完整性和钙磷循环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修复鼻腔

黏膜完整性有效。可吸收止血纱布具有止血、防止术

后粘连、促进组织愈合三大作用，其与组织紧密结合无

间隙，不易脱落，对创面、吻合口等可进行封闭，可在黏

膜创面形成保护膜，促进黏膜恢复，贴敷治疗儿童鼻中

隔前端鼻出血避免鼻腔填塞等二次损伤［１１］。重组人

表皮生长因子是一种小肽，由５３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是类ＥＧＦ大家族的一个成员，是一种多功能的生长因
子，在体内体外都对多种组织细胞有强烈的促分裂作

用，在组织损伤修复的早期可促进细胞增殖、迁移、强

力趋化各种炎性细胞及各种炎症修复细胞向损伤部位

聚集，具有促进皮肤与黏膜创面组织修复过程中的

ＤＮＡ、ＲＮＡ和羟脯氨酸的合成，加速创面肉芽组织生
成和上皮细胞增殖，从而缩短创面的愈合时间［１２］，鼻

腔前端黏膜反复糜烂、出血少，较适用，对糜烂面无刺

激性疼痛及其他不适，液氮冷冻治疗鼻出血临床应用

较普遍，其原理是低体温使血管收缩，血流减慢，血栓

形成，导致血液循环障碍，从而达到止血效果，适用于

鼻腔前端出血量小者，对于动脉搏动性出血效果差，可

导致鼻中隔穿孔、晕厥等并发症［１３］。

儿童鼻出血治疗方法选择要重视，但不能忽略治

疗后的处理，要告知患儿及其家属，患儿需清淡饮食，

中医上指出“上火”易致鼻出血，避免食用易“上火”食

物，如辣椒、酒类、补品等，以富有营养的高蛋白食物为

主，多吃蔬菜和水果、多饮水，纠正偏食，少活动，避免

擤鼻、打喷嚏、咳嗽，防止便秘，冬季尽量不使用空调或

电热毯。

综上所述，对于儿童鼻出血的治疗，微波治疗疗效

要明显优于单纯前鼻孔凡士林纱条填塞，微波治疗儿

童鼻出血具有安全、操作简便、痛苦小等优点，微波治

疗中等偏下鼻出血效果确切，但也有局限性，对治疗量

大、动脉性搏动性鼻出血，效果欠佳，因此要根据患儿

具体情况，合理选择治疗方法，防止并发症，以达到最

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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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５９例成人麻疹临床分析
张莉，高春明，李文静

摘要：目的　通过对成人麻疹的临床资料分析，探讨成人麻疹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蚌埠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５９例成人麻疹病例的发病季节、年龄、地区分布、临床症
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特点和临床转归。结果　男性 １５名，女性 ４４名，男∶女 ＝１∶２．９３，其中孕妇 １３人
（２２．０３％），产妇３人（５．０８％），发病年龄以青壮年为主，２０～３９岁５０人（８４．７５％），成人麻疹全年均有发病，２—
４月为发病高峰季节，发病人群以农村患者居多（７９．６６％），５９例（１００％）出现发热，３９～４１℃ ４６例（７７．９７％），
平均热程（８．５８±２．５９）ｄ；５１例（８６．４４％）出现呼吸道卡他症状，５９例（１００．００％）出现皮疹，平均以发病（４．４６±
１．７１）ｄ出疹，５９例（１００．００％）有口腔麻疹黏膜斑。血清麻疹病毒 ＩｇＭ抗体检测，阳性率为４９．８２％。并发症中
肝功能损害３９例（６６．１０％），支气管炎及支气管肺炎 ３２例（５４．２４％），消化道出血 ２例（３．３９％），脑炎 １例
（１．６９％），喉炎１例（１．６９％）。孕妇感染者发生流产及死胎 ３例（２３．０８％），重症者 ２例（３．３９％），５９例
（１００．００％）均痊愈。结论　成人麻疹临床症状典型，并发支气管炎和肝功能损害最为常见，孕妇感染者流产发
生率较高，但重症患者少，临床预后良好。

关键词：麻疹；成人；流行病学；临床特征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５６２０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５９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ｅａｓｌｅ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ｓ　ＺＨＡＮＧＬｉ，ＧＡＯ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ＬＩＷｅｎｊ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４，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ｅａｓｌｅｓ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ｉｎ
Ｂｅｎｇｂｕｃ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９ａｄ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ａｓｌｅ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ｏｎ
ｓｅ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ａｇｅ，ｌｏ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ｉｇｎ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５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４４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ｒａｔｉｏｏｆ１∶２．９３，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２２．０３％）ａｎｄ３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５．０８％）．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ａｄｕｌｔｓａｇｅｄ２０ｔｏ３９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５０ｐｅｏｐｌ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
８４．７５％）ｗｅｒ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ｏｕｐ．Ｍｅａｓｌｅ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ｅ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ｔｏＡｐｒｉｌ．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７９．６６％）．５９ｃａｓｅｓ（１００．０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ｏｆｆｅｖｅｒ：ｔｅｍｐｅｒ
ａｔｕｒｅｏｆ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７７．９７％）ｗａｓ３９ｔｏ４１ｄｅｇｒｅｅｓＣｅｌｓｉｕ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８．５８±２．５９）ｄａｙｓ．５１ｃａｓｅｓ
（８６．４４％）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ｃａｔａｒｒｈ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５９ｃａｓｅｓ（１００．００％）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ｓｋｉｎｒａｓｈｅ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
ｌａｓｔ（４．４６±１．７１）ｄａｙｓ；ａｌｌ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Ｋｏｐｌｉｋｓｐｏ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ＭｅａｓｌｅｓｖｉｒｕｓＩｇＭｗａｓ４９．８２％．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ｌ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３９ｃａｓｅｓ（６６．１０％），ｂｒｏｎｃｈｉｔｉｓａｎｄｂｒｏｎｃｈｏ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３２ｃａｓｅｓ
（５４．２４％），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２ｃａｓｅｓ（３．３９％），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ｉｎ１ｃａｓｅ（１．６９％），ａｎｄｌａｒｙｎｇｉｔｉｓｉｎ１ｃａｓｅ
（１．６９％）．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ｃａｓｅｓ（２３．０８％）ｏｆ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ｉｎｗｈｉｃｈ２ｃａｓｅｓ（３．３９％）ｗｅ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ａｎｄａｌｌｃａｓｅ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ｌｅｓ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ｉ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Ｔｈｅｌ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ｂｒｏｎｃｈｉｔｉ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ａｓｌ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ｅａｓｙｌｅａｄｓｔｏ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ａｓｅｓａｒｅｌｅｓ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ｇｏ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ａｓｌｅｓ；Ａｄｕｌｔ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麻疹（ｍｅａｓｌｅｓ）是由麻疹病毒（ｍｅａｓｌｅｓｖｉｒｕｓ）引起
的一种急性、全身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的临

床表现有发热、咳嗽、流涕、眼结合膜炎、口腔麻疹黏膜

斑（Ｋｏｐｌｉｋｓｐｏｔｓ）及皮肤斑丘疹，发病率高，发病严重时
可引起死亡，严重危害儿童健康［１］。在麻疹疫苗接种

之前，６个月以内的婴儿由于受到来自母体胎盘抗体
的保护很少发病，大部分在儿童期发病［２］，随着麻疹减

毒活疫苗（ＭＶ）的应用，中国自２００８年以来麻疹发病
水平持续、大幅下降［３４］，大范围流行的强度已基本得

到控制，而我国成人麻疹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没有受

到足够的重视，故缺乏麻疹免疫力的成人发病呈现高

水平［５］。现对我院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
５９例成人麻疹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本地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通讯作者：张莉，Ｅｍａｉｌ：３１２３７７７９８＠ｑｑ．ｃｏｍ

成人麻疹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我
科住院的５９例成人麻疹，诊断均符合《传染病学》第
八版中麻疹的诊断标准［６］。其中男性１５名，女性４４
名，男∶女＝１∶２．９３，孕妇１３人（２２．０３％），产妇３人
（５．０８％）；年龄１８～５２岁，平均（２８．８３±７．６３）岁，＜
２０岁３人（５．０８％），２０～２９岁３８人（６４．４１％），３０～
３９岁１２人（２０．３４％），４０～４９岁５人（８．４８％），≥５０
岁１人（１．６９％）。
１２　分析方法　对５９例患者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进
行回顾性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　发病季节：２—４月 ４７
例，占 ７９．６６％，５月 ２例 （３．３９％），６月 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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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７月１例（１．６９％），８月２例（３．３９％），９月
１例（１．６９％），１０月 ２例（３．３９％），１１月 ２例
（３．３９％），１２月１例（１．６９％）；地区分布：城镇１２例
（２０．３４％），农村４７例（７９．６６％）；职业分布：农民４７
例（７９．６６％），工人 ４例 （６．７８％），学生 ３例
（５．０８％），护士１例（１．６９％），个体户１例（１．６９％），
司机１例（１．６９％），其他２例（３．３９％）。接种史：有
明确麻疹疫苗接种史者６例（１０．１７％），无麻疹疫苗
接种史者２６例（４４．０７％），麻疹疫苗接种史不祥者２７
例（４５．７６％）。５９例（１００％）出现发热，在出疹期体温
呈稽留热表现，体温温度在３７．８～４１．０℃之间，＜３８
℃ １例（１．６９％），３８～３９℃ １２例（２０．３４％），３９～４１
℃ ４６例（７７．９７％），平均热程（８．５８±２．５９）ｄ；５１例
（８６．４４％）出现呼吸道卡他症状；３９例（６６．１０％）出现
眼结合膜充血；５９例（１００．００％）出现皮疹，平均以发
病（４．４６±１．７１）ｄ出疹，仅１例为出血性皮疹，余皮疹
均为充血性红色斑丘疹，出疹顺序为先于耳后、发际、

颜面，继之躯干、四肢、手足心，皮疹消退后大部分留有

浅褐色色素沉着斑，部分有糠麸样脱屑；５９例
（１００．００％）有口腔麻疹黏膜斑。５０例（８４．７５％）出现
不同并发症，合并肝功能损害３９例（６６．１０％），支气管
炎及支气管肺炎 ３２例（５４．２４％），消化道出血 ２例
（３．３９％），脑炎 １例（１．６９％），喉炎 １例（１．６９％）。
１３名孕妇患者中，发生早产１例（１．６９％），先兆流产２
例（３．３９％），死胎流产１例（１．６９％）。重症患者２例
（３．３９％）。所有患者均住院呼吸道隔离，采用一般治
疗，对症治疗及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出现并发症者均

予以对症治疗。全部病例均痊愈出院，无１例死亡，平
均住院天数为（４．７３±２．２５）ｄ，最长住院天数为１４ｄ。
２２　实验室检查
２２１　血常规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ＷＢＣ）正常或降
低５３例（８９．８３％），升高 ６例（１０．１７％），平均为
（６．３０±２．７４）×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比值升高 ４２例
（７１．１９％），平均为（７５．８９±１３．５２）％，３例血小板计
数轻度降低，最低６６×１０９／Ｌ。
２２２　生化常规　肝功能损害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升高为主，其中
ＡＬＴ升高２８例（４７．４６％），平均值（７７．７８±１０７．５９）
Ｕ／Ｌ，ＡＳＴ升高 ３６例（６１．０２％），平均值（７１．４７±
６３．７６）Ｕ／Ｌ，２例血清总胆红素轻度升高，最高为４０．２
ｍｍｏｌ／Ｌ，无肾功能损害病例；Ｃ反应蛋白升高 ５０例
（８４．７５％），血清降钙素原升高３３例（５５．９３％）。
２２３　病毒抗体检测　血清麻疹病毒ＩｇＭ抗体检测，
阳性率为４９．８２％。

３　讨　论
　　麻疹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性疾病，是国家法定乙类传染病，是国家免疫规划重点

控制的传染病之一，其常在冬春季发病和流行，传染性

强，在潜伏期末及出疹后５ｄ均有传染性，出现并发症

还可延长其传染期，波及范围广，常可引起爆发及较大

规模流行。ＷＨＯ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消除麻疹的分
步实施规划［７］，三个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策略：第一阶段

为控制阶段，第二阶段为预防爆发阶段，第三阶段为消

除阶段。随着ＭＶ接种覆盖率的提高，世界大多数地
区成功控制了麻疹的发病率和病死率［８］。我国近年来

由于麻疹疫苗免疫的结果，麻疹流行强度明显减弱，儿

童麻疹的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平均发病年龄后

移［９］，麻疹患者年龄构成比出现较大幅度的后移。

本资料结果提示除１月份外，全年均可见成人麻
疹发病，但其有明显的季节性，２—４月为发病高峰期，
冬春季节高发符合麻疹发病季节的文献报道，农村患

者多于城市患者，青壮年人群为主要发病年龄组。本

组成人麻疹临床特征表现为：①热程长，热度高，超过
３９℃以上有 ４６人，占总病例数 ７７．９７％，热程平均
（８．５８±２．５９）ｄ，最长发热时间１５ｄ，说明成人麻疹病
毒血症期持续的时间长，病毒血症症状严重，这可能与

成人机体免疫力强，中毒症状明显有关。②麻疹体征
较典型，皮疹明显，皮疹为充血性红色斑丘疹，与典型

麻疹的出疹顺序相同，所有患者均出现口腔麻疹黏膜

斑，口腔麻疹黏膜斑是麻疹前驱期的特征性体征，具有

重要的早期诊断价值，甚至在患者出现皮疹前即可早

期诊断，有利于患者的早期隔离与早期治疗。③并发
症多见，麻疹病毒感染人体后可引起多器官损害，最常

见的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等，成人麻疹中消化道损害更

为多见，儿童麻疹中呼吸道损害最显著。成人麻疹引

起的肝损害程度明显高于幼儿患者，这可能与幼儿患

者免疫系统尚未成熟，此时接触抗原引起免疫反应较

弱，致使幼儿肝脏免疫损伤较轻有关。以肝功能损害

和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为主，麻疹引起肝脏损害较其
他肝炎病毒引起的肝脏损害轻，ＡＬＴ升高２８例，ＡＳＴ
升高３６例，未见明显黄疸，随着麻疹的消退逐渐恢复，
痊愈快，其原因可能为麻疹病毒引起肝细胞的变性、坏

死等非特异性炎症，或麻疹病毒在机体内形成免疫复

合物，导致细胞免疫功能的损害等有关，而麻疹所引起

肝脏损害的相关文献报道近年来不断增加［１０１２］。④孕
妇麻疹可能增加流产、死胎的发生，本研究中１３名孕
妇，发生流产及死胎３例（２３．０８％），明显高于正常妊
娠自然流产发生率（１０％～１５％）［１３］，妊娠合并麻疹患
者应高度警惕流产、早产、死胎、胎儿宫内窘迫等的发

生，在治疗过程中应加强吸氧、自数胎动，左侧卧位及

胎心监护等监测措施，足月孕妇出现胎儿宫内窘迫等

情况时，及时剖宫产终止妊娠。⑤成人麻疹重症患者
少见，本组中仅２例（３．３９％），且普通患者及重症患
者预后均良好。⑥血清麻疹病毒 ＩｇＭ抗体检测，阳性
率为４９．８２％。感染麻疹病毒后，人体可产生补体结合
抗体、血凝抑制抗体及中和抗体，前者为 ＩｇＭ，表示新
近感染，后两者为 ＩｇＧ，表示对麻疹病毒具有免疫力，
血清麻疹病毒ＩｇＭ抗体检测阳性或ＩｇＧ抗体恢复期较
早期增高４倍以上均有助于麻疹的诊断。由于麻疹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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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的广泛应用，麻疹的临床表现由典型变为不典型，其

诊断常需要依靠流行病学资料及麻疹的血清学抗体检

测，但麻疹抗体检测试验在许多基层医院不能开展，且

本组中血清麻疹病毒 ＩｇＭ抗体检测，阳性率仅为
４９．８２％，故麻疹的诊断目前主要依赖于流行病学资料
及临床表现，如发热、呼吸道卡他症状，典型皮疹，特征

性麻疹口腔黏膜斑等。成人麻疹患者早期临床表现与

其他感染性疾病尤其是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有相似之

处，且医生对成人麻疹警惕性不高，病史询问及体检不

够仔细，容易误诊及漏诊，应注意详细询问病史及体

检，做到及时诊断，及时隔离，及时治疗。人是麻疹病

毒的唯一宿主，患者是麻疹的唯一传染源，尤其是急性

患者传染性强，对患者做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能

有效管理传染源，对麻疹的流行病学预防可以起到积

极的作用。控制和治疗传染源是控制麻疹流行的重要

途径，加强对传染源的及时发现和管理，减少暴露，是

阻止麻疹传播的重要措施。麻疹病毒属于副黏液病毒

科，麻疹病毒属，为单链 ＲＮＡ，外有脂蛋白包膜，包膜
有３种结构蛋白，是主要的致病物质，麻疹病毒只有一
个血清型。麻疹目前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麻疹的治

疗重点主要为对症治疗，加强护理，预防和治疗并发

症，在麻疹病程早期，抗病毒药物如利巴韦林、炎琥宁

等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缩短病毒血症期的病程，起

到缩短传染期的作用，为减轻中毒症状，对体弱多病、

婴幼儿、重症麻疹患者可在早期给予人血丙种球蛋白

应用，对患者的病情及预后有一定的帮助。

麻疹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公认为是继天

花、脊髓灰质炎后第三个可能被消除的传染病，消除麻

疹是指：全国麻疹发病率控制在１／１００万以下（不包括
输入病例），无本土麻疹病毒传播，世界各国包括我国

均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在控制与消灭麻疹工作中已经

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消灭麻疹仍存在很多困难［１４］。在

麻疹的发病控制上，国内大多数学者注重儿童麻疹的

接种预防，而忽略了成人麻疹在实现国家消除麻疹的

目标中所产生的巨大障碍。近年来成人麻疹疫情上升

的原因主要为常规免疫接种不到位，大年龄组因历史

原因出现免疫空白，当前麻疹疫苗免疫接种主要针

对＜１５岁儿童，包括２０１０年强化免疫的对象也仅针
对儿童开展，缺乏针对成人麻疹的防控措施［１５］，其次

为成人患者人口流动性大，以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流动

人口疫苗免疫率低。麻疹的传染性非常强，在人口密

集，特别是流动人口或在免疫空白区域，容易发生大规

模的人群感染，使麻疹流行［１６］，而流动人口频繁流动，

卫生防病意识较低，容易发生麻疹传播［１７］，应注意重

点防范。

麻疹是疫苗可控性传染病，接种麻疹疫苗的完善

是控制麻疹最有效的措施，对于成人应普遍进行复种，

重视对成人的后续强化免疫接种。对于控制成人麻疹

发病，一方面应通过麻疹疫苗常规免疫接种工作及查

漏补种工作，进一步控制全人群麻疹发病水平、减少传

染源数量，来降低成人易感者接触病人而感染发病的

机会；另一方面可通过进一步加强麻疹疫情调查与处

置，在有成人发病风险的地区，果断采取针对成人的应

急接种等免疫措施［１８］。在发生麻疹疫情后，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 ＭＣＶ应急接种，可以迅速控制疫情发展，而
且越早接种效果越好［１９］。根据我国目前的就医环境

及医院的就医模式，医院感染成为麻疹病毒传播流行

的主要场所，因此医院内应落实麻疹预检分诊制度，应

对麻疹病例进行隔离治疗，严格落实消毒制度，加强医

护人员的防护，防范麻疹病例的院内感染也是有效的

预防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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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房颤并发脑栓塞６６例临床分析
戴萍，陆克亮，李卫飞

摘要：目的　研究房颤并发脑栓塞患者的临床特点和防治措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既往收治的房颤致脑栓塞患
者６６例，对患者的年龄、性别、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治疗方案、预后等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本组资
料中３７例好转（包括２例溶栓患者），无效１４例，其中１１例家属放弃治疗，１５例死亡。其中，房颤并发脑栓塞患
者以女性及７０岁以上老人居多。房颤患者发生脑栓塞更易累及颈内动脉系统，特别是大脑中动脉。房颤并发脑
栓塞时，左右大脑半球受累基本相当，但常为大面积脑梗死，易并发梗死灶内点状或片状的出血。对房颤并发脑

栓塞患者采取静脉溶栓，抗凝，抗血小板聚集，扩血管，脱水降颅压，脑细胞保护剂，改善血液循环等方案治疗。结

论　房颤并发脑栓塞，神经系统功能损伤严重，预后差，应积极预防；特别对高龄（年龄 ＞７０岁）及女性房颤患者
加强脑卒中预防，可能使患者更多获益。积极抗凝治疗控制 ＩＮＲ在适当范围可能减少抗凝治疗患者发生脑栓
塞，超早期溶栓可能使患者更多获益。

关键词：房颤；脑栓塞；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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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脑卒中患者中，大约有２０％的缺血性卒中为心
源性。心源性脑栓塞是由于心源性栓子经血液循环进

入脑动脉导致继续血流阻塞而引起相应供血区域脑组

织缺血、坏死出现脑功能障碍。心房纤颤（房颤）是老

年人常见的心率失常，是导致心源性脑栓塞的主要原

因。而房颤引起的脑栓塞是房颤引起的主要栓塞性事

件之一，同时也是房颤患者致残率最高的并发症。我

院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５月共收治房颤致脑栓塞
患者６６例，现对诊断和治疗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
讨房颤患者并发脑栓塞的相关危险因素、临床特点、影

像特征及有效的治疗、预防方法。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６６例患者均来源于我院２００４
年 １０月—２０１３年 ５月的住院患者。男性 ２０例
（３０．０％），女性４６例（７０．０％）。年龄在３６～９２岁，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
经内科

通讯作者：戴萍，Ｅｍａｉｌ：ｄａｉｐｉｎｇ１９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平均７３岁，＞７０岁者４６例（７０．０％），其中６０岁以下
８例，６０～７０岁１２例，７０～８０岁２１例，８０岁以上２５
例。所有患者有房颤病史、心脏听诊或心电图证实有

房颤。６６例患者中基础疾病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脏病者５３例，风湿性心脏病８例，扩张性心肌病１
例，心功能不全２例，高血压病 ３３例，２型糖尿病 １２
例，慢性支气管炎２例，慢性肾功能不全１例。
１２　临床表现　本组６６例患者中安静时发病２３例，
其中睡眠时发病１７例，活动中发病３４例，有７例在上
厕所时发病，５例在行走时发病，发病时情况不详 ９
例。根据ＯＣＳＰ分型：完全前循环梗塞（ＴＡＣＩ）２４例，
部分前循环梗塞（ＰＡＣＩ）３８例，后循环梗死（ＯＰＣＩ）３
例。累及左侧半球２５例，累及右侧半球２８例。意识
障碍３３例，双眼同向凝视１９例，失语者６例，肢体偏
瘫者６３例。
１３　脑ＣＴ检查　６６例患者均行脑部 ＣＴ检查，其中
大面积脑梗死（梗死面积超过１个脑叶，＞５．０ｃｍ）２１
例，中梗死（梗死面积小于１个脑叶，３．１～５．０ｃｍ）３２
例。梗死灶位于大脑中动脉供血区５０例，１２例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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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位于大脑中动脉和大脑后动脉交际区，多发性梗死

病灶３８例。１１例在梗死灶中见正常脑组织。并发脑
实质性血肿并伴有占位征象的１例，梗死灶中见点状
或片状的出血性梗死或不伴有占位征象的片状血肿５
例。

１４　诊断标准　本组６６例病例均符合中华神经科学
会《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中关于脑栓塞的诊断标准：

①突然起病，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迅速达高峰；②有心
源性栓子来源或经心脏查体或心电图证实为房颤；③
脑栓塞经ＣＴ证实；④身体其他脏器有栓塞证据。
１５　治疗方法　①抗栓治疗：６６例患者中，有２例患
者经家属同意行静脉溶栓治疗。１４例应用低分子肝
素抗凝治疗，３例使用华法林抗凝治疗，４０例应用抗血
小板药物治疗。１０例未使用抗凝及抗血小板治疗。
②颅高压、脑水肿者使用甘露醇、速尿等脱水剂治疗。
③使用中成药物如银杏制剂及神经保护药物治疗。④
控制心率、血压，预防并发症。⑤生命体征稳定后行康
复治疗。

２　结　果
　　本组６６例患者经治疗３７例好转（包括２例溶栓
患者），无效１４例，其中１１例家属放弃治疗，１５例死
亡。１例患者并发大量脑出血死亡，１３例死于脑疝，２
例死于肺部感染。６６例患者中并发脑出血６例，脑疝
１６例，癫痫７例，肺部感染１９例，急性胃炎８例，中枢
性高热５例，下肢静脉血栓１例。

３　讨　论
３１　年龄、性别与房颤脑栓塞　ＡｌｂｅｒｔｓｅｎＩＥ等［１］的

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较大和女性均是使用口服抗凝药

物的心房颤动患者发生卒中的危险因素之一。在本组

患者中７０岁以上患者占 ７０．０％，女性占 ７０．０％，与
ＡｌｂｅｒｔｓｅｎＩＥ的研究基本相符，提示高龄和女性可能是
心房颤动患者发生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但此次分析

无对照组，样本量小，无统计学意义。罗刚等［２］也发现

高龄和女性是非风湿性心脏病引起的房颤患者并发脑

栓塞危险因素之一。年龄和性别属于不可干预的危险

因素，但对于高龄（年龄＞７０岁）及女性房颤患者至少
我们可以加强脑卒中的一级预防，如对抗凝、房颤的控

制，以减少房颤患者并发脑栓塞。此外，为何男性房颤

患者较女性房颤患者更少出现心源性脑栓塞，男性是

否有相关保护机制，可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３２　房颤并发脑栓塞临床表现　一般认为房颤引起
的脑栓塞以左侧居多。因为心源性房颤引起心房血液

淤滞，形成附壁血栓，栓子脱落沿升主动脉，进入颈动

脉。左侧颈动脉起源于主动脉弓，而右侧颈动脉起源

于无名动脉。栓子更易进入左侧颈总动脉，引起脑栓

塞。但此组患者中左右半球受累基本相当，此次研究

样本很小，可能需要进一步行大样本的研究。本临床

分析中：根据ＯＣＳＰ分型，完全前循环梗死（ＴＡＣＩ）和部
分前循环梗死（ＰＡＣＩ）共６３例（９５．４％），后循环梗死
（ＯＰＣＩ）３例（４．６％），考虑颈内动脉系统较椎基底动

脉系统更易形成栓塞，其符合血管解剖特点。刘万灵

等［３］研究也提示心源性脑栓塞中颈内动脉系统较椎基

底动脉系统更易形成栓塞，前者的神经功能损伤显著

重于后者，且预后更差。

３３　房颤并发脑栓塞的影像学表现　房颤并发脑栓
塞患者以大面积梗死为多，本分析６６例患者中大梗死
２１例（３１．８％），中梗死３２例（４８．５％），符合此特点。
房颤患者出血脑栓塞好发于颈内动脉系统，因大脑中

动脉是颈内动脉自然延伸，故绝大多数的栓子进入大

脑中动脉。本组６６例患者中大脑中动脉供血区５０例
（７５．７％），１２例位于大脑中动脉和大脑后动脉交际区
（１８．２％）。石丹［４］对９７例恶性大脑中动脉梗死患者
临床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提示房纤颤是大脑中动脉

大面积脑栓塞的主要病因，与本次研究中影像学结果

相呼应。心源性栓子容易碎裂成碎片，漂向远方引起

多发性病灶，本分析中 ＣＴ显示多发性病灶 ３８例
（５７．６％），以累及双侧前循环的多见，部分患者同时
累及前循环和后循环。房颤患者，影像学上出现多发

性梗死灶，提示脑栓塞可能性大。心源性栓子易向远

方漂移也导致缺血再灌注，引起出血性梗死。其大多

数是红细胞渗出到梗死组织所致，表现为梗死灶内散

在的点状或片状的出血性梗死。本组患者中出现点状

或片状的出血性梗死或不伴有占位征象的片状血肿５
例，脑实质性血肿并伴有占位征象的１例。从临床看
５例小量出血患者，症状无明显加重。考虑小量的点
状或片状的出血可能并不明显影响预后。

３４　房颤并发脑栓塞的溶栓治疗　心源性脑栓塞曾
被认为是溶栓的禁忌证，现在心源性脑栓塞已不再是

溶栓的禁忌证。国内有报道［５６］溶栓治疗时间窗内的

房颤脑栓塞患者进行动脉溶栓治疗是安全有效的。朱

常勤［７］对心源性脑栓塞静脉溶栓治疗进行研究，提示：

ｒｔＰＡ５０ｍｇ静脉溶栓治疗起病３ｈ内心源性脑栓塞安
全有效。本研究中有２例溶栓患者，部分再通，症状好
转，未发生出血等并发症。超早期溶栓可能使房颤脑

栓塞患者更多获益。溶栓治疗为房颤并发脑栓塞的治

疗提供了新的方向，以往涉及此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

可能需要进一步开展大样本的临床实验，以验证其安

全性及有效性。

３５　房颤并发脑栓塞预防　房颤患者发生脑栓塞，神
经系统功能损伤严重，并发症多，预后差。本组患者中

病死率达２２．７％。预防可能较治疗脑栓塞更为重要。
抗凝一直是推荐的房颤患者预防血栓的治疗。抗凝治

疗的目的是预防形成新的血栓，杜绝栓子来源，或防止

栓塞部的继发性血栓扩散，促使血栓溶解。但临床中

有不少使用抗凝药物的房颤患者发生心源性脑栓塞。

在治疗房颤和房颤致脑栓塞患者时，能否正确给予抗

凝治疗，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８］。在这次分析中有１
例患者服用华法林的过程中发生心源性脑栓塞。周强

报道［９］：口服华法令用量不足可能是抗凝治疗患者发

生脑栓塞的原因之一。ＩｎｏｕｅＨ等［１０］研究提示：ＩＮＲ
１．６～２．６可安全和有效地防止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
者，特别是年龄 ≥ ７０岁患者，发生血栓栓塞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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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抗凝后ＩＮＲ在１．６～２．６可能减少抗凝治疗
患者发生脑栓塞。国内一些研究也提出ＩＮＲ在１．５～
２．５比较适合国人情况［１１］。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物，

如达比加群酯、利伐沙班、阿哌沙班，都一直是研究的

热点。ＲＥＬＹ研究［１２］是全球多中心、随机、双盲临床

实验，其显示达比加群酯１５０ｍｇ每日２次在预防心房
纤颤患者出现缺血性卒中方面较华法林有显著优势。

达比加群酯不但有更为优越的预防缺血性卒中的疗

效，也明显减少出血性卒中，并且副作用更少。ＯＣＫ
ＥＴＡＦ研究［１３］是关于利伐沙班预防持续性心房颤动

患者卒中和栓塞的前瞻性、临床多中心试验，共纳入

１４２６４例心房颤动患者，以华法林为对照。结果显示：
利伐沙班组和华法林组的主要结局事件年发生率分别

为２．１２％和２．４２％，试验组疗效不差于对照组，它们
的重要出血事件发生率之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但利伐沙班治疗组的颅内出血和致死性出血发生率低

于华法林组。阿哌沙班与华法林对照预防心房颤动患

者的卒中试验（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该研究表明，阿哌沙班
能减低卒中的风险而不显著增加重大出血或颅内出

血，可作为华法林或氯吡格雷 ＋阿司匹林的安全替代
药物。对于既往有梗死或 ＴＩＡ房颤患者，使用阿哌沙
班代替华法林进行二级预防，可能使患者更多获

益［１４］。新型的抗凝药物在将来可能更广泛的应用于

临床，甚至替代华法林在抗凝中的地位。在严格掌握

适应证的前提下并严格监测凝血指标的条件下，适宜

的抗凝治疗能显著降低心房纤颤患者发生脑栓塞危

险。左心耳是房颤患者主要的栓子来源［１５］。人们设

想封闭左心耳可以预防房颤患者栓塞并发症的发生。

外科手术封闭左心耳创伤性较大，人们更多选用经皮

左心耳封堵术［１６］。临床经验较多的 ＰＣＬＡＡ封堵系统
有３种：ＰＬＡＡＴＯ封堵系统、ＡＣＰ封堵系统和 ＷＡＴＣＨ
ＭＡＮ封堵系统。ＲｅｄｄｙＶＹ等［１６］提出：左心耳封闭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装置可以安全地进行，不需要华法林的
过渡，对于卒中高风险但全身口服抗凝禁忌患者是一

个合理的选择。原发病房颤的根治，如抗心律失常药

物、电复律以及导管消融术（虽然术中有发生脑栓塞的

风险，但房颤根治者远期可以停用抗凝或抗栓治疗），

可明显减少栓塞风险，相应提高生活质量［１７］。

房颤患者发生脑栓塞更易累及颈内动脉系统，特

别是大脑中动脉。房颤并发脑栓塞时，左右大脑半球

受累基本相当，但常为大面积脑梗死，易并发梗死灶内

点状或片状的出血，患者神经系统功能损伤严重，并发

症多，预后差，病死率高。因此，应加强心房纤颤患者

针对脑卒中的预防。高龄和女性可能是心房颤动患者

发生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年龄和性别属于不可干预

的危险因素，但对于高龄（年龄＞７０岁）及女性房颤患
者应该加强脑卒中的一级预防。抗凝一直是推荐的房

颤患者预防血栓的治疗，在严格掌握适应证的前提下

并严格监测凝血指标的条件下，适宜的抗凝治疗能显

著降低心房纤颤患者发生脑栓塞危险，新型的抗凝药

物（如达比加群酯、利伐沙班、阿哌沙班）在将来可能

更广泛地应用于临床，甚至替代华法林在抗凝中的地

位。心耳封闭术对于卒中高风险但全身口服抗凝禁忌

患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原发病房颤的根治，如

抗心律失常药物、电复律以及导管消融术，可明显减少

栓塞风险，相应提高生活质量。心源性脑栓塞已不再

是溶栓的禁忌症。超早期溶栓可能使房颤脑栓塞患者

更多获益，但目前相关的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大样本

的临床实验，以验证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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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经皮肾穿刺活检术后大出血的治疗体会
叶寅寅，张道友，汪裕伟，高潮清，杨利才

摘要：目的　总结经皮肾穿刺活检术后出血的原因、出血的高危因素及其治疗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皖南医
学院弋矶山医院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４月共２１５例Ｂ超引导下行肾穿刺活检术的患者临床资料及总结肾穿刺
活检术后出血病例的临床特点，并列举２例大出血病例的临床治疗方案及病情演变情况，探讨肾穿刺活检术后出
血的最佳救治方案。结果　２１５例中术后肉眼血尿患者１２例肉眼血尿患者经卧床休息，血凝酶、止血三联、卡络
磺钠等药物治疗后均在１周内肉眼血尿消失，均转为镜下血尿，２例患者穿刺术后出现大出血，该２例患者术前
均有高血压病史，其中１例术前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长达２月，以上２例患者经肾动脉介入栓塞治疗止血，生命
体征迅速稳定，术后肾功能恢复至术前状态。结论　肾穿刺活检后８ｈ内为出血的高危期，术前高血压病史、服
用糖皮质激素是肾活检后大出血的高危因素，一般止血治疗常可达到目的，肾动脉介入栓塞是肾穿刺活检术后大

出血治疗的最佳方法，其安全性高，可达到较好的止血效果。

关键词：肾穿刺活检术；出血；肾动脉介入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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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ｄｎｅｙｂｉｏｐｓｉ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ｎｄｅ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ｅ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ｔｈｅ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２１５，１２ｃａｓｅｓｈａｄｇｒｏｓｓ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ｔａｙｉｎｇｉｎｂｅｄａｎｄ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ｗｅｅｋｏｒｌｅｓｓ，ｔｈｅｙａｌｌｔｕｒｎｅｄｉｎｔｏ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ｈｅｍａｔｕｒｉａ，２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ｗｅｒｅｃｕｒｅｄｂ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ｒ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ｈａ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ａｓｅ２
ｈａｄｂｅｅｎｔａｋｉｎｇ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ｆｏｒ２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ｉｒ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８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ｎａｌｂｉｏｐｓｙ
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ｉｓｋｙｔｉｍｅｓｌｏｔ，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ｗｅ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ｒｅ
ｎａｌｂｉｏｐｓ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ｎ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ｎａｌｂｉｏｐｓｙ；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Ｒｅ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超声引导经皮肾脏穿刺活检术是肾小球疾病的重
要诊疗手段，因其创伤小，能明确肾脏病理、指导诊断

治疗、评价预后已越来越多用于临床。肾穿刺活检作

为一种有创性检查，其最主要并发症是出血。严重的

出血需肾脏切除甚至可致死［１］。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３
年４月，我院２１５例在 Ｂ超引导下行肾穿刺活检术肾
病患者，本文分析肾活检术后大出血的原因，出血的高

危因素，总结治疗经验，并探讨最佳救治方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１５例患者中男性８５例，女性 １３０
例，年龄２２～６８岁，其中慢性肾小球肾炎８３例，肾病
综合征２６例，ＩｇＡ肾病４２例，狼疮性肾炎５１例，过敏
性紫癜性肾炎１０例，乙肝病毒相关性肾炎３例。
１２　研究方法　肾脏穿刺活检：所有患者Ｂ超引导下
行经皮肾穿刺活检术。患者均取俯卧位，局麻后使用

一次性１４～１６Ｇ肾穿刺活检针行肾下极穿刺。穿刺
后平卧硬板床，穿刺部位垫高以压迫止血。６ｈ后可翻
身，绝对卧床２４ｈ，术前肌肉注血凝酶１Ｕ，术后常规
止血药物，观察尿色，留取尿常规检查。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肾脏
内科

通讯作者：张道友，Ｅｍａｉｌ：ｙｊｓｚｈａｎｇｄａｏｙｏｕ＠ｓｉｎａ．ｃｏｍ

　　肾动脉介入栓塞：在局部麻醉和心电监护下，采用
Ｓｅｌｄｉｎｇｇｅｒ法经皮穿刺股动脉插管，然后进行 ＤＳＡ（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先用导管行腹主动脉肾动脉水平
造影以显示双肾血供情况，再用５ＦＣｏｂｒａ导管分别行
患肾肾动脉造影以了解肾脏血供并明确患肾出血位置

（造影剂外溢部位），再用微导管超选择性插管至出血

动脉近端，用明胶海绵行栓塞术，稍后重复造影并退管

至肾动脉主干造影，当出血部位血管已闭塞且无造影

剂外溢时，拔出导管及动脉鞘，然后在穿刺点局部压迫

直至局部无渗血后加压包扎。

１３　术后观察　２１５例患者其中１２例出现肉眼血尿
经卧床休息，止血治疗１周左右均转为镜下血尿，２例
患者术后出现大出血，均出现血液流变学改变，予以介

入治疗。２例大出血患者具体资料如下。
例１：男性，３７岁，系“尿检异常半年”入院，诊断

为慢性肾炎。有血压高病史半年，规律服用降血压药

物，血压控制在１４０／８０ｍｍＨｇ左右（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辅助检查：血常规：Ｈｂ１３５ｇ／Ｌ，尿素氮 ６．２
ｍｍｏｌ／Ｌ，肌酐７８μｍｏｌ／Ｌ。尿常规：隐血２＋，蛋白２＋。
血凝常规检查正常，泌尿系 Ｂ超：双肾大小形态正常，
输尿管、膀胱未见明显异常。肾脏穿刺术后约３ｈ，患
者出现肉眼血尿。床边急诊 Ｂ超提示右肾下极 １３５
ｍｍ×４２ｍｍ血肿，迅速给予绝对卧床、扩容、止血、输
血、升压等治疗，但效果不佳，患者经肾动脉栓塞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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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生命体征迅速稳定。大出血时血红蛋白最低降

至１００ｇ／Ｌ，肌酐最高升至１６０μｍｏｌ／Ｌ，共输注红细胞
悬液１２００ｍｌ，２周后患者肌酐恢复至９７μｍｏｌ／Ｌ。肾
周血肿缩小，术后病理：轻度系膜增生型ＩｇＡ肾病（Ｌｅｅ
分级Ⅰ～Ⅱ级）。

例２：女性，２９岁，系“颜面部红斑１年”入院，诊断
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目前强的松４０ｍｇ
口服治疗，有高血压病史３年，规律服用降压药物，血
压控制在１４５／８５ｍｍＨｇ左右，术前血常规：Ｈｂ１０４ｇ／
Ｌ，ＰＬＴ３４×１０９／Ｌ，ＷＢＣ３．５×１０９／Ｌ，尿素氮 ７．１
ｍｍｏｌ／Ｌ，肌酐９２μｍｏｌ／Ｌ，血凝常规检查正常。Ｂ超：
双肾大小、形态正常，实质回声轻度改变。肾穿刺活检

术后１．５ｈ，患者出现右侧腰痛、头晕，血压进行性下
降，面色苍白，复查血常规Ｈｂ９８ｇ／Ｌ，立即予以床边Ｂ
超检查提示右肾增大，形态失常，肾周见不规则稍高回

声团块，范围１２０ｍｍ×５５ｍｍ，给予紧急输血、扩容、升
压等处理血压维持在９０／６０ｍｍＨｇ左右，术后４ｈ出
现右腰痛加重，伴有腹胀、恶心、呕吐、四肢厥冷，升压

药维持下血压仍进行性下降，复查血常规 Ｈｂ５８ｇ／Ｌ，
立即行肾动脉栓塞介入术，术中见右肾动脉远端大量

造影剂流出。患者经肾动脉栓塞介入术后，生命体征

稳定，但栓塞术后第 ２天患者出现高热，体温最高达
３９．５℃，并出现胸闷气促，心悸不适，行床边胸片检查
提示：右侧胸腔积液。予以胸腔穿刺抽液约１００ｍｌ血
性液体，并加用美罗培南及替考拉宁抗感染及丙种球

蛋白支持治疗８ｄ后体温恢复正常，病程中肌酐最高
升至２３７μｍｏｌ／Ｌ，经治疗后复查胸片炎症较前吸收，
肾介入术后第４天复查床边Ｂ超提示右肾周见不规则
稍高回声团块，范围１００ｍｍ×４８ｍｍ，较前吸收。出院
时肌酐恢复至肾活检术前水平。术后病理：局灶增生

性狼疮肾炎Ⅲ（Ａ）ＬＮ。

２　结　果
　　１２例肉眼血尿患者经卧床休息，血凝酶、止血三
联、卡络磺钠等药物治疗后均在１周内肉眼血尿消失。
２例患者术后出现大出血，该２例患者活检术前均有
高血压病史，１例术前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２个月，该
２例患者均在穿刺后行床边Ｂ超检查证实肾周血肿形
成，并行急诊肾动脉介入栓塞术，术中见肾动脉远端造

影剂溢出，患者经介入治疗后，生命体征迅速稳定。

３　讨　论
　　在肾脏病的诊断与治疗中，经皮肾脏穿刺术因其
简单易行、安全、成功率高成为诊断肾脏疾病的重要手

段［２］。其术后并发症包括镜下血尿或肉眼血尿，肾周

血肿，肾动静脉瘘形成，损伤周围脏器、血管，继发感染

等，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并发症为出血，不正确的治疗方

法及治疗时机延误，严重的出血甚至可危及生命。而

分析出血的发生与年龄、性别无关，既往高血压病史及

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可能是术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

素。我院肉眼血尿的发生率为６．５％，大部分患者术
后３ｄ内即转变为镜下血尿，少数患者出血时间较长，

术后１周左右才转为镜下血尿。据报道穿刺后高危期
在穿刺后８ｈ内［３］，我院２例大出血患者均在４ｈ内证
实肾周血肿。大部分出现肉眼血尿的患者没有严重的

临床症状，也没有血压等生命体征及血色素变化，毋需

输血，只需延长卧床时间即可。少数病例可出现严重

的血尿，甚至伴有血色素迅速下降，这代表着肾脏严重

受损，一般是肾段、肾叶间或弓状动脉损伤，并且与肾

盂相通［４］。患者出现心率增快、血压下降等失血性休

克症状，此时应立即制动，积极补液、输血抗休克，及时

清理膀胱血块，如不能控制出血，应及早实施超选择性

肾动脉介入栓塞治疗。肾穿刺活检术后出血除了与患

者本身体质、肌酐、血压、肾脏大小、原发病类型及术后

护理等因素有关外，还存在以下诱发因素：①穿刺点不
佳：穿刺点应尽量选择在Ｂｒｏｄｉｅ肾无血管区，不经肾盂
直接穿刺肾组织，而且根据肾彩超探头指引选择血管

最少处穿刺，超声确定穿刺点时，要重视定点处肾横切

面的位置，确保精确定位［５］；②穿刺活检针选择不正
确：尽量选择直径型号细小的穿刺针；③盲目多针穿
刺，导致肾损伤加重。尽量穿刺不能超过３针；④粗鲁
的动作，穿刺进针过深，穿破对侧肾皮质，甚至穿破对

侧肾包膜；⑤术前感染或长期使用激素或抗凝药物；⑥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病、肾功能不全、全身凝血功能障

碍等［６］。

肾活检大出血病例在临床治疗中应警惕肺部感

染，感染在介入栓塞治疗后反而可能成为最重要的致

死原因，分析可能存在以下原因诱发肺部感染的发生：

①急性失血后免疫球蛋白的丢失，患者抵抗力下降，若
本身合并有肺部疾患，如长期吸烟、矽肺、慢性支气管

炎等，此时细菌易入侵并大量繁殖。②肾周血肿形成，
膈肌上抬会出现下肺膨胀不全，加之全身交感系统激

活，支气管动脉供血减少，肺下段相对缺血缺氧状态导

致纤毛运动不协调甚至脱落，气道内分泌物排出不畅，

易合并感染发生。③肾穿刺活检后及大出血时患者都
应绝对卧床，长期卧床导致黏膜上皮细胞纤毛运动减

退，肺部循环不良，易发生坠积性肺炎。④医源性操作
如气管插管、吸氧装置等增加了细菌吸入到呼吸道及

定植的危险性，同时由于广谱抗生素的滥用，改变了机

体正常菌群结构，耐药菌出现，难治性肺部感染率上

升。另外，在临床中遇到出血后合并膀胱大血块的病

例，建议行膀胱持续冲洗及尿激酶间断灌注的治疗，以

防止凝血药物诱发的肾脏血管的再次出血。

肾动脉介入栓塞术于１９７３年由 Ｂｏｏｋｓｔｅｉｎ等成功
用于治疗肾穿刺后出血，因其既能明确诊断，又可最大

限度保留肾脏组织的前提下彻底止血故渐广泛用于临

床。其较外科手术术前准备时间短，麻醉要求低，低血

压或休克持续时间短，可同时达到诊断及治疗目的。

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创伤小，效果确切，可有效保留

残余肾功能，避免部分或单侧肾脏切除，避免外科手术

对患者的二次打击。目前用于介入治疗的栓塞材料种

类较多，以明胶海绵常见。超选择肾动（下转第１６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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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在全身肝素化抗凝
患者中的应用

武猛

摘要：目的　研究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在接受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全身肝素化抗凝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方法　对黑龙江省医院重症医学科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接受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６０例病例进行比较
分析，其中对照组为凝血机制正常病例３０例；观察组为凝血机制正常，但同时接受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全身肝素
化抗凝治疗的病例３０例。观察２组患者术后出血时间、２４ｈ内出血量、个体总出血量、术后１周内切口感染例
数，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　观察组术后出血时间平均为（２．１０±０．４６）ｈ，较对照组平均值（１．６５±０．４３）ｈ略
长；２组均于２４ｈ内止血，２４ｈ内出血量即为总出血量，观察组平均值为（１７．６７±９．１６）ｍｌ，对照组平均值为
（１６．９７±７．０１）ｍｌ，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１周后２组除部分脱组病例外，切口感染例数均为２例。结
论　与凝血机制正常患者相比，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在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全身肝素化抗凝病人中的应用
是相对安全的，可以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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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性血液滤过（ＣＲＲＴ）是重症医学领域的一项
重要的脏器支持技术，往往需要应用全身肝素化抗凝，

如果患者同时需要接受气管切开术，其手术风险可能

增加。与传统普通气管切开术比较，单步经皮旋转气

管切开术具有创伤小、出血少的特点，相对较为安

全［１］。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我科对全身肝素化
抗凝期间进行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的安全性进行

对照研究，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黑龙江省医院重症医学科２０１１
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接受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
病例６０例，其中凝血机制正常病例３０例作为对照组；
另外凝血机制正常，同时接受持续性血液滤过全身肝

素化抗凝的病例３０例作为观察组，持续性血液滤过抗
凝采用普通肝素持续静脉泵入，根据需要调整剂量，维

持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在 ４５～６０ｓ。
病例纳入标准：年龄１８～７０岁；体重５０～９０ｋｇ；检
测常规凝血功能指标无异常；肝功能无显著异常（谷

丙转氨酶或谷草转氨酶均低于５倍正常参考值）；血

作者单位：１５００３６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医院重症医学科

小板计数≥５０×１０９／Ｌ；无血液系统疾病；未接受其他
抗凝或止血类药物治疗。２组患者年龄、性别、原发病
均无显著性差别。

１２　手术方法　常规充分吸痰，给予咪达唑仑或丙泊
酚充分镇静后，使病人呈去枕平卧位。颈前部消毒铺

无菌巾，于前正中线第二与第三气管软骨环间隙处，

２％利多卡因局麻后作正中横切口，切开皮肤 １．０～
１．５ｃｍ，将原气管插管部分退出，使其末端位于切口
上。注射器抽吸２ｍｌ生理盐水，以１４Ｇ套管针接注射
器经气管软骨间隙穿入气管内，回吸见气泡证实进入

气管，退出针芯，置入 Ｊ型导丝至第一个标记线，移走
套管，将１４Ｆｒ组织扩张器插入导丝内扩张软组织，当
在气管壁处感觉到阻力时，微调并推进扩张器，穿透前

端气管壁，移走扩张器前检查导丝和扩张器能否自由

移动，将导丝保留在原位，将导引导管插入导丝，导引

导管进入深度不要超过位于皮肤上方的安全停止线，

使导丝近端标记和导引导管近端在一条水平线上。将

扩张器穿过导丝和导引导管，直到扩张器远端接近导

引导管的安全停止线，固定导丝和导引导管的位置，插

入扩张器并将其一点点缓慢置入。重复以上步骤，将

气管已经略微扩张到适合使用气切套管。移除扩张

器，将导丝和导引导管留在气管中，将气切导管通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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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管及导丝轻轻旋转插入至气管内。用手指握住手

柄，拇指推送气切插管翼，将导引管从气切插管上分

离，顺着气切插管导引管的自然弧形，正对病患身体纵

轴拔出导丝和导引导管，将气切插管气囊充气，用胶带

或弹力固定带固定气切插管，术毕［２］。术中亦可沿原

气管插管置入纤维支气管镜，直视下指导将气管插管

退至声门下，并指导穿刺针穿刺深度，减少气管后壁损

伤风险。

１３　观察指标　２组患者均接受单步经皮旋转气管
切开术，观察出血状况，记录如下指标，术后出血时间：

自手术结束至手术切口无新鲜血液渗出的时间；２４ｈ
出血量：应用天平称量手术切口处２４ｈ内纱布沾血前
后重量差（因血液密度为１．０５～１．０６ｇ／ｍｌ，故１ｇ按１
ｍｌ计算）；总出血量：应用天平称量手术切口处总出
血时间内，全部更换的纱布沾血前后重量差；术后１
周内有无切口感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计量资料采
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总观察指标见表１，观察组术后出血时间平均为
（２．１０±０．４６）ｈ，较对照组平均值（１．６５±０．４３）ｈ略
长，ｔ＝３．９１３，Ｐ＞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组均于
２４ｈ内止血，２４ｈ内出血量即为总出血量，观察组平均
值为（１７．６７±９．１６）ｍｌ，对照组平均值为（１６．９７±
７．０１）ｍｌ，相差不多，ｔ＝０．３３２，Ｐ＞０．０５，２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术后１周感染指标，除部分患者因故脱
组（其中观察组７例对照组３例）外，２组切口感染例
数均为２例，χ２＝０．０２８，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２组接受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患者观察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总出血时间

（ｈ）
２４ｈ出血量
（ｍｌ）

总出血量

（ｍｌ）
术后１周感染数
（感染／未感染）

观察组 ３０ ２．１０±０．４６ １７．６７±９．１６１７．６７±９．１６ ２／２１
对照组 ３０ １．６５±０．４３ １６．９７±７．０１１６．９７±７．０１ ２／２５

３　讨　论
　　气管切开术是重症医学领域最常用的治疗手段之
一，通过切开颈段气管，置入金属或硅胶导管，以解除

喉部气道梗阻，便于清除下呼吸道分泌物，或与呼吸机

管路连接进行呼吸机辅助通气。传统的气管切开术，

耗时长，手术切口长，术中、术后出血量大，术后感染风

险高。对血小板减少（少于５０×１０９／Ｌ）或凝血机制差
的患者来说，传统的气管切开术风险过大，难以施行。

与此相对，经皮气管切开技术具有切口小、操作简单、

出血少、并发症少的优势。自从１９５５年 Ｓｈｅｌｄｅｎ等首
次报道了应用带套管的穿刺针穿入气管腔内实行经皮

气管切开的方法，近６０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经
皮气管切开技术渐渐成熟，相继出现了１９８５年Ｃｉａｇｌｉａ
等报告的逐步扩张法（Ｃｉａｇｌｉａ法），１９８９年 Ｓｃｈａｃｈｎｅｒ
等报告的气管穿刺导入气管套管术（Ｒａｐｉｔｒａｃ法），
１９９０年 Ｇｒｉｇｇｓ等报告的导丝扩张钳技术（Ｇｕｉｄｅｗｉｒｅ
ｄｉａｌ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ｐｓ），１９９５年 Ｆａｎｔｏｎｉ报告的经喉气管切
开术（Ｔｒａｎｓ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ｔｒａｃｈｅｏｓｔｏｍｙ，Ｆａｎｔｏｎｉ法），１９９８年
在逐步扩张法基础上，ＡｎｏｎＪＭ等报告了改良单步扩

张法（Ｃｉａｇｌｉａｂｌｕｅｒｈｉｎｏ，ＣＢＲ），以及 ２００２年 ＦｒｏｖａＧ
报告的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Ｐｅｒｃｕｔｗｉｓｔ法）。比
较来看，逐步扩张法是第一个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经

皮气管切开术方法，在手术的创伤性，手术时间，减少

术中、术后出血上明显优于传统气管切开术，而改良单

步扩张技术、导丝扩张钳技术与逐步扩张法有相同的

性能，且手术时间更短，费用更少。气管穿刺导入气管

套管术最快可在９０ｓ以内完成，一般在３～５ｍｉｎ内完
成，出血少，损伤小，对生命体征影响小，但其术后并发

症相对逐步扩张法而言较多，适合情况十分危急的患

者。经喉气管切开术最大的特点是经喉由气管内向外

进行倒退扩张，解决了传统外科手术和其他经皮气管

切开技术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气管后壁损伤等问

题。而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为目前最新的经皮气

管切开技术，在与传统气管切开术和其他几种经皮气

管切开方法的比较中，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因其

不需借助气管壁扩张装置进入气管，亦可辅以纤维支

气管镜，在内镜直视下确认气管内壁、气管环的解剖学

位置，同时对上抬的气管进行扩张，术后伤口愈合快，

获得最美容效果及安全和效价比高等评价［３］。

ＩＣＵ的患者，多合并有多器官功能障碍，同时应用
呼吸机和持续性血液滤过治疗的病例很多，若患者接

受呼吸机治疗，短期内无法撤机，则应该尽快实行气管

切开，从而改善患者舒适度，带来更好的气道管理，降

低气道阻力，减少呼吸机相关合并症，促进呼吸机依赖

的患者脱机［４］。而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治疗，也是重

症治疗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广泛地应用于急

慢性肾功能衰竭、严重感染、充血性心力衰竭、重症胰

腺炎、药物和毒物的中毒、肝衰竭以及严重的离子紊乱

和酸碱失衡等。接受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治疗的重症

患者，为防止血液在管路及滤器中凝固，如无活动性出

血或凝血指标基本正常，按２０１０年我国重症医学会制
订的血液滤过指南推荐，应采用普通肝素全身抗凝，调

整剂量，维持ＡＰＴＴ在１～１．４倍正常值内，保证管路
通畅。由于应用了较大量的普通肝素，而肝素与血液

中的抗凝血酶结合，催化灭活凝血因子Ⅱａ、Ⅹａ、Ⅸａ、
Ⅺａ和Ⅻａ，使凝血时间延长。按持续性血液滤过要
求，ＡＰＰＴ应该维持在１～１．４倍正常值，即４５～６０ｓ之
间，其造成患者凝血功能的异常，为气管切开带来了更

多的出血风险。若暂停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治疗，待

凝血功能正常后施行气管切开，将给患者带来更多治

疗和费用方面的问题。那么全身肝素化抗凝，引起凝

血功能异常期间能否施行气管切开术？选用何种气管

切开方法更为安全？这方面的研究报道不多，近年来

有学者对凝血功能障碍的病例做了部分相关研究，比

较了经皮扩张气管切开与传统气管切开两种方法，结

果无论是术后出血量还是术后并发症，经皮扩张气管

切开均优于传统气管切开，认为经皮扩张气管切开术

适合于凝血功能障碍的危重患者，临床可以安全实

施［５］。与其他几种经皮气管切开的方法相比，单步经

皮旋转气管切开的方法是一次送入经皮旋转扩张器单

步完成，减少了进入气管内的操作，从理论上可减少对

气管后壁的损伤。其旋转过程对周围组织有直接压迫

止血作用，对周围组织损伤小，而且气管套管与旋转扩

张器配合非常好，对周围组织也会产生（下转第１６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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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干预对防止脑出血后早期血肿扩大的临床意义
李海燕，高崇恒，樊丹娜，雷金花

摘要：目的　通过对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急诊干预方法以及脑出血后血肿变化的总结，探讨急诊干预对防止高
血压性脑出血后早期血肿扩大的临床意义。方法　对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因高血压性脑出血来深圳龙华
医院急诊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在所有资料中随机抽取实施急诊规范化干预的患者９０例（干预组）
及未实施急诊规范化干预患者９０例（对照组），对２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早期血肿扩大率进行比较。急诊干预措
施包括患者呼吸道的管理、血压的调节、颅内压检测、静脉输入止血药物、确保患者处于安静状态、留着尿管、完善

必要的常规检查等，其中血压的调节笔者采用的是乌拉地尔静脉注射加静脉输入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早期强化降

压治疗。对高血压脑出血伴血压升高的患者，在接诊后１ｈ内将患者的收缩压降至１３０～１４０ｍｍＨｇ，且一直维持
此水平，保持血压的稳定，防止血压的波动。结果　２组患者在年龄及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
预组患者脑出血后早期血肿扩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１３，Ｐ＜０．０１）。结论　高血压脑
出血发病急，病情危重且变化快，对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进行急诊规范化的干预有助于血肿的稳定，对防止脑出

血后早期血肿进一步扩大及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及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临床意义。在临床工作中应将急救服务体

系即院前急救体系、院内急救体系和重症监护治疗体系切实落实到脑出血整个治疗过程中。

关键词：高血压脑出血；血肿扩大；急诊干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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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患高血压病的人群在
逐年递增。较多的患者对自身高血压的现象重视不

足，使得部分患者未经过治疗或未经过规范化的治疗，

从而导致了由于高血压而引发的脑出血的发生率也随

之升高。脑出血的早期由于众多因素使得血肿处于不

稳定的状态，脑出血会随时加剧，使得患者的病情进一

步加重，直接影响了患者的预后。因此，预防脑出血后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０５广东省深圳市，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龙华
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李海燕，Ｅｍａｉｌ：２６０１８４０７２７＠ｑｑ．ｃｏｍ

早期血肿进一步扩大对降低患者的病残率和病死率是

非常必要的［１］。我院自２００８年６月以来对因高血压
性脑出血急诊来院的患者实施规范化干预措施以来，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南 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龙华人民医
院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共收治高血压脑出血
１８０例，按脑出血后急诊有无实施规范化干预措施分
为干预组及对照组。患者来院急诊后实施规范化干预

措施为干预组，未实施规范化干预措施为对照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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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９０例，男性６１例，女性２９例，年龄３８～８９岁，
平均（５３．６２±８．６４）岁，对照组９０例，男性５７例，女性
３３例，年龄４４～７８岁，平均（４８．３６±６．２４）岁。２组患
者均符合高血压脑出血的诊断标准［２］，所有患者入院

后２４ｈ内均进行动态头颅ＣＴ检查。脑出血早期血肿
扩大的标准为患者第２次头颅 ＣＴ检查脑内血肿的体
积多于第１次ＣＴ检查血肿体积１．４倍以上，或第２次
ＣＴ检查血肿的体积是第１次ＣＴ检查血肿体积的１２．５
ｍｌ以上［３］。

１２　急诊干预方法
１２１　呼吸道的管理　不论是院前还是在急诊科急
救人员接诊患者后首先开放患者的气道，并清除患者

呼吸道内的痰液及误吸物，可以避免低氧血症现象的

出现，以防止因低氧血症导致二次脑损伤的发生［４］。

１２２　调节血压　根据患者的血压情况调控血压，我
们对脑出血伴血压升高的患者采用的是早期强化降压

治疗的措施［５６］，即静脉注射加静脉输入乌拉地尔使患

者的收缩压在 １ｈ内降至 １３０～１４０ｍｍ 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水平［７］，并一直维持至患者入病

房。

１２３　颅内压的监护　在急诊科即采用闪光视觉诱
发电位无创颅内压检测仪对患者进行颅内压检测［８］，

以指导降低颅内压药物的应用。对颅内压急剧升高、

处于脑疝前期及脑疝期的患者应快速给予速尿＋甘露
醇以降低颅内压，为进一步转送及治疗提供前提条件。

１２４　常规处置　适量应用镇静剂确保患者安静避
免了烦躁不安的情况发生，静脉滴入止血芳酸，留着导

尿，心电图检测，静脉采血完成血常规、ＡＢＯ血型、ＲＨ
血型、电解质、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及血脂等一系列检

查。对已存在手术指征的患者，在急诊科将手术前的

准备完成，通过“绿色通道”直接送手术室接受手术治

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在年龄及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干预组患者脑出血后早期
血肿扩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
表１　２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临床资料对比（ｎｉ＝９０）

组 别 年龄（岁） 性别（男／女） 早期血肿扩大 早期血肿无变化

干预组 ５３．６２±８．６４ ６１／２９ １２（１３．３３％） ７８（８６．６６％）
对照组 ４８．３６±６．２４ ５７／３３ ２９（３２．２２％） ６１（６７．７７％）
χ２／ｔ值 ０．１６ａ ２．２８ ９．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注：ａ为ｔ值。

３　讨　论
　　脑出血早期血肿扩大是指一次脑出血后破裂的血
管继续缓慢渗漏，历经一段时间后才完全停止的现象

与过程［９］。脑出血后病理生理的过程包括血肿的形

成、血肿扩大和血肿周围水肿３个阶段。脑出血后多
种因素会导致高血压脑出血的早期血肿处于不稳定的

状态，导致部分患者的脑出血进一步增加，从而使得患

者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目前公

认的导致脑出血后早期血肿扩大因素有：脑出血后患

者血压的高低、血压的稳定性及波动性、出血部位、血

肿的形态以及患者的凝血功能状态等［１０］，上述多种因

素中只有血压是可控的与血肿增大独立相关的因

素［１１］。我们通过对比分析２组资料的数据后得出对
脑出血后的患者急诊实施规范化的干预措施能够有效

的降低血肿扩大率，与早期未实施规范化的干预措施

的患者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而证明

了实施急诊规范化的干预措施有助于血肿的稳定，对

防止脑出血后血肿进一步扩大有着积极的临床意义。

研究表明脑出血后血肿扩大主要发生在脑出血的早

期，多发生在脑出血后 ６ｈ以内，６ｈ后出血趋于稳
定［１２］。

为了使脑出血患者早期得到有效的、规范化的治

疗，首先应提高院前急救人员及急诊科医护人员的急

救水平，加强对院前科及急诊科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

定期轮岗，使院前与院内真正实现无缝隙连接［１３］。由

于脑出血患者常存在呕吐的症状，甚至可能出现患者

窒息的现象。患者的呕吐及窒息会导致患者的血压及

颅内压急剧升高，从而使的脑内血肿的进一步扩大，所

以院前及急诊科接诊脑出血患者后首先要保持患者的

呼吸道通畅，清除呼吸道内的呕吐物、痰液及误吸物，

防止患者低氧血症的发生，以避免因低氧血症导致的

患者二次脑损伤出现。对于烦躁不安的患者可给予适

量的镇静剂使的患者处于安静状态，有助于治疗及转

送。同时将患者头部抬高３０°，并保持在中线位，通过
减少脑的灌注及有利于颈静脉的回流而降低患者的颅

内压［１４］。由于患者血压的波动直接关系到血肿是否

进一步扩大，并且血压的高低与病死率、致残率及病情

恶化正相关，适当的降低患者的血压并保持患者血压

的稳定性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预后［１５］，所以，调节

及稳定血压的策略应贯彻在脑出血的全程治疗中。中

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指出当患者的血压高于２００／１１０
ｍｍＨｇ时，应给予降血压治疗［１６］。２０１０年急性脑出
血抗高血压治疗实验证明早期积极降压是安全可行

的，可以降低血肿扩大、神经功能恶化及院内死亡的风

险［１７］。国外学者研究证明：对６ｈ内的急性脑出血且
收缩压升高的患者采用快速降压治疗即１ｈ将患者收
缩压水平为降至１４０ｍｍＨｇ以下并维持此水平１周可
以改善患者功能性转归［１８］。快速降压可减轻急性脑

出血血肿的扩大，当收缩压降至１３０～１４０ｍｍＨｇ水平
可能对脑出血血肿扩大提供最大的保护［１９］，本研究未

发现因快速降压而导致的缺血缺氧脑损害现象出现，

与其他研究报道相符。但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平均动脉

压快速下降２０％以下，以免影响患者的脑灌注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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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脑缺血缺氧的情况发生。早期静脉给予足量自由基

清除剂可通过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抑制

脑细胞的过氧化作用及延迟神经细胞凋亡，并可减少

因脑缺血及缺氧引起的脑水肿、脑细胞损伤，从而起到

良好的脑保护作用［２０］。颅内压增高是脑出血患者死

亡的主要原因，在颅内压不高的情况下禁用脱水药物，

当脑出血患者出现脑疝前期及脑疝期的征象时应给予

脱水药物。如果脑出血患者存在颅内压升高但无脑疝

征象时，应避免使用大剂量甘露醇，因为大剂量甘露醇

的应用可增加患者的血容量，使其血压先升高后降低，

血压的升高及波动易导致血肿扩大，其次是使血肿周

围正常脑组织脱水，使得血肿与脑组织之间的压力梯

度迅速增大，可诱发血肿的进一步扩大。早期应用止

血药物也是防范血肿早期扩大的必要手段，以往的观

点认为脑出血会在数分钟内停止，多不主张应用止血

药物，目前的研究证明了脑出血后３～４ｈ内应用止血
药物能够阻止血肿的扩大，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有

研究表明脑出血后血肿扩大与血液纤溶活动无关，故

使用抗纤溶药物治疗无效［２１］。为了检测血肿的变化，

无创颅内压检测对早期预警高血压脑出血后血肿扩大

有着积极的意义。颅内压的增高明显早于患者的意识

及生命体征的变化，通过检测双侧无创颅内压检测值

得变化，能够起到早期预警的作用［８］。无论是救护车

转送医院，还是用平车向住院部转送，要保证平稳、快

速及安全，防止车辆的颠簸、车祸及患者坠床的情况发

生。

总之，高血压脑出血发病急，病情危重且变化快，

医学干预措施应尽早实施，可有助于血肿的稳定，对防

止脑出血后早期血肿进一步扩大及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及生存质量有着积极的临床意义，将急救服务体系即

院前急救体系、院内急救体系和重症监护治疗体系切

实落实到脑出血整个治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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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的外固定治疗
王俊青，张富国

摘要：目的　探讨对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开展外固定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台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收治的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６３例，其中３３例给予骨盆外固
定支架治疗的患者作为观察组，３０例未给予骨盆外固定治疗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２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与并发症情况，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观察组１例因严重颅脑损伤致死，对照组３例因失血量过多致死。观察
组患者的病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纠正率为７０．０％，观察
组患者纠正率为９０．９％，观察组显著好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的 ＩＳＳ评分为１１．７±１．９，观察组患者
的ＩＳＳ评分为９．８±０．７，观察组显著好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骨盆骨折伴血液动力学不稳定患者经常会
发生无法控制的出血现象，经常会引发严重休克或大出血，这也是此病患者病死率高的主要原因。针对该类患

者，在临床治疗时应该及时采取外固定支架的相关治疗，可以有效控制骨盆容积，降低断端的出血总量，具有确切

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骨盆骨折；血流动力学；外固定治疗；损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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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盆骨折是一种常见骨折，其发病率较高，骨盆骨
折占全部骨骼损伤的近３％［１２］，成年人出现骨盆骨折

的主要原因为机动车碰撞及高空坠落。骨盆骨折具有

出血量大、病死率及并发症发生率高等特点，尤其是伴

有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骨盆骨折患者，主要的死亡的

原因为出血和严重并发症。传统手术方法用于治疗骨

盆骨折存在创伤大、出血多、术后恢复慢等缺点［３４］。

目前临床对于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的治

疗方式存在较多争议，有报道显示该类患者的病死率

４２％左右［５］。骨盆外固定可以将骨盆容积有效控制，

降低了断端的出血总量，并且支架操作方法简单，对患

者造成的损伤较少，不会对血管产生不良影响，已逐渐

受到临床的广泛认可［６］。且外固定架抑制患者持续出

血主要是通过对骨折断面的有效复位，将骨折面出血

进行抑制，并且持久降低骨盆容积，其作用机制与血管

填塞物相同，通过填塞效应将静脉与动脉的出血情况

缓解。对于骨折情况稳定后的患者也具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可以预防搬动时造成的血栓脱落，也不会对血管

造成二次伤害，存在升压的作用，保证患者的及时抢

救，为进一步开展临床施治提供了便利［７］。本次研究

通过对６３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开展回顾性分析，比较开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２０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王俊青，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ｊｕｎｑｉｎｇ６９０８３１＠１６３．ｃｏｍ

展外固定治疗与未给予该种治疗的临床效果比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收治的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共６３例，
依据外固定治疗的实际开展，将样本分为对照组３０例
与观察组 ３３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１３
例；年龄１７～６１岁，平均（３５．８±４．９）岁；交通事故致
伤者１７例，高处坠落致伤者９例，压伤者 ７例；依据
Ｔｉｌｅ分型表现Ｂ１型患者６例，Ｂ２型患者１０例，Ｃ２型
患者１２例，Ｃ３型患者５例；合并存在四肢骨折者 １９
例，颅脑损伤者９例，肋骨骨折者１４例，脊椎骨折者２
例；ＩＳＳ评分＞３７分者１１例，２５～３７分者２２例。对照
组患者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１８～６２岁，平均
（３５．９±４．４）岁；交通事故致伤者１５例，高处坠落致伤
者８例，压伤者７例；依据 Ｔｉｌｅ分型表现 Ｂ１型患者４
例，Ｂ２型患者９例，Ｃ２型患者１１例，Ｃ３型患者６例；合
并存在四肢骨折者１８例，颅脑损伤者７例，肋骨骨折
者１２例，脊椎骨折者 ４例；ＩＳＳ评分 ＞３７分者 ９例，
２５～３７分者２１例。２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且本研究征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患

者其家属的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先开展伤情评估
工作，依据 ＣＲＡＳＨＰＬＡＮ的具体程序开展检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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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初步评估的内容之一，应该拍摄前后位的骨盆平

片。采用ＦＡＳＴ扫查（针对创伤的腹部重点超声检查）
快速评估腹部的情况。并行包括腹腔穿刺、诊断性导

尿、直肠指诊等检查。然后给予相关的急救措施，保证

患者的呼吸道畅通，迅速开展静脉通道的建立，对体内

各循环进行实时监测。确诊合并存在血流动力学不稳

定者给予限制性容量复苏，选用羟乙基淀粉注射液和

平衡液。并检测患者的血压情况，保证动脉压维持于

８０～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为防止产生
创伤性凝血病，Ｐ）增加输入冰冻血浆及浓缩红细胞，
注意纠正凝血功能、酸中毒和维持体温正常。血压逐

渐趋于正常稳定后，开展创伤相关手术，保证施行手术

不会造成二次创伤或严重恶化。抢救结束后３３例患
者开展骨盆外固定手术，患者取仰卧位，先于髂骨上嵴

的后方１．５ｃｍ处，髂嵴正中打入克氏针作为导针，然
后引用直径为２．５ｍｍ的钻头将皮质骨有效钻开，使
用４．０ｍｍ的半螺纹固定钉，进针方向与矢状面呈 １５°
～２０°角［３］。按照患者骨盆的实际倾斜情况，有效进针

５ｃｍ左右，在左右两侧均钉入外固定钉，再与外固定
架有效安装，对下肢起到牵引移位的作用，效果满意后

手术医师将固定支架拧紧。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结束后，记录对比观察组和对照
组两组患者的骨折纠正率、死亡率、创伤严重度（ＩＳＳ）
评分情况。

１４　疗效评价　轻伤：ＩＳＳ≤１６分；重伤：ＩＳＳ＞１６分；
严重伤：ＩＳＳ＞２５分。ＩＳＳ＞２０分，患者病死率明显升
高，ＩＳＳ＞５０分则患者存活者少。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处理，用（ｘ±ｓ）表示，组间采用 ｔ检验，
计数组间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本组６３例患者有效纠正５１例，其中观察组１例
患者因合并颅脑损伤情况加重于手术后２ｈ内死亡。
对照组３例患者因失血量过多致死。观察组纠正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病死率和ＩＳ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的纠正率、病
死率以及ＩＳＳ评分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的纠正率、病死率及ＩＳＳ评分情况
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纠正率 病死率 ＩＳＳ评分

对照组 ３０ ２１（７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１．７±１．９
观察组 ３３ ３０（９０．９） １（３．０） ９．８±０．７
χ２值 ５．９１ ３．８７ ６．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与盆骨解剖特点
的相关性　骨盆骨折多是由于高空坠落、交通事故等
高能量损伤所致，患者常出现大出血、休克、多器官损

伤等并发症，病死率及致残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命安全和生活质量［８９］。高能量损伤造成骨盆骨折中

部分患者伴有血流动力学不稳，甚至处于休克状态，病

死率较高［１０１１］。国内外均有研究表示在骨盆骨折患者

因出血性休克致死中多数为无法控制的出血现象，如

暴力创伤所致耻骨分离的休克发生率较高，经常会合

并伴有内脏、血管及神经方面的损伤，极易造成严重休

克或大出血。

研究文献表示骨盆骨折患者的出血情况主要来自

以下几个方面。①骨折断面出血：骨盆为人体内的不
规则骨，大多都为断面海绵状骨，所以患者一旦发生该

类骨折后，大多会出现大量失血。②肌肉损伤出血：人
体骨盆周围存在大量的肌肉组织，发生骨盆骨折后，肌

肉受到连带损伤也会出现大量出血。③动脉、静脉以
及血管丛出血：骨盆内部的血管分布比较丰富，连接阴

部动脉与臀上动脉，由于位置的特殊性血管一般较为

隐蔽，当骨折并发大动脉出血时，往往止血方法开展较

困难。同时，骨盆的侧支循环非常复杂，不稳定骨折会

引发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无法自行止血。骨盆骨折２４
ｈ内死亡原因常主要为髂内动脉分支损伤所致的出
血，救治该类患者具有挑战性，关键是确定出血的血管

和控制出血。控制出血的手段有手术及血管栓塞等。

３２　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的临床急救
方法　对于不稳定型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
患者，如果因腹腔内脏器损伤送手术室行剖腹探查，采

用更精密的前环支架或后环Ｃ型夹钳固定骨盆可能对
患者有益。应遵循损伤控制原则，快速明确和控制腹

腔内出血。若未明确有腹腔内脏器损伤而行剖腹探查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骨盆骨折大出血患者，极易增加

发生致死性出血的风险。对于存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的骨盆骨折患者开展抢救主要需从控制出血、调整血

流动力学状态以及固定骨折着手［１２］。适时采用骨盆

悬带、床单以及抗休克裤等都可以明显抑制病情的加

重，起到临时固定、减少出血的作用。但开展急救时也

应关注这些方式会带来的并发症情况，其中抗休克裤

便会引发外周灌注损伤或筋膜室综合征等，长期采用

该物品存在引发截肢的风险。故该类急救方式只能在

没有具体仪器、设备时采用，不可用于长期治疗中，即

便使用也要加强护理观察，避免长时间的血流阻滞。

以往针对骨盆骨折大出血还会采用髂内动脉结扎术，

手术打开腹膜后破坏了血肿在后腹膜内引起的压迫作

用，很容易引起难控制的大出血，加上髂内动脉有丰富

的侧支循环，且严重多发伤伴有骨盆不稳定骨折时多

伴有创伤性凝血病，疗效非常不佳。

以往临床多采用内固定方式治疗该种疾病，因其

在短时间内能够起到较为满意的止血效果，但容易对

患者造成较大创伤，增加患者对手术的疼痛感和恐惧

感。且由于手术时间较长还有可能在内固定的过程当

中引发大出血，特别对于存在合并损伤的患者中无法

给予实施。内固定治疗后也会增加骨折部位复位的难

度，使其应用受到比较大的阻碍。有研究中指出［１３］，

对盆骨骨折患者开展治疗应先结合临床表现和影像学

检查特点确定患者骨折的类型，然后需结合患者自身

的身体承受等情况，再选用可靠的复位固定方法。研

究结果表明外固定架的应用价值较高，其可以将骨盆

容积有效控制，降低了断端的出血总量，并且支架操作

方法简单，对患者造成的损伤较少，不会对血管产生不

良影响，已逐渐受到临床外科医师的广（下转第１６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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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合并 ＯＳＡＨＳ患者 ｈｓＣＲＰ及 Ｈｃｙ
水平的变化

周蓉靖，徐雄鹰，蔡美琴，王利民，林莉，郏淑珍，王文华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ＣＩ）与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ｅｐａｐ
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ＳＡＨＳ）的关系。方法　本研究分别采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３３例 ＡＣＩ、３０例 ＯＳ
ＡＨＳ以及３２例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以及同期的３０例健康体检者患者的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以及采用循环酶法检测血
清Ｈｃｙ水平，同时记录各组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ｉｎｄｅｘ，ＡＨＩ）。结果　单纯 ＡＣＩ组、
ＯＳＡＨＳ组、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血清中ｈｓＣＲＰ以及Ｈｃｙ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均Ｐ＜０．０５）；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
组血清中ｈｓＣＲＰ以及Ｈｃｙ水平明显高于单纯ＡＣＩ组（Ｐ＜０．０５），也明显高于ＯＳＡＨＳ组（Ｐ＜０．０５）；ＡＣＩ组与ＯＳ
ＡＨＳ组血清中ｈｓＣＲＰ以及Ｈｃｙ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组中 ｈｓＣＲＰ和 Ｈｃｙ
水平随着ＡＨＩ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结论　ＡＣＩ组、ＯＳＡＨＳ组、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和正常对照组均存在炎性
反应和内皮功能损伤。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炎性反应和内皮功能损伤程度最高，两者均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发展过程，二者联合可作为判断患者预后的重要检测指标。

关键词：脑梗死，急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超敏Ｃ反应蛋白；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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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ｒｉｃａｓｓ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ｗａｓａｓｓａｙｅｄ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ｃｙｃｌ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ｉｎｄｅｘ
（ＡＨＩ）ｗ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ｈｓＣＲＰａｎｄＨｃｙｉｎＡＣＩ，ＯＳＡＨＳａｎｄＡＣ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ＯＳＡＨＳ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ｈｓＣＲＰａｎｄＨｃｙｉｎＡＣＩａｓｓｏｓｉａｔｅｄＯＳＡＨ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ＡＣＩ，ＯＳＡＨ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ｈｓＣＲＰａｎｄ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ＡＨＩ．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ＳＡＨＳｗａ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Ｉｂｙｅｎｈａｎ
ｃ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ｓＣＲＰａｎｄＨｃｙ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Ｃ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Ｉ；ＯＳＡＨＳ；ｈｓＣＲＰ；Ｈｃｙ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ＳＡＨＳ）是最常见的睡
眠紊乱性疾病，发病机制不明。是指睡眠中由于气道

解剖结构变化，反复出现呼吸暂停和低通气次数３０次
以上，或平均每小时呼吸暂停和低通气次数≥５次，其
与脑血管病的关系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被认为可能

是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１４］，本研究就此进行进一

步探讨。以往研究表明 ＯＳＡＨＳ患者体内的炎性因子
发生了改变［５］，并通过各种机制参与了血管病变，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ｓＣＲＰ）
是炎症过程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备受关注，血清同型半

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是发生动脉硬化的独立及
重要危险因素。本研究通过测定急性脑梗死（ａｃｕｔ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ＣＩ）、ＯＳＡＨＳ、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患
者以及同期健康体检者的血清ｈｓＣＲＰ及Ｈｃｙ的水平，
寻找ＯＳＡＨＳ与脑梗死之间的关系，为脑梗死的防治提
供新的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及分组　整个研究均符合赫尔辛基宣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５０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
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周蓉靖，Ｅｍａｉｌ：ｚｒｊ１２０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言及中国临床试验研究法规，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１１　正常对照组　选择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
月期间健康体检者３０例，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４例，年龄
４０～７２岁，平均（５２．０１±４．２５）岁，均行多导睡眠图检
查（ＰＳＧ）排除ＯＳＡＨＳ。
１１２　ＡＣＩ组　选择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期
间收治ＡＣＩ患者３３例，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１３例，年龄
４６～７３岁，平均（５０．１２±３．０６）岁，均行ＰＳＧ检测排除
ＯＳＡＨＳ，所有入选的ＡＣＩ患者均符合１９９５年中华医学
会脑血管会议制订的脑梗死诊断要［６］。

１１３　ＯＳＡＨＳ组　选择于 ２０１２年 １月—２０１３年 ６
月期间收治的ＯＳＡＨＳ患者３０例，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
例，均行 ＰＳＧ检测确诊为 ＯＳＡＨＳ，年龄４０～７０岁，平
均（５６．０８±２．２５）岁，均符合ＯＳＡＨＳ诊治指南（草案）
中的诊断标准［７］。

１１４　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组　选择于２０１２年１月—
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收治ＡＣＩ患者３２例，男性１７例，女性
１５例，年龄４３～７５岁，平均（５４．１３±３．１８）岁，符合
１９９５年中华医学会脑血管会议制订的 ＡＣＩ诊断要点，
并行ＰＳＧ检测符合ＯＳＡＨＳ诊治指南（草案）中的诊断
标准［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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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剔除标准　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脏病、神
经肌肉疾病、恶性肿瘤、甲状腺疾病、急性炎症、创伤及

其他重要脏器疾病者等重要脏器疾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及测定　所有受试对象均于入院后
次日晨空腹取肘静脉血５ｍｌ，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
法测定血清ｈｓＣＲＰ（试剂盒由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提供），采用循环酶法检测 Ｈｃｙ（试剂盒由北京九
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２　多导睡眠图监测　所有受试对象于检测当日
禁镇静剂、烟酒、咖啡，晚２１点进入呼吸内科睡眠监测
室于安静、舒适状态下，采用澳大利亚Ｃｏｍｐｕｍｅｄｉｃｓ公
司的Ｅ系列多导睡眠监测仪进行 ＰＳＧ检测，全夜７ｈ
连续监测，同步记录脑电图、眼动图、心电图、口鼻气

流、胸腹式呼吸动度、指脉氧、血压、脉搏等指标。使用

睡眠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并经人工判读校正。根据第

一届全国睡眠学术会议制定标准：呼吸暂停指口鼻气

流停止１０ｓ以上，低通气指口鼻气流低于正常５０％以
上，并伴有４％以上的氧饱和度下降，睡眠呼吸暂停指
７ｈ睡眠中，呼吸暂停反复发作３０次以上或呼吸暂停
低通气指数（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ｉｎｄｅｘ，ＡＨＩ）≥５次（ＡＨＩ
指平均每小时呼吸暂停次数 ＋低通气次数）。根据
ＡＨＩ分为 ３组：轻度组：ＡＨＩ为 ５～２０次／ｈ；中度组：
ＡＨＩ为２１～３０次／ｈ；重度组：ＡＨＩ为＞３０次／ｈ。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成组设计定量资料的单
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多个组间比较使用 Ｑ检验。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两变量间相关分析作
直线相关分析。采用双侧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血清 ｈｓＣＲＰ以及 Ｈｃｙ水平的比较　单纯
ＡＣＩ组、ＯＳＡＨＳ组、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组血清中 ｈｓＣＲＰ
以及Ｈｃｙ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均 Ｐ＜０．０５；ＡＣＩ
合并ＯＳＡＨＳ组血清中ｈｓＣＲＰ以及Ｈｃｙ水平明显高于
单纯ＡＣＩ组（Ｐ＜０．０５），也明显高于 ＯＳＡＨＳ组（Ｐ＜
０．０５）；ＡＣＩ组与ＯＳＡＨＳ组血清中ｈｓＣＲＰ以及Ｈｃｙ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患者血清ｈｓＣＲＰ以及Ｈｃｙ水平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正常对照组 ３０ ２．４３±０．２５ ８．６７±３．１２
单纯ＡＣＩ组 ３３ ４．７７±１．０２ａ １７．３１±３．７１ａ

ＯＳＡＨＳ组 ３０ ４．３２±１．３８ａ １７．０４±８．９０ａ

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 ３２ ５．３５±０．７７ａｂｃ ２３．３８±７．９６ａｂｃ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ＡＣＩ组比较，ｂＰ＜０．０５；与ＯＳ

ＡＨＳ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２　各组 ＡＨＩ结果比较　ＯＳＡＨＳ组、ＡＣＩ合并 ＯＳ
ＡＨＳ组的 ＡＨＩ明显高于单纯 ＡＣＩ组和正常对照组，
Ｐ＜０．０５）；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组 ＡＨＩ明显高于 ＯＳＡＨＳ

组（Ｐ＜０．０５）。ＡＣＩ组与正常对照组ＡＨＩ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ＡＨＩ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ＡＨＩ

正常对照组 ３０ １９．５４±５．２３
单纯ＡＣＩ组 ３３ ２０．８７±８．２３
ＯＳＡＨＳ组 ３０ ４０．１４±１８．７１ａｂｃ

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 ３２ ６１．２２±１８．３４ｂｃ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ＡＣＩ组比较，ｂＰ＜０．０５；与ＯＳ

ＡＨＳ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３　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组中轻、中、重度患者 ｈｓＣＲＰ
及Ｈｃｙ水平的比较　详见表３。
表３　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患者ｈｓＣＲＰ及Ｈｃｙ水平（ｘ±ｓ）

组别 例数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轻度 １２ ４．８３±０．７７ １７．５０±５．７１
中度 １０ ５．３９±０．３２ａ ２３．２０±６．１６ａ

重度 １０ ５．９６±０．６６ａｂ ３０．６０±６．０４ａｂ

　　注：与轻度组比较，ａＰ＜０．０１；与中度组比较，ｂＰ＜０．０１。

２４　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组患者 ｈｓＣＲＰ及 Ｈｃｙ与 ＡＨＩ
相关性　对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患者的血清ｈｓＣＲＰ和
Ｈｃｙ水平进行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ｈｓＣＲＰ与
ＡＨＩ呈正相关（ｒ＝０．６４３，Ｐ＜０．０１），见图１。Ｈｃｙ与
ＡＨＩ也呈正相关（ｒ＝０．７１５，Ｐ＜０．０１），见图２。且 ｈｓ
ＣＲＰ与 Ｈｃｙ呈正相关 （ｒ＝０．５５０，Ｐ＜０．０１）。

图１　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患者ｈｓＣＲＰ与ＡＨＩ关系

图２　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患者Ｈｃｙ与ＡＨＩ关系

３　讨　论
　　ＯＳＡＨＳ是最常见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表现为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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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反复发生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胸腔负压增加及反

复觉醒，导致心脑肺血管并发症甚至多器官损害，其在

脑梗死中较常发生。近年研究表明 ＯＳＡＨＳ是脑梗死
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８９］。有研究指出大约 ６３％ ～
７４％的ＡＣＩ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ＯＳＡＨＳ临床症状，
其发病率已经远远高于一般受试者人群７％［１０］。已经

有研究表明ＯＳＡＨＳ其不但增加脑梗死的发生率，而且
加重脑梗死的预后［１１］。到目前为止，ＯＳＡＨＳ并发急性
脑梗死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可能的机制包括：①ＯＳ
ＡＨＳ患者胸内负压增加，左心室后负荷增大，舒张期
充盈受限，心搏出量减低，脑血流量降低；②反复呼吸
暂停导致严重的低氧血症，刺激脑血管收缩致血流量

减少；③长期慢性缺氧可使红细胞生成素分泌增加，引
起继发性红细胞增多，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流减慢，易

引起微栓子致血管狭窄，梗死灶形成；④ＯＳＡＨＳ缺氧
易导致血管内皮受损，血小板被激活，使血小板进一步

聚集，随后纤维蛋白沉积，形成微血栓，诱导脑组织缺

血甚至血栓形成；⑤ＯＳＡＨＳ反复低氧可引起硬化应激
反应及活性氧簇的增加，触发大量促炎基因的表达，而

随之出现白细胞介素、黏附分子等参与了动脉粥样硬

化的发生、发展乃至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的整个过

程。其中炎性反应及其介导的内皮功能障碍可能是诱

发及加重脑梗死的重要机制。

ｈｓＣＲＰ以微量形式存在，是炎症的敏感标志物，
是低氧、氧化应激造成的组织脏器损伤中最重要的启

动因子［１２］，是临床实验室采用超敏感检测技术准确检

测出的低浓度Ｃ反应蛋白，反应动脉内膜慢性炎症的
活动程度［１３］，是区分低水平炎症的灵敏指标。ＯＳＡＨＳ
反复出现呼吸暂停及低通气，造成低氧血症及高碳酸

血症，类似于缺血／再灌注损伤，促使交感神经兴奋性
增高、血儿茶酚胺增多等，从而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增

殖，诱导肝细胞产生 ｈｓＣＲＰ，致使血管内皮细胞呈炎
症状态［１４１６］。推测 ＯＳＡＨＳ患者 ｈｓＣＲＰ水平升高，造
成了血管内皮的受损及红细胞压积及纤维蛋白原增

高、血粘度增高等，从而加剧了血栓形成；ｈｓＣＲＰ还可
进入斑块内，促进巨噬细胞摄取低密度脂蛋白，加剧动

脉粥样硬化；同时ｈｓＣＲＰ是外源性凝血途径的重要启
动因子，其水平的增高加剧了血栓的形成；并且激活补

体系统产生的大量终末产物促使血管内膜受损、血小

板激活，甚至斑块破裂及局部血栓形成。有研究显示，

ｈｓＣＲＰ是ＡＣＩ的立预测因子［１７］。它能够在组织损伤

及炎症反应中发挥不良作用，主要通过激活补体系统

实现，进一步可能将脑血管内膜损伤而造成动脉粥样

硬化，其水平会随着炎症反应的加重而加重。

本实验显示ＡＣＩ组、ＯＳＡＨＳ组以及 ＡＣＩ合并 ＯＳ
ＡＨＳ组患者血清 ｈｓＣＲＰ和 Ｈｃｙ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
组，且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血清 ｈｓＣＲＰ及 Ｈｃｙ均高于
单纯 ＡＣＩ组、ＯＳＡＨＳ组以及正常对照组（均 Ｐ＜
０．０５），表明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患者存在更高的炎症反
应及内皮功能障碍，可以认为ＯＳＡＨＳ通过增强炎症反
应的方式促进ＡＣＩ的发生。此外，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
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ＡＨＩ）也明显大于单

纯ＡＣＩ组、ＯＳＡＨＳ组以及正常对照组，说明 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组患者病情及缺氧程度较其他几组更严重。
到目前为止对于血清 ｈｓＣＲＰ与 Ｈｃｙ之间的关系尚不
明确。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 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组
患者血清ｈｓＣＲＰ和Ｈｃｙ之间的关系，显示两者之间存
在关联，且随着ｈｓＣＲＰ水平的升高者，血清 Ｈｃｙ水平
亦升高，提示炎症水平高的患者有着更严重的内皮功

能障碍。接下来通过对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组患者的ｈｓ
ＣＲＰ及Ｈｃｙ与ＡＨＩ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 ｈｓＣＲＰ及
Ｈｃｙ均与 ＡＨＩ呈正相关，提示 ｈｓＣＲＰ及 Ｈｃｙ随 ＯＳ
ＡＨＳ缺氧的程度加重而升高，即睡眠呼吸暂停越严重
的患者有着更高的炎症水平及更重的内皮功能受损。

ＳｈａｈａｒＥ等［１８］曾报道随着 ＯＳＡＨＳ患者睡眠呼吸暂停
及低通气指数（ＡＨＩ）的增加，脑梗死的发病率也逐渐
增高。故认为ｈｓＣＲＰ及 Ｈｃｙ水平高者发生脑梗死的
几率更多，因此提示我们在临床上应对患者进行早期

干预，及早发现及诊治 ＯＳＡＨＳ，以减少急性脑梗死事
件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观察单纯ＡＨＩ及ＡＨ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患者 ｈｓＣＲＰ及 Ｈｃｙ的水平变化，探讨了 ＯＳ
ＡＨＳ与脑梗死之间的关系，表明 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的
患者中血清 ｈｓＣＲＰ、Ｈｃｙ水平明显升高，提示更高的
炎症反应和内皮功能损伤严重程度的增加，加速或促

进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加重ＡＣＩ合并ＯＳＡＨＳ患者的靶
器官损害。因此临床临床应重视这些危险因素，可以

通过抗炎及干预治疗可能对 ＡＣＩ合并 ＯＳＡＨＳ患者的
预后有所改善，为脑梗死的防治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接下来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的疗效评价。

参考文献
［１］　ＷａｔｓｏｎＮＦ，ＶｉｏｌａＳａｌｔｚｍａｎＭ．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ｓ［Ｊ］．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ＭｉｎｎｅａｐＭｉｎｎ），２０１３，１９（１）：１４８１６９．
［２］　ＯｌａｆｉｒａｎｙｅＯ，ＡｋｉｎｂｏｂｏｙｅＯ，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ＪＥ．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ｂｌａｃｋｓ：ａｃａｌｌｔｏ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Ｂｌａｃｋ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Ｊ］．Ａｍ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１３，１６５（４）：４６８４７６．

［３］　ＤａｓＡＭ，ＫｈａｎＭ．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ａｎｄｓｔｒｏｋｅ［Ｊ］．ＥｘｐｅｒｔＣａｒ
ｄｏｖａｓｃＴｈｅｒ，２０１２，１０（４）：５２５５３５．

［４］　ＷｉｔｋｏｗｓｋｉＡ，ＫａｄｚｉｅｌａＪ．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ｏｅａ，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ｎａｌｄｅ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Ｅｕｒｏ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９（１）：１０５
１０９．

［５］　ＳｃｈｍａｌｇｅｍｅｉｅｒＨ，ＢｉｔｔｅｒＴ，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Ｔ，ｅｔａｌ．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ｉｎ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ａｎｄ
ＣｈｅｙｎｅＳｔｏｋｅ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Ｊ］．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８（２）：１０１１０５．

［６］　王新德．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Ｊ］．中华神经科杂志，１９９６，２９
（６）：３７９．

［７］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呼吸疾病学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草案）［Ｊ］．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２００２，２５（４）：１９５１９８．

［８］　任寿安，武文汇，范继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通气综合征患者颈
围与内脂素的相关性研究［Ｊ］．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１，１１（５）：
５１１５１２．

［９］　王强，王蓓，刘卓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多导
睡眠监测指标与性功能的相关研究［Ｊ］．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１，
１１（４）：３９８４００．

［１０］　ＭｏｈｓｅｎｉｎＶ．Ｓｌｅｅｐ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ｓｔｒｏｋｅ［Ｊ］．
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０１，３２（６）：１２７１１２７８． （下转第１５９３页）

·９７５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全科医学论著·

老年颅脑损伤后并发低钠血症的治疗体会
练晓文，陈建良，游恒星，侯春艳

摘要：目的　通过总结老年颅脑损伤后并发低钠血症患者的治疗体会，探讨老年患者颅脑损伤后并发低钠血症
的病因、处理方法及治疗效果。方法　对神经外科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所收治的３６例老年颅脑损伤后治疗过程中
并发低钠血症患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过程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在３６名患者中，
其中按低钠程度分类有轻度低钠血症１６例，中度低钠血症１５例，重度低钠血症５例；按病因分类有营养性低钠
血症２２例，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ＳＩＡＤＨ）７例，脑性盐耗综合征（ＣＳＷＳ）５例，中枢性尿崩２例；根据不同
病因给予相应治疗方案治疗后，其中３０例患者血钠于１～２周内逐渐恢复正常，３例患者低血钠经纠正后又反复
出现低钠血症持续约一个半月才恢复，另３例患者低钠血症纠正但死于原发脑损伤过重或其他并发症。结论　
低钠血症是老年颅脑损伤后患者的常见并发症，是脑外伤后加重脑水肿和神经功能损害的重要原因，在对老年颅

脑损伤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应密切监测血钠浓度，及时发现低钠血症并鉴别其类型，同时根据低钠血症的发生机制

及类型，采取不同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并且积极治疗控制原发病，均能及时纠正低钠血症，显著改善患者的预

后。

关键词：老年颅脑损伤；低钠血症；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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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钠血症是颅脑外伤特别是重型颅脑损后患者的
常见并发症，是脑外伤后加重脑水肿和神经功能损害

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老年颅脑损伤病人由于肾脏保钠

功能减退等原因，伤后更易出现水电解质紊乱，致使病

情恶化。现对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收治的３６例老年颅
脑损伤并发低钠血症患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

现、治疗过程等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就低钠血症的病

因、发生机制、临床特点及治疗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３６例，年龄６０～８７岁，男
性２１例，女性１５例。受伤原因：１９例为车祸伤，１１例
为摔跌伤，６例为打击致伤。伤后按格拉斯哥昏迷
（Ｇｌａｓｃｏｗ）评分：６分以下５例，６～８分１４例，９～１２分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３３广东省深圳市第四（福田）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练晓文，Ｅｍａｉｌ：ｌｘｗ８７００７４＠１６３．ｃｏｍ

１１例，１３～１５分６例。根据入院时颅脑 ＣＴ表现诊断
为脑挫裂伤合并硬膜下血肿１２例，急性硬膜下血肿５
例，急性硬膜外血肿４例，广泛脑挫裂伤脑肿胀３例，
脑干损伤２例，颅底骨折或并发脑脊液漏６例，颅骨骨
折４例。入院后行开颅手术１４例，其中８例行单纯硬
膜外或硬膜下血肿清除术，２例行脑内血肿清除术，４
例行颅内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其余为保守治疗。

所有患者均排除受伤前已有肾上腺、肾功能及甲状腺

功能异常，并且在入院时或术后早期检查血钠均正常。

患者于伤后３～９ｄ（平均４．５ｄ）开始出现低血钠。临
床表现有嗜睡、淡漠、头痛、躁动、浮肿、腹胀、抽搐及体

重下降等。血钠检查：轻度低钠（１３０～１３４ｍｍｏｌ／Ｌ）
１６例，中度低钠（１２０～１２９ｍｍｏｌ／Ｌ）１５例，重度低钠
（＜１２０ｍｍｏｌ／Ｌ）５例。
１２　诊断标准　对颅脑损伤后出现低钠血症的患者
首先确定低钠血症的病因。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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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ＳＩＡＤＨ）诊断依据［１］：①血钠小于１３０ｍｍｏｌ／Ｌ；②
血浆渗透压小于２７０ｍＯｓｍ；③尿钠大于３００ｍｍｏｌ／Ｌ；
④血浆渗透压低于尿渗透压；⑤循环容量增加，中心静
脉压＞１２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红细胞比
积下降。脑性盐耗综合征（ＣＳＷＳ）诊断依据［１］：①血
钠小于１３０ｍｍｏｌ／Ｌ；②尿钠大于３００ｍｍｏｌ／Ｌ，尿比重
正常以及尿量增加；③血浆渗透压低于２７０ｍＯｓｍ；④
循环容量下降，中心静脉压 ＜５ｃｍＨ２Ｏ。尿崩症诊断
依据［２］：①患者烦渴、多饮、多尿（＞４０００ｍｌ／ｄ或 ＞
２００ｍｌ／ｈ）；②低比重尿（＜１．００５）；③低渗透尿与低钠
血症；④停用脱水药、减少输液量、限制饮水时患者尿
量及尿比重无改善，实验性应用抗利尿激素治疗症状

改善明显。营养性低钠血症诊断依据：①低钠血症（＜
１３５ｍｍｏｌ／Ｌ）；②低比重尿（＜１．００５）；③低血浆渗透
压（＜２７０ｍＯｓｍ）；④通过口服或静脉补钠可纠正。上
述诊断均应先排除甲状腺、肾上腺和肾功能的异常。

１３　治疗方法　对低钠血症者，如果血钠 ＞１３０
ｍｍｏｌ／Ｌ，予调整糖、盐静脉输入比例及口服补钠纠正；
血钠＜１３０ｍｍｏｌ／Ｌ，则应用３％高渗盐水，根据补钠公
式计算，补钠量（ｍｍｏｌ）＝（血清钠正常值－血清钠测
得值）×体重（ｋｇ）×０．６（女性 ×０．５），再按１７ｍｍｏｌ
Ｎａ＋＝１ｇＮａＣｌ计算出钠的补充量，每天补充丢失的
１／２，再加上生理需要量４．５ｇ盐，并且每日监测血钠，
重新计算当天给予量，在补钠时注意补液速度，第１个
２４ｈ血钠提升不超过１２ｍｍｏｌ／Ｌ。对一般性治疗无好
转或中、重度缺钠者，尽快明确病因，诊断为ＣＳＷＳ者，
首先补足血容量，然后根据低钠的程度，单独或联合应

用口服补钠、静脉补充生理盐水或高渗盐水治疗。诊

断为ＳＩＡＤＨ者，补充钠盐同时限制液体入量在 １０００
ｍｌ以下，并在血钠高于１３０ｍｍｏｌ／Ｌ时停钠盐补给，予
呋塞米（１ｍｇ／ｋｇ）静脉注射，排出多余的水分。必要时
予肌注 ＡＣＴＨ２５ｍｇ，纠正 ＡＣＴＨＡＤＨ失衡。对中枢
性尿崩症患者在补钠的同时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或口

服弥凝控制尿量。

２　结　果
　　根据临床症状及相关检查，３６例患者中２２例诊
断为营养性低钠血症，ＳＩＡＤＨ７例，ＣＳＷＳ５例，中枢性
尿崩２例；经对症处理后其中３０例患者血钠于１～２
周内逐渐恢复正常，３例患者经纠正后反复出现低钠
血症持续约一个半月才恢复，另３例患者低钠血症纠
正但死于原发脑损伤或其他并发症。

３　讨　论
　　钠离子是维持人体正常渗透压及膜电位的重要离
子之一，但要发挥其重要功能，血钠必须保持在一定范

围内，过高或过低都会对机体产生不利影响。老年人

发生颅脑损伤后大多伤情重且并发症多，由于伤后早

期禁食或进食少，且应激反应导致下丘脑垂体前叶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增多，对钠盐排泄造成一定影响，

另外颅脑损伤后大量脱水剂的应用也可导致低钠［３］，

同时老年患者肾脏保钠功能降低，对低血钠的调节能

力下降，均会引起低钠血症导致内环境紊乱；特别是在

伤后ＧＣＳ评分低，或存在额叶及前颅底损伤患者，其
低钠血症的发生率更高［４］，对这一类患者我们更应提

高警惕。有文献指出［５］，相对于年轻患者，老年人对低

钠血症比较敏感，当血钠并不是很低时即可引起神经

精神症状，老年人颅脑外伤后并发中重度低钠血症患

者的昏迷时间、住院时间明显延长，同时并发症显著增

加。所以老年颅脑损伤患者出现低钠血症危害性更

高。低血钠会引起神经元细胞的肿胀，加重脑水肿，重

者甚至诱发脑疝直接危及生命；而且低钠血症所引起

意识反应的改变在临床上通常会掩盖颅脑损伤患者颅

内伤情的变化，混淆病情的观察，造成治疗的延误。

根据老年颅脑损伤后并发低钠血症的发病机制、

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等，我们将其分为营养性低钠血

症、ＳＩＡＤＨ、ＣＳＷＳ和尿崩症。据本组病例分析，营养性
低钠血症在临床上最常见，因颅脑损伤后患者常出现

反复呕吐、发热或使用脱水利尿剂等造成钠大量丢失，

且老年患者伤后容易出现精神差、进食少，以及静脉输

液中钠盐补充过少等因素均容易导致低钠血症。对此

类病人只要我们在及时发现后通过常规治疗病情能很

快好转。而经常规处理低钠血症无好转甚至加重的患

者，我们应考虑到 ＣＳＷＳ和 ＳＩＡＤＨ。两者临床表现相
似，但治疗原则差别很大，若误诊可导致严重后果。颅

脑外伤尿崩症是在受伤后以排泄大量异常的稀释尿为

特征的综合征，为下丘脑损伤综合征之一，是神经源性

尿崩症的一种［６］，其临床症状相对比较典型，诊断比较

容易，治疗亦相对简单。

机体的水电解质代谢由下丘脑垂体轴调控，垂体
前叶通过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ＡＣＴＨ）增加醛固酮
分泌而达到储钠排钾；由血浆渗透压影响控制，在下丘

脑产生，通过垂体后叶分泌的抗利尿激素（ＡＤＨ）则作
用于肾小管上皮细胞 ＡＤＨ受体，使水重吸收，而达到
体内水电解质平衡。ＣＳＷＳ发病机制目前仍不确切，
大多数学者认为脑利钠肽、心房利钠肽等利钠因子在

疾病发展中起关键作用，下丘脑损伤后引起利钠因子

释放，通过抑制ＡＤＨ受体，使钠水重吸收受抑制，从而
使钠水大量排出，导致了低血容量及低钠血症［７］。ＳＩ
ＡＤＨ则是由于颅脑损伤使下丘脑垂体渗透压调节中
枢功能紊乱，下丘脑渗透压感受器对血浆渗透压不敏

感或下丘脑垂体轴丧失低渗血容量的负反馈而异常
兴奋，导致垂体过度释放 ＡＤＨ或异位 ＡＤＨ产生，使
ＡＤＨ的分泌失去血浆晶体渗透压调节的控制而出现
过度分泌［８］，导致肾小管加强了水分重吸收，而出现细

胞外液量增加，从而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ＳＩＡＤＨ和
ＣＳＷＳ的临床症状和生化检查很难鉴别，两者的主要
区别在于钠代谢的正负及细胞外液量的状态。ＣＳＷＳ
主要为钠代谢负平衡及细胞外液减少，而 ＳＩＡＤＨ的钠
盐代谢为正平衡，细胞外液量则是正常或增加。ＳＩ
ＡＤＨ由于ＡＤＨ分泌增多，导致体内水分增加，出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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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血症，表现为低钠而无脱水，中心静脉压增高 ［９］，其

临床主要表现为血容量的增加，血钠稀释，血浆渗透压

下降，浮肿明显，尿钠及尿渗透压升高，而 ＣＳＷＳ则表
现为循环容量减少、钠盐负平衡、脱水征，尿渗透压通

常正常，而２４小时尿钠及尿量的增加更明显，限水反
而使病情更加恶化。由于大多基层医院不能行脑钠

肽、心钠肽及 ＡＤＨ等检测，因此测定中心静脉压或肺
动脉楔压为鉴别两者最可靠的指标，再结合红细胞压

积、血浆渗透压等实验室检查及测量体重相结合可进

一步明确诊断。如实验室检查条件有限，且不能测定

ＣＶＰ，对两者的鉴别困难时，可采用试验性补液或限液
治疗，即在对病情严密监测下，予静脉输注等渗盐水，

如症状好转，则为 ＣＳＷＳ，如无好转或加重，则为 ＳＩ
ＡＤＨ；或采用限液试验，限制液体１０００ｍｌ／ｄ以下，如
尿钠排出减少、血浆渗透压增加，病情好转，则为 ＳＩＡ
ＤＡ，如患者临床症状加重，则为ＣＳＷＳ。但ＣＳＷＳ患者
通常有循环容量不足，采用限液试验时可能会造成脑

血管痉挛、脑缺血等，致病情加重，所以在行试验性治

疗时，首选补液试验，慎用限液试验［１０］。

对老年颅脑损伤后并发低钠血症的患者在明确病

因后，其治疗相对容易。营养性低钠血症和尿崩症一

般通过饮食加钠盐、补钠补液及应用外源性ＡＤＨ治疗
后低钠血症通常在短时间内就能改善［１１］。ＣＳＷＳ的治
疗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需提高血钠浓度到一个安全

水平；其二是需纠正患者低血容量状态［１２］。治疗原发

病、纠正低血容量是治疗的基础，首先需快速补足血容

量，必要时可输白蛋白或血浆，由于老年患者心肺功能

相对较差，所以应行 ＣＶＰ监测控制补液量及补液速
度，避免补液过度引发心衰，在补足血容量的基础上根

据血钠值补充３％～５％高渗盐水，补盐量根据补钠公
式计算所需盐量，先补充１／２～２／３量，并每日至少监
测血钠一次，根据血钠值及时调整补钠量，补钠时，注

意控制补钠速度，血钠浓度提升过快可出现中枢系统

脱髓鞘病，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在补钠时要注意以每

小时不超过０．７ｍｍｏｌ／Ｌ及每天血钠升高幅度不超过
１２ｍｍｏｌ／Ｌ为宜。盐皮质激素有保钠排钾作用，在钠
盐补足的前提下，使用盐皮质激素醋酸氟氢可的松可

促进血钠的恢复。临床上应用氟氢可的松我们通常采

取口服疗法，初始量一般为０．１～０．３ｍｇ／ｄ，在血钠浓
度升高后减至维持量０．０５～０．１０ｍｇ／ｄ。在激素使用
时应注意监测其副作用。ＳＩＡＤＨ主要表现为稀释性低
钠血症，治疗以限水为主，多要求每日摄水量在１０００
ｍｌ以内，限补钠，因为在ＳＩＡＤＨ时体内并非真正缺钠，
补钠可反射性兴奋下丘脑神经垂体轴，促使 ＡＤＨ释
放增多，使水重吸收，反而加重病情。但如果患者血钠

浓度重度低下（＜１２０ｍｍｏｌ／Ｌ），临床上可能出现精神
症状，神志改变，甚至昏迷等危及生命时，此时不论是

何种类型的低钠血症，治疗的前提都是尽快提高血钠

浓度至安全范围，我们通常采取５％氯化钠溶液静脉
泵入，严格控制补钠浓度及速度，使血钠浓度尽快恢复

至１２５ｍｍｏｌ／Ｌ以上时，减少补钠量，加用速尿脱水，排
出多余的水分，同时可补充一定量 ＡＣＴＨ，纠正 ＡＣＴＨ
的不足，调节钠的排除［１３］。在临床诊治中，对低钠血

症患者在纠正低血钠后仍应坚持密切监测水电解质情

况，在部分低钠血症患者中，特别是 ＣＳＷＳ患者，再发
低血钠的比例较高，本组病例中，有１２例患者在低血
钠纠正后给予常规生理需要量及每日丢失量的治疗过

程中，仍反复出现低钠血症，其中３例更是持续一个半
月才得到完全纠正，这种情况可能与颅内原发损伤未

痊愈有关。

通过观察本组老年颅脑损伤后低钠血症的治疗过

程，笔者的体会是低钠血症是老年颅脑损伤后的常见

并发症，特别是ＧＣＳ评分低或存在额叶及前颅底损伤
的病人，亦是脑外伤后加重脑水肿和神经功能损害的

主要原因之一。对颅脑外伤后老年患者应密切监测血

钠浓度，及早发现并鉴别低钠血症的类型，采取针对性

治疗，均能纠正低钠血症，对预后的改善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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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选择性神经根阻滞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影响
戴尧鑫，张华，吴从月

摘要：目的　探讨应用枸橼酸芬太尼选择性神经根阻滞疗法对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患者疼痛评分影响。方
法　选择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收治的７３例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的患者为观察对象，随机分
为观察组３８例和对照组３５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加止痛药；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枸橼酸芬太尼
选择性神经根阻滞疗法。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比较２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不同时间点疼痛视觉
模拟评分（ＶＡＳ评分）、疼痛对睡眠的影响（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情况，并记录和观察２组的不良反应。
结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９４．７％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６５．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０时间
点，２组的疼痛ＶＡＳ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在Ｔ１、Ｔ２、Ｔ３、Ｔ４时间点疼痛 ＶＡＳ评分均显著低
于同组Ｔ０时间点（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改善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
疗后１、２、３和４周的ＰＳＱＩ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治疗后１、２、３和４周
的ＰＳＱＩ评分显著低于对照（Ｐ＜０．０５）；且无明显的不良反应。结论　应用枸橼酸芬太尼选择性神经根阻滞疗法
对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患者是安全可靠的，不但可以有效地减少疼痛的产生，也可以有效的改善疼痛对睡眠的

影响，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枸橼酸芬太尼；神经根阻滞疗法；带状疱疹；神经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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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ｐｏｓｔｈｅｒｐｅｔｉｃｎｅｕｒａｌｇｉａ，
ＰＨＮ）作为带状疱疹常见后遗症，ＰＨＮ发生率为８％ ～
４１％［１］，其实疼痛诊疗过程中的常见临床疾病，如何寻

求确切有效的治疗方式始终是临床关注的热点，也是

医学界的难题［２］。治疗的重点在于有效的控制疼痛，

阻断其向慢性期的迁延，而神经阻滞是目前治疗带状

疱疹后神经痛的有效方法，本研究探讨枸橼酸芬太尼

选择性神经根阻滞疗法对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的疼

痛评分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医院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收治的７３
例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患者，纳入标准：①有带状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９浙江省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戴尧鑫，Ｅｍａｉｌ：ｄａｉｙａｏｘｉｎ０１２６＠１２６．ｃｏｍ

疱疹急性发作史；②皮损已经愈合但仍有持续剧烈顽
固性疼痛超过４周；③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５
分；④年龄 ＞１８岁；⑤无恶心、呕吐、头晕、便秘、尿储
留等情况。排除标准：①非带状疱疹疼痛；②严重心、
肺、肝、肾等重要脏器的器质性疾病；③有凝血功能障
碍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３８例和对照组
３５例，其中观察组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７例，年龄３６～７４
岁，平均（５６．１±１２．４）岁，发病时间１周～３个月。对
照组３５例，其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６例，年龄３７～７７
岁，平均（５７．４±１１．６）岁，发病时间１周～３个月。经
统计学分析，２组患者入院时一般情况（性别、年龄、病
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足量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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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药物治疗，阿昔洛韦５００ｍｇ／次，每日２次，静
点，局部涂用阿昔洛韦软膏等常规治疗；对照组在此基

础上口服止痛药物；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按照皮

损不同部位来选择相应的脊神经进行选择性脊神经根

阻滞治疗。方法如下：①患处为颈神经支配区：取仰卧
位，使用Ｃ臂机斜位透视，显示患侧椎间孔，定穿刺点
为病变颈神经的上关节突，选好穿刺点，常规消毒，操

作方法参照《Ｃ形臂透视引导下脊椎注射术》［３］。选
择相应的神经根注入镇痛液３ｍｌ，具体包括：５ｍｇ地
塞米松＋５００μｇ维生素 Ｂ１２＋１ｍｌ枸橼酸芬太尼（江
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１３０３０７）＋生理
盐水稀释至９ｍｌ。②患处为腰神经支配区：Ｃ型臂斜
位透视下显示“苏格兰狗”影像、进针点选择在椎弓根

（苏格兰狗眼）下方数毫米处，具体见《影像引导下脊

椎介入诊疗技术》［４］，其他同上。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２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不同
时间点［包括治疗前（Ｔ０）、治疗３ｄ（Ｔ１）、７ｄ（Ｔ２）、１０
ｄ（Ｔ３）］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评分）和疼痛对睡眠
的影响（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ＰＳＱＩ评分情
况，并记录和观察２组的不良反应。
１４　疗效判定［５］　临床治愈：疼痛缓解，ＶＡＳ评分０
分，局部皮肤触觉正常；有效：疼痛明显缓解，ＶＡＳ评分
１～３分，局部皮肤触觉仍有异常；无效：疼痛轻微缓
解，ＶＡＳ评分 ＞３分，局部皮肤痛觉过敏，仍需服用止

痛药。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评价睡眠质
量变化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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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痊愈２２例，显
效８例，有效６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为９４．７％；对照
组痊愈７例，显效９例，有效７例，无效１２例，总有效
率为６５．７％；２组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８ ２２（５７．９） ８（２１．１） ６（１５．８） ２（５．３） ３６（９４．７）
对照组 ３５ ７（２０．０） ９（２５．７） ７（２０．０）１２（３４．２） ２３（６５．７）
χ２值 １４．９５
Ｐ值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疼痛ＶＡＳ评分比较　Ｔ０时
间点，２组的疼痛 ＶＡＳ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在Ｔ１、Ｔ２、Ｔ３、Ｔ４时间点疼痛 ＶＡＳ评分均
显著低于同组Ｔ０时间点（Ｐ值均＜０．０１），观察组改善
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前后不同时间
点２组患者ＶＡＳ评分比较，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不同时间点疼痛ＶＡＳ评分比较（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观察组 ３８ ８．２８±０．８３ ７．３９±０．４６ ４．５０±０．８３ａｂ ３．５６±０．５８ａｂｃ ２．９７±０．６８ａｂｃｄ

对照组 ３５ ８．３４±０．９４ ７．５４±０．５３ ６．６９±０．５４ｂ ６．２１±０．４１ｂｃ ４．７９±０．７３ｂｃｄ

　　注：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ａＰ＜０．０１；与同组Ｔ０时间点比较，ｂＰ＜０．０１；与同组Ｔ１时间点比较，ｃＰ＜０．０１；与同组Ｔ２时间点比较，ｄＰ＜０．０１。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后 ＰＳＱＩ评分的变化比较　与治疗
前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后１、２、３和４周的 ＰＳＱＩ评分明
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观
察组治疗后１、２、３和４周的 ＰＳＱＩ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１），详见表３。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后ＰＳＱＩ评分的变化比较（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１周 治疗后２周 治疗后３周 治疗后４周

观察组 ３８ ８．７±０．７ ５．０±０．８ａ ４．５±１．２ａ ３．６±１．１ａ ２．１０±０．６０ａ

对照组 ３５ ８．４±０．９ ７．３±１．０ａｂ ６．７±１．３ａｂ ５．４±１．２ａｂ ４．０２±１．４０ａｂ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１；２组治疗后比较，ｂＰ＜０．０１。

２４　不良反应　观察组出现头晕４例，无恶心、呕吐、
尿潴留、肢体乏力患者。对照组出现恶心、呕吐２例，
头晕３例，无肢体乏力、尿储留患者。２组不良反应较
轻者表示能耐受，未予特殊处置，结束治疗后症状减轻

或消失，较重者经对症处置后缓解或消失。

３　讨　论
　　带状疱疹多发生于春秋季节，是潜伏于脊髓后根
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各种诱发因素刺激的
作用下激活，使受侵犯的神经节发炎及坏死，产生神经

痛。随着社会老龄人口增多，疱疹感染和疱疹后神经

痛的患病率均呈上升趋势。研究表明：ＰＨＮ总发病率
为１０％～２７％［６７］，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考虑

与免疫力低下有关［８］，超过５０岁的发生率为４０％，超

过７０岁可高达７５％［９１０］。睡眠障碍是神经病理性疼

痛患者最常见的伴随症状，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属于

剧烈的顽固性疼痛，呈持续性瘙痒或灼烧痛或撕裂样

或刀割样痛，疼痛发作常影响患者饮食、睡眠，使患者

的生活质量下降［１１］。临床上治疗带状疱疹的方法很

多，如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神经阻滞等等，但是效果均

都不理想。选择性神经根阻滞一般用来缓解椎间盘突

出压迫神经根导致的神经痛，尚无用来缓解治疗带状

疱疹后遗症神经痛的相关报道。而带状疱疹的主要病

变同样在神经根部，本研究目的是探讨应用枸橼酸芬

太尼选择性神经根阻滞疗法对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

患者疼痛评分影响。

神经阻滞是治疗ＰＨＮ的主要手段，阻滞部位的选
择原则是从末梢到神经干、神经根，酌情配合交感神经

阻滞术。其是从硬膜外间隙阻滞演生来的一种微创介

入治疗方法，穿刺针及药物均未进入硬膜外间隙，不干

扰硬膜外间隙。并能使注射的消炎镇痛液更多地集中

在病变神经根处，用药量小且集中，操作中患者痛苦

小，避免了许多并发症的发生。枸橼酸芬太尼为人工

合成的强效麻醉性镇痛药，为阿片受体激动剂，其镇痛

强度大，是吗啡的１００倍［１２］，与吗啡相比，作用持续时

间长。不仅能够高选择性地阻滞疼痛 （下转第１６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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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氟烷与丙泊酚复合骶管阻滞在疝气患儿手术中的
应用研究

史迎春，蒋丽虹，金英红

摘要：目的　观察与比较七氟烷与丙泊酚复合骶管阻滞同阿托品、咪达唑仑、氯胺酮三者复合骶管阻滞在疝气患
儿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提高麻醉剂在疝气患儿手术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法　将东阳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３年
３—１１月收治的８４例行疝气手术的患儿随机分为２组，每组各４２例。对照组静脉给予阿托品０．０１ｍｇ／ｋｇ、咪达
唑仑０．１ｍｇ／ｋｇ和氯胺酮１．０ｍｇ／ｋｇ（分２次静注），复合骶管阻滞麻醉；观察组吸入七氟烷诱导（初期比例为
８％，后期调至３％），同时静注给予丙泊酚１ｍｇ／ｋｇ，复合骶管阻滞麻醉。麻醉期严密监测患儿心率（ＨＲ）、平均动
脉压（ＭＡＰ）的变化情况；麻醉后观察患儿的睁眼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发生不良反应的情况以及麻醉时间、清
醒时间。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比较２组患儿不同时间点的血流动力学指标（ＨＲ和ＭＡＰ）、手
术麻醉后恢复情况（睁眼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及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和麻醉效果。结果　麻醉后观察组患
者ＨＲ及ＭＡＰ均呈下降趋势，但与麻醉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诱导麻醉后对照组Ｔｂ、Ｔｃ、Ｔｄ时血流
动力学指标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睁眼时间（１１．７６±４．２８）ｍｉｎ和定向力
恢复时间（１９．４３±６．３８）ｍｉｎ都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３．９４±５．０４）ｍｉｎ、（２８．３８±７．２５）ｍｉ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１．０％，明显低于对照组（４２．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清醒时间为（１８．９±５．３）ｍｉｎ也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１．５±７．７）ｍｉｎ（Ｐ＜０．０５）。结论　在疝气患儿手术中采用七
氟烷与丙泊酚复合骶管阻滞麻醉效果明显优于阿托品、咪达唑仑、氯胺酮三者复合骶管阻滞，安全性高，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七氟烷；丙泊酚；骶管阻滞；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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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４２．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ｗａｋｅｕｐ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８．９±５．３）ｍｉｎ，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１．５±７．７）ｍｉｎ（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ｃｒａｌｃａｎａｌ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ｗｉｔｈａｔｒｏｐｉｎｅ／ｍｉｄ
ａｚｏｌａｍ／ｋｅｔａｍｉｎｅ，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ｌｏｗ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Ｓａｃｒａｌｃａｎａｌ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Ｈｅｒｎｉａ

　　小儿疝气是一种常见的外科疾病，常见小儿疝气
类型有腹股沟斜疝、直疝等［１］，其发病率在１％ ～２％

作者单位：３２２１００浙江省东阳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史迎春，Ｅｍａｉｌ：ｓｈｉｙｉｎｇｃｈｕｎ２０１４＠１２６．ｃｏｍ

左右。手术是治疗此病症的主要治疗方法［２］。小儿疝

气手术对麻醉的可控性要求较一般手术要高，传统上

多采用大剂量静脉注射氯胺酮进行全麻；其麻醉效果

虽好，但会导致机体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如体内代谢速

度减慢、肌张力增高、苏醒时间延长、术后躁动及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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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吐等［３］。骶管阻滞麻醉是硬膜外阻滞的一种，副作

用极低，由于操作简便，现常用于 ＜５岁小儿腹部以下
的手术麻醉。应用得当就可获得满意的效果。由于小

儿不易配合，不能顺利完成静脉穿刺和骶管阻滞操作，

因此临床上多在进行骶管阻滞前进行基础麻醉诱

导［４］。七氟烷是临床上一种新型吸入麻醉药，吸入适

当浓度的七氟烷，有制动、镇静、镇痛、肌肉松弛、抑制

自主反射的作用，用于麻醉诱导时安全性高、起效快。

本研究中七氟烷与丙泊酚复合骶管阻滞麻醉在疝气患

儿手术中效果显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选病例为我院２０１３年３—１１月收
治的８４例行疝气手术的患儿，排除患有呼吸、循环、血
液、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等伴随疾病及肝肾功能异常

者。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２组，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４２例。观察组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３～６
岁，平均（４．１８±１．４３）岁，体重（１５．５±５．７）ｋｇ；按
ＡＳＡ分级：Ⅰ级２０例，Ⅱ级２２例。对照组男性１９例，
女性２３例，年龄２～５岁，平均（４．０４±１．０８）岁，体重
（１５．１±６．１）ｋｇ；按ＡＳＡ分级：Ⅰ级２３例，Ⅱ级１９例。
经统计学分析，２组患者入院时一般情况（性别、年龄、
体重、病情严重分级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项研究已经由本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所有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麻醉方法　所有患儿于手术前常规禁止饮食６
ｈ，禁饮２ｈ，由接受过全身麻醉技术培训的麻醉主治医
师对患者实施麻醉。入室后常规监测血压、心电图、呼

吸、麻醉气体、呼气末二氧化碳和经皮脉搏氧饱和度。

对照组静脉给予阿托品０．０１ｍｇ／ｋｇ，咪达唑仑（江苏
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６０１３０８１）０．１ｍｇ／ｋｇ，静
脉注射氯胺酮（福建古田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１２０８２２）１．０ｍｇ／ｋｇ麻醉诱导，术中分次静注氯胺酮０．
５ｍｇ／ｋｇ。观察组给予七氟烷（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
司，批号：１５０６２０５１），使用ＧＥ七氟烷专用挥发罐。初
期调节七氟烷挥发罐至８％，氧流量调至６Ｌ／ｍｉｎ，预
充环路，并挤压呼吸囊２次，将合适大小的面罩扣紧小
儿口鼻，观察呼吸运动。待呼出气中七氟烷浓度达

５％以上，睫毛反射消失后，将七氟烷挥发罐调至３％，
氧流量调为 ２Ｌ／ｍｉｎ。建立输液通路，给予丙泊酚
（ＣｏｒｄｅｎＰｈａｒｍａＳ．Ｐ．Ａ，批号：Ｘ１２１３２Ｂ）１ｍｇ／ｋｇ静
注。关闭七氟烷挥发罐，丙泊酚５～８ｍｇ／（ｋｇ·ｈ）微
泵静脉维持，直至手术结束前５ｍｉｎ。２组患儿麻醉诱
导后均进行骶管阻滞：采取左侧卧位下行骶管穿刺，

０．８％利多卡因（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１３１１Ｂ０６）和０．１％布比卡因（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１２０８０４），剂量１ｍｌ／ｋｇ，操作完毕后取平卧位，肩
背垫小枕，头侧位。全部操作由同一名麻醉医师实施。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２组患儿不同时间点的血
流动力学指标（包括麻醉期的心率 ＨＲ、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手术麻醉后恢复情况（包括睁眼时间和定向力

恢复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和麻醉效果（包括麻醉

时间和清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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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儿不同时间点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情况比
较　观察组：患者诱导麻醉后ＨＲ及ＭＡＰ均呈下降趋
势，但与麻醉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
组：患者诱导麻醉后在Ｔｂ、Ｔｃ、Ｔｄ时血流动力学指标明
显高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果见表１。
表１　２组疝气患儿不同时间点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情况

比较（ｘ±ｓ，ｎｉ＝４２）

组别 指标 麻醉前（Ｔａ） 诱导后（Ｔｂ） 手术刚开始（Ｔｃ） 结束时（Ｔｄ）

对照组 ＨＲ １３５．１４±１１．２０ １５１．１９±１３．２３ １４９．０２±１０．１５ １４１．２７±１３．５４
ＭＡＰ ６７．０２±４．２８ ８２．８６±６．３１ ８０．１３±５．３８ ７８．６９±５．４１

观察组 ＨＲ １３５．２０±１０．７６ １４０．３２±１０．９７ａ １３７．７９±９．８２ａ １２１．２６±１０．３４ａ

ＭＡＰ ６７．２１±５．６９ ７０．７９±６．５２ｂ ６８．８０±６．２５ｂ ６８．４７±７．１６ｂ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儿手术麻醉后恢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
睁眼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分别为（１１．７６±４．２８）
ｍｉｎ和（１９．４３±６．３８）ｍｉｎ；对照组的睁眼时间和定向
力恢复时间分别为（１３．９４±５．０４）ｍｉｎ和（２８．３８±
７．２５）ｍｉｎ；观察组的睁眼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都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
见表２。

表２　２组疝气患儿手术麻醉后恢复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睁眼时间（ｍｉｎ） 定向力恢复时间（ｍｉｎ）

观察组 ４２ １１．７６±４．２８ａ １９．４３±６．３８ａ

对照组 ４２ １３．９４±５．０４ ２８．３８±７．２５
ｔ值 ４．７９ １５．３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儿不良反应率和麻醉效果的情况比较　
观察组只有 １３人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
３１．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４２．９％（Ｐ＜０．０５）；且观察
组清醒时间也只有（１８．９±５．３）ｍｉｎ，明显短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表３　２组疝气患儿不良反应率和麻醉效果的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不良反应

发生率（％）
两组患儿麻醉效果比较（ｍｉｎ）
麻醉时间 清醒时间

观察组 ４２ １３（３１．０）ａ ４８．２±９．８ １８．９±５．３ａ

对照组 ４２ １８（４２．９） ４９．１±１０．２ ３１．５±７．７
χ２／ｔ值 １０．３７ ０．５３６ １６．７３ｂ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为ｔ值。

３　讨　论
　　疝气患儿的腹股沟内侧见肿物，小儿用力排便、哭
闹或者咳嗽的时候，肿物会更加明显。小儿疝气修补

术简单快捷，对麻醉的可控性要求较高。小儿由于对

手术的恐惧，不易配合手术，往往需要全身麻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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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简单、有效处理小儿麻醉一直是麻醉医生追求的目

标。传统麻醉药物多有用量大、代谢慢、肌张力增高、

苏醒延迟、术后躁动及恶心呕吐多、精神副作用及复视

多等不良反应［５］。七氟烷没有刺激性，且具有芳香气

味，广泛应用于小儿麻醉。大多资料表明七氟烷用于

小儿诱导的效果优于或近似于异氟烷［６］。

七氟烷是一种新型吸入麻醉剂，刺激性小，具有最

低肺泡有效浓度小，新生儿血／气分配系数平均为
０．５９，具有良好的可控性［７９］。对于恐惧和哭闹不合作

的年幼患儿尤为适用，其气味芳香，患儿易接受，可以

迅速进入无意识状态，对保护其心理健康极为有益。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麻醉后观察组患者 ＨＲ及 ＭＡＰ均
呈下降趋势，但与麻醉前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对照组诱导麻醉后Ｔｂ、Ｔｃ、Ｔｄ时血流动力学指标明显
高于观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
吸入七氟烷诱导麻醉，可保持患儿呼吸道通畅且无呼

吸抑制，并且七氟烷复合丙泊酚麻醉对交感神经的兴

奋作用较弱，对ＨＲ、ＭＡＰ的影响较小。观察组的患儿
中部分病例在诱导期血压有一过性升高，心率无减慢

而略有增快，考虑与患儿麻醉前哭闹明显、麻醉深度稍

偏浅有关。相关研究表明，血流动力学平稳，术中患者

的肌松好，手术的时间大约能够维持１．５ｈ，不需要追
加肌松药［１０］。且观察组的睁眼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

间都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分析是由于吸入七氟烷起效迅速，复合丙泊酚
对呼吸和循环系统稳定，对呼吸道刺激小，便于麻醉诱

导，且麻醉深度和清醒速度更易于调控。研究表明小

儿吸入５％七氟烷３．５ｍｉｎ，即可达气管插管所需呼气
末浓度４．６８％［１１］。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清醒时间也明

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与相关报道一致［１２］，患者

苏醒比较快且稳定。且大部分的麻醉药常会出现的不

良反应主要以恶心、呕吐、躁动不安和呼吸抑制，而七

氟烷具有镇吐作用，对小儿食管下段括约肌张力影响

小，有利于维持食管下段括约肌功能的稳定，可减少小

儿诱导过程中发生呕吐误吸的机会。同时七氟烷不会

降低心率，对心脏抑制也较轻，其吸入诱导速度与用药

方式有关。本文研究显示，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吸入七氟烷诱导麻
醉对疝气患儿是安全有效的，且麻醉初期可减少肌内

注射带来的痛苦，患儿可接受性强，同时具有非常好的

气道耐受性，与氯胺酮相比，具有很好的可控性，并且

患者发生呼吸抑制的概率很小，安全性较高。相关报

道以指出，采用七氟烷行麻醉诱导能在不使用肌松药

的情况下，也可以为气管插管提供良好的条件［１３］。由

于小儿呼吸道管理本身比较困难，尤其对潜在困难气

道的患儿应用七氟烷吸入麻醉更为安全，对这类患儿

如果使用静脉麻醉的快速诱导，往往可造成呼吸道梗

阻及呼吸抑制，由于小儿的高代谢率，氧储备低，可使

患儿处于窒息的危险状态，甚至危及生命，而吸入麻醉

可保持患儿呼吸道通畅且无呼吸抑制，并且七氟烷麻

醉对交感神经的兴奋作用较弱对 ＨＲ、ＭＡＰ的影响较

小［１４１５］。在小儿疝气手术麻醉中已广泛使用，但单纯

吸入七氟烷麻醉可能存在镇痛不足，所需浓度高，费用

增加及苏醒时烦躁发生率上升等问题，因而临床上多

与其他药联合使用［１６］，本项研究中采用七氟烷联合丙

泊酚实行诱导麻醉，效果显著。同时，七氟烷行麻醉诱

导而麻醉维持采用丙泊酚时则可有效降低躁动的发

生，增加苏醒期的平静，减少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在小儿疝气手术中采用七氟烷与丙泊

酚复合骶管阻滞麻醉疗效安全可靠，可控性强，不良反

应发生率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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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例胃肠道间质瘤临床诊治分析
宋巍

摘要：目的　探讨胃肠道间质瘤（ＧＩＳＴ）的临床特点、诊断和治疗方法，进一步提升此类疾病的诊治水平。方法　
对黄山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收治的２４例ＧＩＳＴ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这些患
者都接受了手术治疗，并且术后病理检查和免疫组化证实为 ＧＩＳＴ）。结果　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腹部不适，占
５０．０％（１２／２４）；其次为消化道出血，占２０．８％（５／２４）；腹部肿物，占２０．８％（５／２４）；２例患者无明显症状，占
８．３％。全部病例中，ＣＴ检查均提示占位性病变，肿瘤体积越大，恶性的可能性越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ＣＴ显示肿瘤的外形越不规则，越表现为恶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切除标本瘤体所在部
位与肿瘤良恶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瘤体大小与肿瘤良恶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免疫组化
ＣＤ１１７阳性率１００．０％（２４／２４）、ＣＤ３４阳性率９５．８％（２３／２４）。结论　ＧＩＳＴ无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多层螺旋 ＣＴ
检查对该病诊断有重要的意义。ＧＩＳＴ的确诊还是需要病理检查和免疫组化检查的结果。ＣＤ１１７是ＧＩＳＴ最重要
的标记物。手术完整切除肿瘤是ＧＩＳＴ的首选治疗方式，靶向治疗药物伊马替尼可改善预后。
关键词：胃肠道间质瘤；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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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组织源性肿瘤［１］，它在全部消

化道肿瘤中的比例虽然小于１％，但是被诊断为 ＧＩＳＴ
中约有３０％都具有高风险性和恶性发展倾向［２］。本

文对我院 ２０１０年 ３月—２０１３年 ９月收治的 ２４例
ＧＩＳＴ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为
进一步提升此类疾病的诊治水平做一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并整理分析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
年９月黄山市人民医院具有完整临床病理资料的
ＧＩＳＴ患者２４例，其中男性９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３９～
７７岁，平均年龄５９．３岁。均为安徽省内的汉族，无显
著的地域及民族差异。

１２　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４例 ＧＩＳＴ患者的病例
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临床表现、ＣＴ检查、病理、免疫

作者单位：２４５０００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普外科

组化结果及手术方式，对所有患者进行４～３６个月的
术后随访，了解患者术后预后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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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表现　从本组研究的所有的病例可以看出，
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腹部不适１２例（如腹痛、腹胀、消化
不良等），占５０％；其次为消化道出血５例，如呕血、黑
便等消化道症状，占２０．８％；腹部肿物５例，占２０．８％；
２例患者无任何症状，在体检或就诊其他疾病时被发
现，占８．３％。
２２　螺旋ＣＴ检查结果　本组２４例ＧＩＳＴ患者全部行
ＣＴ检查，其病灶部位分别为：胃底６例、胃体１１例、贲
门３例、小肠４例。以上各病例 ＣＴ均提示占位，其中
怀疑ＧＩＳＴ１８例。肿瘤大小在ＣＴ中表现不一，本组２４
例患者中瘤体直径为２．４～１５．０ｃｍ不等，其中≤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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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 １０例，肿瘤 ＞５ｃｍ有 １４例。２４例中有 ９例
（３７．５％）为形态规则，并且边界清楚；１５例（６２．５％）
表现为形态不规则，并且与邻近结构分界不清或边缘

模糊。

２３　ＣＴ表现与 ＧＩＳＴ侵袭危险度的关系　肿瘤体积
越大，恶性的可能性越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肿瘤的外形越不规则，越表现为恶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４例ＧＩＳＴ患者ＣＴ表现与侵袭危险度的关系

项目 类别 低、中度恶性 高度恶性 合计 Ｐ值

大小 ≤５ｃｍ ９ １ １０ ０．０１２９
＞５ｃｍ ５ ９ １４ ＜０．０５

形态 规则 ８ １ ９ ０．０３３３
不规则 ６ ９ １５ ＜０．０５

２４　病理及免疫组化　全部２４例患者均行手术治
疗，术后标本行病理组织切片检查［３］。肿瘤位于胃２０
例，其中高度恶性 ８例（３３．３％），中度恶性 ５例
（２０．８％），低度恶性７例（２９．２％）。肿瘤位于小肠４
例，其中高度恶性 ２例（８．３％），中度恶性 １例（４．
２％），低度恶性１例（４．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肿瘤直径 ２．４～１５．０ｃｍ，≤５ｃｍ者 １０例
（４１．７％），其中高度恶性２例（８．３％），中度恶性１例
（４．２％），低度恶性 １例（４．２％）；＞５ｃｍ者 １４例
（５８．３％），其中高度恶性９例（３７．５％），中度恶性 ４
例（１６．７％），低度恶性１例（４．２％）；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所有患者均进行了免疫组化
检查［４］，ＣＤ１１７阳性表达者２４例，阳性率１００％，ＣＤ３４
阳性者２３例，阳性率９５．８％。
表２　手术切除标本瘤体所在部位、大小与肿瘤良恶性的关系

项目　　 类别 低、中度恶性 高度恶性 合计 Ｐ值

肿瘤部位 胃 １２ ８ ２０ １．００００
肠道 ２ ２ ４ ＞０．０５

肿瘤大小 ≤５ｃｍ ９ １ １０ ０．０１２９
＞５ｃｍ ５ ９ １４ ＜０．０５

２５　治疗情况　ＧＩＳＴ的手术方法可以分为常规外科
手术切除、腹腔镜下切除、内镜下切除等［５］。本组患者

全部经过常规手术治疗，手术切除率１００％，无严重并
发症，无手术死亡。术后随访４～３６个月，随访２４例，
失访２例，无死亡病例。其中１０例高度危险性患者术
后均给予伊马替尼（格列卫，Ｇｌｉｖｅｃ）治疗，病情稳定。

３　讨　论
　　ＧＩＳＴ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组织源性肿瘤［６］。

流行病学显示，ＧＩＳＴ的发病率为每年（１～２）／１０
万［７］，由于经常被误诊或漏诊，导致近几年 ＧＩＳＴ的发
病率有不断增高的趋势。发病部位上，ＧＩＳＴ可发生于
胃肠道的任何部位，少见与胃肠道外，最多见的胃

ＧＩＳＴ，占 ６０％ ～７０％，其次是小肠 ＧＩＳＴ，占 ２０％ ～
３０％。胃肠道外间质瘤（ＥＧＩＳＴｓ）［８］是指起源于胃肠
道外的其他组织或器官，与肠壁及消化道浆膜面无关

的一类间叶组织源性肿瘤，最常见的是腹膜腔和后腹

膜腹腔或腹膜后腔软组织，大约占胃肠道间质瘤

４％［９］。本组病例所表现的发病部位结果与国内外报

文献报道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研究资料表明，ＧＩＳＴ的临床特征多无明显特异
性［１０］，可能与发生部位、肿瘤的性质和肿瘤大小相关。

一些患者由于肿瘤较小，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而是在

常规体检或是在其他部位的手术中偶尔发现的。有文

献报道［１１］，ＧＩＳＴ患者可能发生急腹症，一些患者因急
腹症而就诊，这些患者往往有体重下降，不明原因的发

热病史。体格检查时，ＧＩＳＴ患者经常不能见到明显的
阳性体征，一些患者腹部触诊可有轻压痛表现，另一些

患者由于并发消化道出血或肿瘤的慢性消耗而导致贫

血貌。从本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可以看出，ＧＩＳＴ最常见
的体征是腹部胀痛不适。

将ＧＩＳＴ和其他胃肠道间叶组织来源的肿瘤进行
区分的可靠方法，是术后病理学检查及免疫组化结

果［１２］。目前，ＣＤ１１７是诊断 ＧＩＳＴ不可或缺的指标，
ＣＤ１１７是ＣＫＩＴ原癌基因的蛋白表达产物之一［１３］，绝

大多数的 ＧＩＳＴ高强度地表达 ＣＤ１１７，其阳性率接近
１００％。但是在其他一些肿瘤如肥大细胞肿瘤、精原细
胞瘤、恶性黑色素瘤、尤文肉瘤中也表达 ＣＤ１１７，这在
诊断时需要鉴别。ＣＤ３４表现阳性是另一个免疫组化
诊断要素［１３］，其阳性率可高达８０％左右，阳性率与肿
瘤的部位有关。ＣＤ３４在神经鞘瘤和平滑肌肿瘤中也
可表达，诊断时不能严格地将其割裂开来。在ＧＩＳＴ的
诊断中，ＣＤ１１７比ＣＤ３４更敏感。

ＣＴ，特别是多层螺旋ＣＴ，在常规体检中，可以发现
无临床症状的ＧＩＳＴ。对ＧＩＳＴ的诊断及其良恶性的鉴
别，不能只依靠术后的常规病理检查和免疫组化标记

结果，ＣＴ检查能够根据影像所显示的信息，初步判断
ＧＩＳＴ的良恶性、进行手术方式的设定和评估手术的难
易程度［１４］。另外，ＣＴ检查可以作为 ＧＩＳＴ患者术后常
规随访的例行检查手段，也可以作为分子靶向治疗药

物甲磺酸伊马替尼疗效的评估方法。经甲磺酸伊马替

尼治疗，如果有效，ＣＴ则表现为转移灶的缩小甚至完
全消失。本组ＣＴ特征与之相符。

由于ＧＩＳＴ大多为恶性或潜在恶性，手术切除是可
能根治ＧＩＳＴ的最佳手段。有研究报道［１５］：获得根治

性手术切除的ＧＩＳＴ患者５年无进展生存率为６８％，５
年无病生存率为６５％。但是手术中要注意：①动作轻
柔，防止瘤体破裂；②瘤体的完整切除；③术中快速病
理切片证实切缘阴性。这些都是减少术后复发和转移

的关键因素。本组所收集的２４例病例全部手术治疗，
所有手术的动作操作均轻柔，手术过程规范，避免不必

要的动作和重复操作，避免了瘤体的破裂。由于 ＧＩＳＴ
对传统的化疗和放疗无效，对于不能切除的、复发或转

移的ＧＩＳＴ，可以使用分子靶向治疗药物酪氨酸激酶抑
制剂伊马替尼治疗［１６］。伊马替尼可使肿瘤降期，降低

手术风险，提高手术切除率，预防术后复发等［１７］。研

究表明［１８］在外科手术后的ＧＩＳＴ患者服用伊马替尼治
疗３６个月对比１２个月表现出一种生存优势。另有研
究发现［１９］，对于不能切除和（或）转移性ＧＩＳＴ患者，增
加治疗剂量，患者未见明显临床获益。本组１０例高度
危险性患者术后均给予伊马替尼治疗，病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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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ＧＩＳＴ预后的研究很多，我们在既往的研
究成果上对本组病例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但由于

本组数据样本较少，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以后的临

床工作中，要不断的积累病例，建立ＧＩＳＴ患者数据库，
进行更大样本的临床资料分析总结，以期发现更多的

关联，得出更加合理和可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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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Ｐ＞０．０５），也证明麻醉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是一过性及可逆的。

综上所述，丙泊酚静脉麻醉较七氟醚吸入麻醉可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术对机体造成的应激反应，且其

对Ｔ淋巴细胞亚群的抑制反应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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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经椎旁肌间隙入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临床意义
余献忠，丁国军

摘要：目的　探讨胸腰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中经椎旁肌间隙入路的临床疗效，并与传统后正中入路疗效进
行比较。方法　将７８例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的胸腰椎（Ｔ１１～Ｌ２）骨折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与
对照组分别经椎旁肌间隙入路与后正中入路，比较２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影像学指
标及随访期间腰背痛ＶＡＳ评分、磁共振多裂肌面积等。结果　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及住院日在观察组明显
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腰背痛 ＶＡＳ评分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术
前术后２组患者在Ｃｏｂｂ角、椎体高度、椎间隙高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前与术后
多裂肌ＭＲＩ横断位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照组术后较术前明显减少（Ｐ＜０．０５）。结论　经椎
旁肌间隙入路治疗胸腰椎骨折可避免广泛剥离椎旁肌，进而保护了椎旁肌，减轻了术后腰背痛程度。

关键词：胸腰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椎旁肌间隙；多裂肌；腰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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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ｍｉｄｌｉｎ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ｏｐｅ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ｂａｃｋａｃｈ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ＭＲＩ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ｕｓａｒｅ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ｔｈｅｂａｃｋａｃｈ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０．０５），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ｏｂｂａｎｇｌｅ，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ｃ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ＲＩ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ｕｓａｒｅａ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ａｒａｓｐｉ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ｏｆｌｉｔｔｌｅｐａｒａｓｐｉｎ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ｏｒａ
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Ｉｔｃａ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ｐａｒａｓｐｉｎ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ａｃｋａｃ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ｐｅ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ｓｐｉ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ｕｓ
ｍｕｓｃｌｅ；Ｂａｃｋａｃｈｅ

　　胸腰段脊柱交界区由于其特殊的解剖结构脊柱损
伤的常见部位，随着我国交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胸

腰椎骨折发生率也逐年增高［１］。虽然目前随着对胸腰

椎骨折损伤的机制及诊治的认识不断深入，后路切开

复位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任然是临床上治疗本病最

常用的方法［２］，但手术方式及手术入路的最佳选择尚

存在不同看法。传统采用的后正中入路脊柱后路手

术，术中为了良好的手术视野保留，常需广泛剥离及长

时间牵拉椎旁肌，椎旁肌受损造成的椎旁肌缺血坏死

和失神经支配损伤进而导致术后并发症如医源性腰背

痛等，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３］，且部分患者在骨折愈合后

选择原入路取出内固定，则因原手术导致的脊柱后方

疤痕增生，解剖结构层次不清，给手术操作带来很大的

困难。为了减少手术对对椎旁肌的损伤，我们探讨胸

腰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中经椎旁肌间隙入路的临

床疗效并与传统后正中入路疗效进行对比，以探讨胸

腰椎骨折临床治疗方式的合理选择。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我院

作者单位：３２２００２浙江省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余献忠，Ｅｍａｉｌ：６７４９５９９１６＠ｑｑ．ｃｏｍ

骨科手术治疗治疗的７８例胸腰段（Ｔ１１～Ｌ２）骨折患
者，男性５１例，女性２７例，年龄２６～６１岁，患者均为
单节段脊柱新鲜骨折，手术时间在伤后１４ｄ以内，无
严重后柱损伤的爆裂性骨折，且椎管占位小于１／３，均
无需行椎管减压。ＴＬＩＳＳ评分［４］评价胸腰椎损伤严重

程度：５分以上５５例，５分１６例，４分７例；Ｆｒａｎｋｅｌ分
级Ｅ级５８例，Ｄ级２０例。排除标准：①手术时间距受
伤已超过１４ｄ；②如骨折脱位、Ｃｈａｎｃｅ骨折等单纯后
路撑开无法复位者；③合并明显的临床神经症状，或椎
管椎管占位＞１／３；④病理性骨折；⑤腰椎手术病史，合
并慢性腰痛病史或其他腰椎疾病如腰椎滑脱、腰椎间

盘突出症等。将７８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椎旁肌间
隙入路）和对照组（后正中入路），每组３９例，２组患者
在年龄、性别、致伤原因、损伤节段、ＴＬＩＳＳ评分、
Ｆｒａｎｋｅｌ分级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
对照组采用后正中入路：做正中切口，切开皮肤、皮下

组织，从棘突骨膜下直接剥离，将坚脊肌推开，将伤椎

及上下椎的椎板、关节突逐一显露，显露完成后，自动

拉钩将椎旁肌牵开，行椎弓根导针打入按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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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确认透视位置好，植入椎弓根螺钉，弯棒，撑开复

位，缝合；观察组采用椎旁肌间隙入路：以病椎为中心

作后正中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两侧均潜行分离，

在两侧将深筋膜切开（距正中约２ｃｍ处），触摸到关节
突后食指插入多裂肌与最长肌肌间隙并将其做钝性分

离，椎弓根导针打入按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法进行，透视确认位

置，拧入椎弓根螺钉，按照骨折部位生理曲度将连接棒

弯成所需角度，上棒，撑开复位，螺帽拧紧，将肌间隙筋

膜缝合。术后应用抗生素３～５ｄ，观察组患者麻醉清
醒后鼓励翻身，行腰背肌功能锻炼，对照组患者拔除引

流管管后行腰背肌功能锻炼。２组患者均定期门诊随
访半年。

表１　２组胸腰椎骨折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男性

（例）

致伤原因（例）

车祸 坠落

骨折部位（例）

Ｔ１１ Ｔ１２ Ｌ１ Ｌ２

受伤致手术

时间（ｈ）
Ｆｒａｎｋｅｌ分级
Ｄ级 Ｅ级

ＴＬＩＳＳ评分
４分 ５分 ＞５分

观察组 ３９ ４３．６±１２．７ ２４ ２４ １５ ６ １５ １３ ５ ２９．４±１２．３ １２ ２７ ３ ８ ２８
对照组 ３９ ４２．８±１３．５ ２７ ２６ １３ ７ １４ １２ ６ ３１．３±１５．１ ８ ３１ ４ ８ ２７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围手术期指标包括２组患者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有无切口及内固定等并发症等情

况；②影像学指标患者术前及术后椎体前缘高度、后凸
Ｃｏｂｂ角、椎间隙高度；③术后随访情况包括术前及术
后６个月腰背痛视觉模拟量表（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
ＶＡＳ）评分，术前、术后６个月同一骨折椎体磁共振相
同层面横断位多裂肌面积。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数
据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
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均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围手术期主要指标比较　２组患者手术
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术中出血
量、术后引流量及住院日在观察组明显少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２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及影像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术后腰背痛 ＶＡＳ评分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而术前术后２组患者在 Ｃｏｂｂ角、椎体高

度、椎间隙高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２　２组胸腰椎骨折患者围手术期主要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引流量（ｍｌ） 住院日（ｄ）

观察组 ３９ ７８．６±１２．８ １０９．５±２６．７ ５８．６±１６．７ ９．２±１．４
对照组 ３９ ８６．２±１４．７ ２２３．７±６０．４ａ １１６．７±３２．６ａ １１．４±１．６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多裂肌萎缩情况　观察组患者术前与
术后 ６个月多裂肌 ＭＲＩ横断位面积为（９５１．５±
２８８．６）ｍｍ２、（８３３．７±２９４．３）ｍｍ２，术前术后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横断位面积为（９４９．５±２２８．１）ｍｍ２、（６２７．６±１９２．２）
ｍｍ２，术后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患者并发症情况　２组患者均无切口感染、
皮下积液、切口裂开等并发症发生，在随访期间，两组

患者内固定均牢靠，无再骨折、螺钉松动、断钉、断棒等

内固定等严重并发症。

表３　２组胸腰椎骨折患者术后各项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术后ＶＡＳ评分
３ｄ ６个月

Ｃｏｂｂ角（°）
术前 术后

椎体高度 （％）
术前 术后

椎间隙高度（ｍｍ）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３９ ４．３４±１．２３ １．２９±０．６４ａ １８．１±４．７ １０．５±４．２ ４５．９±８．２ ８９．５±７．６ ４．８±２．２ ２３．４±６．３
对照组 ３９ ４．４２±１．３７ １．８２±０．７９ １７．９±３．９ １０．３±４．１ ４７．１±７．８ ９１．４±８．５ ５．０±２．３ ２２．８±７．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胸腰椎骨折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脊柱骨折，约占脊
柱骨折总数的５０％［５］，其原因在于这个区域是整个脊

柱瞬时运动的高应力应变区和三维自由度运动的应力

转折区。近年来，胸腰椎骨折的治疗方法随着现代生

物工程学、材料应用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也取得了不

断的进步，目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仍为胸腰椎骨折的

首选治疗方式。手术治疗的关键在于将后凸成角畸形

予以纠正，将骨折块的压迫予以解除，使脊柱的稳定性

及椎管正常力线得以重建，彻底减压神经组织并为神

经功能的恢复提供好的条件，同时尽可能减少手术带

来的创伤［６７］。后路切开复位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

是常用手术方式，传统的后正中入路需广泛剥离椎旁

肌（主要是多裂肌），虽然可获得良好的手术视野，但是

同时损伤了后方韧带复合体，导致术后椎旁肌萎缩，并

且术中腰背动脉后支的肌支和走行于肌肉深面的支配

神经容易受到损失［８９］，引起医源性损伤如肌肉缺血和

失神经性萎缩，增加了患者术后腰背痛的发生率［１０］。

有研究［１１］指出约有１５％的腰椎后路手术患者术后患
者残留不同程度的腰背部疼痛。

椎旁肌群的作用主要在于维持脊柱的稳定性，其

中作用最重要的为多裂肌［１２］。研究［１３］指出多裂肌可

在脊柱突然失衡时最先收缩，起到稳定脊柱、维持脊柱

正常力线、避免损伤的作用。目前胸腰椎骨折的内固

定治疗中，临床愈加重视经椎旁肌间隙入路进行后路

切开复位椎弓根钉棒系统［１４］。１９５９年 Ｗａｔｋｉｎｓ首次
提出从腰方肌和骶棘肌外侧进入的椎旁肌间隙，后来

Ｗｉｌｔｓｅ对此进行了改良，即从多裂肌与最长肌和髂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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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之间的肌间隙钝性分开直接进入关节突［１５］。本研

究采用的椎旁肌间隙入路为从多裂肌和最长肌的生理

间隙入路，从而避免了对椎旁肌的广泛剥离，减少了术

后瘢痕组织的生成。且该入路对多裂肌深面的神经和

血管的损伤较小，进而减少了术后多裂肌的缺血性和

失神经性退变的发生率；采用该入路时，肌间隙下方即

为椎弓根钉入点，同时手术暴露方向与进钉方面相同，

因而有利于进钉点的暴露并可直接到达内固定处，术

中不需要过度牵拉椎旁肌［１６１７］。本研究也表明术中出

血量、术后引流量及住院日在观察组明显少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腰背痛 ＶＡＳ评分方面明显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术前术后两组患者在 Ｃｏｂｂ
角、椎体高度、椎间隙高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因此椎旁肌间隙入路具有操作更简单，术
中出血少，能够明显减轻患者术后疼痛，对患者早期功

能锻炼有利，使术后腰背部疼痛的发生率降低并缓解

了术后疼痛程度。笔者观察术前及术后半年的磁共振

发现观察组患者手术前后多裂肌横断面积无明显改

变，而对照组患者多裂肌横断面积减少明显，表明椎旁

肌间隙入路对多列肌影响小，术后无明显萎缩。一般

认为肌间隙入路缺乏明显的解剖定位标志，且缺少对

多裂肌与最长肌间隙的详细解剖描述的文献资料，因

而认为其较传统入路困难。我们通过临床实践体会到

多裂肌最长肌间隙是自然存在的，大约在正中旁开２
ｃｍ处将筋膜切开后再用手指钝性分离即可准确找到
肌间隙。

综上所述，经椎旁肌间隙入路治疗胸腰椎骨折可

避免广泛剥离椎旁肌，进而保护了椎旁肌，改善了术后

腰背痛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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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颅脑损伤术后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８３例分析
路春雨，王斌，刘晓辉，张勇，吴晓东，丁伟

摘要：目的　探讨外颅脑损伤术后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的预防、诊断及治疗措施，降低颅脑损伤术后对侧颅内血
肿的发生率、提高及时诊出率、增加抢救与治疗成功率，改善患者预后。方法　对神经外科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
２０１３年８月６日共计８３例颅脑损伤术后发生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患者的病因、临床症状、诊断、治疗及预后结合
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性临床分析。结果　８３例患者均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进行随访，所有患者都随访６个
月。６个月后，按ＧＯＳ评分，恢复良好，生活自理者４７例，轻度残疾，生活基本自理者１６例，重度残疾，生活需要
照料者９例，植物生存，仅有最小反应者５例，死亡３例，失访３例。结论　颅脑损伤术后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在
临床上并非罕见，约占颅脑损伤手术患者的１０％，该疾病病情进展迅速，迟发性血肿会对患者造成二次打击并可
导致术后顽固性颅高压，使病情进行性加重并导致严重后果；部分患者病情隐蔽，不易被及时发现而贻误最佳抢

救时机，一旦病情恶化，可延长患者恢复期并使患者预后变差甚至导致患者死亡，合理的初次手术方案，及时合理

的影像学检查以早期发现，及时有效的处理是降低颅脑损伤术后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的发生率及改善患者预后、

提高生存质量的关键。

关键词：颅脑损伤术后；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１．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５９４０２

８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ｄｅｌａｙｅ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　
ＬＵＣｈｕｎｙｕ，ＷＡＮＧＢｉｎ，ＬＩＵＸｉ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Ｈｕａｉｂｅｉ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ｕｙａｎｇ２３５０００，Ａｎ
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ｌａｙｅ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
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ｒｅｓｃｕ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８３ｃａｓｅｓｄｅｌａｙｅ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
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ｗｅ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ａ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６ｍｏｎｔｈｓ，Ｇｌａｓｇｏｗ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ｃａｌｅ（ＧＯＳ）ｗａｓｕｓｅｄ
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４７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ｖ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６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ｌｉｖ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９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ｅｅｄｏｆｃａｒｅｉｎｌｉｆｅ，５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ｏｎｌｙｍｉｎｉｍａｌ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３ｃａｓｅｓｄｉｅｄａｎｄ３ｃａｓｅｓｌｏｓｔ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ｅｌａｙｅ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
ｍａｔｏｍ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ｑｕｉｃｋｌｙ，ｔｈｅｄｅｌａｙ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ｐｒｏ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ｅｒｉｏｄ，ｌｅａｄｔｏａ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ｅｖｅｎｄｅａｔｈ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ｂｙｔｉｍｅｌｙｉｍａｇ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Ｄｅｌａｙｅｄ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ｓ

　　颅脑损伤行开颅手术后对侧出现迟发性颅内血
肿，可导致术后顽固性颅高压，使病情进行性加重并导

致严重后果。我科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２０１３年８月６
日累计因颅脑损伤行手术治疗７２６例，术后２４ｈ内复
查头颅ＣＴ，有８３例发现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其中２９
例行二次手术治疗，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８３例患者中男性７３例，女性１０例；
年龄１２～７２岁，平均３２．３岁。其中交通事故４５例，
高处坠落伤２１例，殴击伤１７例。１８例术后２ｈ内复
查头颅ＣＴ发现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１８例中有１０例
急诊二次手术治疗，其余患者均在次日凌晨复查头颅

ＣＴ后发现并及时处理。８３例患者入院时均有不同程
度的意识障碍。嗜睡状态９例，昏睡状态１５例，伤后
立即出现昏迷２２例，伤后未立即昏迷但在数小时内出
现昏迷３７例。ＧＣＳ评分３～５分３例，６～８分１１例，
８～１１分５８例，１２分以上１１例。
１２　影像学检查　术前均行头颅ＣＴ检查，其中３５例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路春雨，Ｅｍａｉｌ：１０５３２５０１０５＠ｑｑ．ｃｏｍ

行颅骨三维重建，其中急性硬膜外血肿１２例，急性硬
膜下血肿２７例，硬膜下血肿合并脑内血肿 ４４例；５６
例合并对侧颅骨骨折，同侧颅骨骨折１８例，合并对侧
脑挫裂伤２２例。术后复查头颅ＣＴ发现对侧迟发性硬
膜外血肿６２例，其中有２７例行二次手术治疗，硬膜下
血肿５例，二次手术治疗１例，硬膜下血肿合并脑内血
肿８例，手术治疗１例，单纯脑内血肿８例，均未二次
手术。

１３　实验室检查　手术前均行凝血功能检查，其中
５７例有不同程度凝血功能障碍，主要为凝血酶原时间
延长及纤维蛋白原减少。术后则全部有不同程度的凝

血功能障碍。２９例二次手术的患者未再次行相关检
查。

１４　治疗方法　８３例患者均在入院后２ｈ内行手术
治疗。其中硬膜外血肿清除术１２例，硬膜下血肿清除
术＋去骨瓣减压７１例，其中有３２例同时清除脑内血
肿及清除额极或颞极，有１２例因脑内血肿量较少并且
位置较深，未予清除。有１８例因术中发现颅压较高或
对侧瞳孔散大，术后立即复查头颅 ＣＴ，其余患者均在
次日凌晨行头颅ＣＴ检查。所有８３例均发现对侧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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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血肿，其中２９例有手术指征并予二次手术治疗。二
次手术中单纯清除硬膜外血肿２７例，硬膜下血肿加去
骨瓣减压２例。

２　结　果
　　对于所有８３例患者进行随访，半年后按 ＧＯＳ评
分，恢复良好４７例，轻度残疾１６例，重度残疾９例，植
物生存５例，死亡３例，失访３例。

３　讨　论
　　合理的初次手术方案避免对侧迟发性血肿的发生
及早期发现并及时处理至关重要，一旦病情恶化，可延

长患者恢复期并使患者预后变差甚至死亡。合理的手

术方案及严密的观察、必要的检查可改善患者的预后。

术后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的发生机制，一般认为

有以下原因：①压力填塞效应。最初颅脑损伤后，首先
形成的血肿可能增加颅内压并对于对侧颅内出血部位

产生一定的填塞效应，延缓对侧血肿形成。当对患者

实施抢救后，比如手术减压，脱水降颅压等，可使填塞

效应减少甚至消失，促使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形

成［１２］。②血管直接损伤或因颅内血肿、肿胀脑组织压
迫而发生继发性损伤，致使血管壁破损、坏死、出血或

引起血管痉挛致小动脉各层缺血坏死而形成血肿［１２］。

③脑部急性损伤引起凝血功能障碍，研究表明颅脑损
伤可导致大量的凝血物质释放入血，激活了一系列凝

血链条，引起血液的高凝状态，大量的血小板凝血因子

被消耗，纤溶酶原的激活及纤维蛋白与纤溶酶的结合

过程均进一步激发了纤溶亢进的发生，凝血异常程度

与迟发性血肿的发生和预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３５］。

④低氧血症可使动脉压力增高，血管自主调节功能丧
失，使血液外渗形成对侧迟发性血肿。⑤患者术后烦
躁，可导致血压大幅度波动，诱发对侧迟发性血肿。⑥
高血压病，既往有高血压病的患者多伴有较为严重的

动脉粥样硬化，加之颅脑损伤时血管舒缩功能障碍，毛

细血管和微血管丧失自主调节功能，当血压和颅内压

急剧升高时，亦会造成血管损伤而发生迟发性颅内血

肿［６７］。

我们认为以下几种情况应予高度重视：①头颅 ＣＴ
提示患者有颅骨骨折，尤其是对侧粉碎性骨折或骨折

跨静脉窦；②术前发现对侧有脑挫裂伤或蛛网膜下腔
出血；③术中原因不明的脑膨出；④术后骨窗压力较
高；⑤术后出现对侧瞳孔散大；⑥术后意识障碍无好转
或好转后再次恶化的。对于有上述情况的患者目前很

多学者建议术中Ｂ超检查，对于早期发现对侧迟发性
颅内血肿效果较好，我院因手术室与 ＣＴ室距离较近
且ＣＴ扫描较为迅速，如有必要通常紧急行头颅 ＣＴ复
查，取得良好的效果。有研究表明迟发性血肿在初次

手术２４ｈ以内为高发期［４，８］，我院８３例患者均在术后
２４ｈ内复查头颅ＣＴ，而后复查头颅ＣＴ则较少发现，与
该学者研究无明显差异。因此我们认为２４ｈ内复查
头颅ＣＴ或其他相应检查对于对侧血肿的早期发现，
早期处理意义重大。有学者建议２４、４８、７２ｈ予动态
复查头颅ＣＴ，我们认为对提高对侧迟发性血肿的诊断

率，改善患者的预后有积极意义。

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对侧

迟发性血肿的形成：①颅脑损伤术前及术后均有不同
程度的凝血功能障碍，早期、足量应用止血药物能够一

定程度避免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②初次术前应仔细
阅片，有条件的地方可考虑行颅骨三维重建可早期发

现重要部位不易发现的骨折，有助于充分估计病情并

依据患者病情规划合理的手术方案。③控制性减压术
的应用。早期的颅内血肿、脑组织肿胀，对于对侧颅内

出血的部位产生一定的压力填塞效应，延缓甚至避免

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形成。因此术中应避免颅压骤降

导致压力填塞效应迅速消失。尤其是对于首发血肿

侧，应予梯次降低颅内压，具体做法为颅骨骨窗成型前

不提前剪开硬膜，避免颅内压下降过快，待处理好硬膜

后再分次剪开硬膜并逐渐清除血肿，形成梯次减压［９］，

可减少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的发生；有学者认为对于

对于术前对侧有骨折线横跨硬脑膜中动脉或静脉窦的

高危人群采用事前结扎硬脑膜中动脉并悬吊硬膜的办

法减少对侧迟发性硬膜外血肿的发生率，笔者认为对

于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应争取尽早开颅，早期减压，提高

初次手术的成功率，以改善患者预后。④对于较为烦
躁的患者，可予镇静药物应用，必要时予人工辅助呼吸

同时较大剂量应用镇静剂，可避免血压大幅波动。

颅脑损伤术后对侧迟发性颅内血肿进展迅速，如

不及时发现并处理会导致患者预后较差甚至死亡，合

理的初次手术方案以降低对侧迟发性血肿发生率以及

早期发现、及时有效的处理是改善预后、提高生存质量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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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４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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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ＡＲＤＳ患者镇痛镇静状态下呼吸力学改变的研究
李凡民

摘要：目的　探讨镇痛镇静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患者呼吸力学改变。方法　选择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１３
年４月期间入住本院重症医学科（ＩＣＵ）确诊为ＡＲＤＳ需要机械通气患者５１例，随机分为：常规机械通气组（Ａ组
２７例），镇痛镇静组（Ｂ组２４例），Ｂ组在 Ａ组基础上给予镇痛镇静治疗，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后气道平台压
（Ｐｐｌａｔ）、肺顺应性（Ｃｓｔ）、计算比较２组患者氧合指数（ＰａＯ２／ＦｉＯ２）。结果　２组患者治疗前气道平台压（Ｐｐｌａｔ）、
肺顺应性（Ｃｓｔ）、氧合指数（ＰａＯ２／ＦｉＯ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２组患者气道平台压（Ｐｐｌａｔ）均呈明显下降趋
势，２４、４８ｈ同时间点比较Ｂ组低于Ａ组（ｔ＝２．２２５，Ｐ＜０．０５；ｔ＝４．３６６，Ｐ＜０．０１）；肺顺应性（Ｃｓｔ）在治疗后呈明
显上升趋势，２４、４８ｈ比较Ｂ组高于Ａ组（ｔ＝２．５４６，Ｐ＜０．０５；ｔ＝３．１５２，Ｐ＜０．０１）；治疗后２组患者ＰａＯ２／ＦｉＯ２均
呈上升趋势，２４、４８ｈＢ组高于Ａ组（ｔ＝２．７４４，Ｐ＜０．０１；ｔ＝３．５６３，Ｐ＜０．０１）。结论　镇痛镇静对 ＡＲＤＳ患者呼
吸力学有正影响，改善肺氧合功能及顺应性，保护肺功能。

关键词：镇痛镇静；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呼吸力学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３．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５９６０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ａｎｄｓｅ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ＬＩＦａｎｍ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ＣＵ，Ｈｅｚｅ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ｅｚｅ２７４０３１，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ａｎｄｓｅ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ＲＤＳｗｅｒｅ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ｒａｎ
ｄｏｍｌｙｔ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①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②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ａｎｄｓｅｄ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ｌｏｗｔｉｄ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ｐａｓｍｏｄ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ａｂｏ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ａｎｄｓｅ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５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２４ｏｒ４８ｈ，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ｒｗａｙ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ｐｌａｔ）ａｎｄｌｕ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ｓｔ）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ＰａＯ２／ＦｉＯ２）ｏｆｔｈｅｍｗｅ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ＰｐｌａｔａｎｄＣｓｔａｎｄＰａＯ２／ＦｉＯ２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ｐｌａｔｒｅｄｕｃ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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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痛镇静治疗通过控制过度应激对重症患者的病
理生理产生影响，并起到预防多器官功能衰竭的作

用［１］。今天的镇痛镇静，已不仅仅局限于患者的舒服

和不躁动，其已经成为预防和治疗器官功能衰竭的重

要手段［２］。本文研究通过镇痛镇静对ＡＲＤＳ患者呼吸
力学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４月入住本院
重症医学科确诊为 ＡＲＤＳ患者６０例，利用 ＳＡＳ软件，
采用随机数字分组方法产生随机分组表，分为２组，每
组３０例，因患者死亡、自动出院等原因，实际５１例，所
有患者均接受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常规治疗组

（Ａ组）２７例（男性 １７例，女性 １０例），年龄 ３８～７３
岁，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２０．１±４．７。镇痛镇静组（Ｂ组）２４
例（男性１６例，女性８例），年龄４２～８０岁，ＡＰＡＣＨＥ
Ⅱ评分１９．８±５．７。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常规治疗组　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抗
感染，解痉平喘，应用小剂量激素，营养支持，维持水电

解质稳定，对症处理。呼吸治疗采用小潮量肺保护性

作者单位：２７４０３１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气策略压力控制通气 ＋呼气末正压（ＰＣＶ＋ＰＥＥＰ）
模式，平台压（Ｐｐｌａｔ≤３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呼吸频率１６～１８次／ｍｉｎ，潮气量８ｍｌ／ｋｇ，根据Ｐ
Ｖ曲线低位转折点压力＋２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
ｋＰａ）确定ＰＥＥＰ值。
１２２　镇痛镇静组　在常规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镇
痛镇静治疗，具体方法，芬太尼（湖北宜昌）０．５～１０
μｇ／（ｋｇ·ｈ）＋咪唑安定（徐州恩华）０．０５～０．３ｍｇ／
（ｋｇ·ｈ）。根据Ｒａｍａｙ镇静标准和ＦＰＳ镇痛标准调整
镇痛镇静药物剂量。

１２３　血气监测　采用 ＧＥＭ３０００血气分析仪，治疗
前，治疗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采集动脉血气分压（ＰａＯ２），并
同时记录吸氧体积分数（ＦｉＯ２），计算氧合指数（ＰａＯ２／
ＦｉＯ２）值。
１２４　呼吸力学监测　通过呼吸机（ＤｒａｇｅｒＥｖｉｔａ４）
监测２组治疗前，治疗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各时间点平台
压（Ｐｐｌａｔ）运用呼吸机自带功能采用呼吸暂停法记录
肺准静态顺应性（Ｃｓ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配对ｔ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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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组研究对象年龄、性别等基础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
前ＡＰＡＧＨＥⅡ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８９５，Ｐ＞
０．０５）。
２２　镇痛镇静对呼吸力学及血气分析的影响　治疗
前、治疗１２ｈ两组 Ｐｐｌａｔ、Ｃｓ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２４ｈ后２组 Ｐｐｌａｔ均呈明显下降趋
势，在２４ｈ、４８ｈ同时间点比较 Ｂ组低于 Ａ组（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Ｃｓｔ在治疗后呈上升趋势，２４ｈ、４８ｈ
比较Ｂ组高于Ａ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治疗前２组
ＰａＯ２／ＦｉＯ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
２组ＰａＯ２／ＦｉＯ２均呈上升趋势，Ｂ组在治疗２４ｈ、４８ｈ
同时间点与Ａ组比较均增加（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ＡＲＤＳ病例治疗前后Ｐｐｌａｔ、Ｃｓｔ、ＰａＯ２／ＦｉＯ２资料

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ｐｌａｔ（ｃｍＨ２Ｏ）

治疗前 治疗后１２ｈ 治疗后２４ｈ 治疗后４８ｈ
Ａ组 ２７ ２７．７±２．８ ２５．６±２．４ ２４．２±２．４ ２２．４±１．９
Ｂ组 ２４ ２８．１±１．８ ２５．５±１．８ ２２．１±２．２ １９．６±２．３
ｔ值 ０．４５２ ０．８８３ ２．２２５ ４．３６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组别 例数
Ｃｓｔ（ｍｌ／ｃｍＨ２Ｏ）

治疗前 治疗后１２ｈ 治疗后２４ｈ 治疗后４８ｈ
Ａ组 ２７ ２１．３±２．９ ２５．５±５．１ ２８．２±７．９ ２９．５±５．８
Ｂ组 ２４ ２２．９±３．２ ２６．３±４．６ ３３．９±７．３ ３５．６±５．９
ｔ值 ０．８７４ １．３８６ ２．５４６ ３．１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组别 例数
ＰａＯ２／ＦｉＯ２（ｍｍＨｇ）

治疗前 治疗后１２ｈ 治疗后２４ｈ 治疗后４８ｈ
Ａ组 ２７ １６３．８±４９．８１７８．５±６４．３１９０．４±５８．７２３３．６±５５．３
Ｂ组 ２４ １５９．１±５８．３１９８．７±５３．８２４８．１±８５．３２８７．９±３９．６
ｔ值 ０．３７９ １．１８１ ２．７４４ ３．５６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注：Ａ组为常规治疗组，Ｂ组为镇痛镇静组。

３　讨　论
　　对于重症医学而言，ＡＲＤＳ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话
题，虽然在今天ＡＲＤＳ的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
是其总的病死率仍高达４０％［３］。因此，改善 ＡＲＤＳ预
后成为重症医学的重要挑战之一。ＡＲＤＳ治疗包括病
因治疗和支持治疗。由于ＡＲＤＳ的突出表现为呼吸衰
竭，所以呼吸支持就成为 ＡＲＤＳ支持治疗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在众多的治疗策略中，循环医学证据显示能

明显改善ＡＲＤＳ预后的治疗仅有的两项为采用小潮气
量的保护性通气策略及重症ＡＲＤＳ中的镇静肌松药治
疗［４］。

美国的相关指南推荐，对于ＩＣＵ患者，镇痛镇静剂
应该使患者安全和舒适，而对于机械通气的患者来说，

必须镇痛镇静治疗［５］。我国的指南指出，患者有权利

获得足够的镇痛镇静治疗。马朋林教授的一项多中心

研究观察机械通气患者镇痛镇静的实际状况，完全没

有镇静的患者大约占一半的比例，对于机械通气患者，

也有近４０％的患者没有给予镇痛镇静治疗［６］。其原

因是镇痛镇静的作用认识不够，忽视了镇痛镇静的目

的不仅仅是让患者舒服，更重要的是对患者器官功能

的保护，对患者的预后也有好处。

镇痛镇静可改善ＡＲＤＳ患者氧合。对于ＡＲＤＳ患
者，肺泡塌陷引起呼吸窘迫是 ＡＲＤＳ病理基础。当平
静呼吸时，呼吸肌的氧耗占全身总体氧耗３％ ～５％，
而对于 ＡＲＤＳ患者来说，呼吸肌的氧耗可以增加到
５０％以上，此时机体通过增加心排出量等增加氧输送
的代偿是有限的，机体必然出现缺血、缺氧情况。但在

机体发生缺氧时，总是内脏器官做出“牺牲”，因此，肠

道、肾脏出现缺血、缺氧就是不可避免的［７］。，镇痛镇静

降低了患者的氧耗本研究ＡＲＤＳ患者实施镇痛镇静治
疗，治疗后患者ＰａＯ２／ＦｉＯ２均呈上升趋势，Ｂ组在治疗
２４ｈ、４８ｈ同时间点与 Ａ组比较均增加（Ｐ＜０．０１）。
患者呼吸肌及各脏器的氧耗降下来，也避免内脏器官

缺氧。镇痛镇静可改善 ＡＲＤＳ人机同步。ＡＲＤＳ患者
机械通气时，经常发生人机不同步的现象，表现在通气

时间、通气支持的水平的不同步，以及触发的不同步

等。人机不同步可以引起呼吸机疲劳，机械通气时间

延长，肺损伤加重等情况。不同步指数越高的患者，病

死率越高［８］。镇痛镇静可改善人机的不同步，机械通

气效率能够更好地发挥，使得整个气体在肺部的分步

更加均匀，Ｖ／Ｑ比率的改善，会更好地提高氧合。
镇痛镇静可避免呼吸机通气肺损伤。呼吸机相关

肺损伤一直被关注，不管是肺泡萎陷、气压伤、容积伤

或生物伤，都对 ＡＲＤＳ的预后有明显影响［９］。本研究

结果治疗后两组 Ｐｐｌａｔ均呈下降趋势，在２４ｈ、４８ｈ同
时间点比较Ｂ组低于 Ａ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显
示通过限制平台压可防止出现呼吸机相关肺损伤，实

际上限制平台压就是限制肺泡过度膨胀，改善肺顺应

性。机械通气患者有很强的自主呼吸时，平台压可能

不高，但是如果患者吸气非常强烈时，导致肺泡过度膨

胀，甚至破裂，出现明显的容积伤和气压伤。对于这类

患者，要限制平台压是能够低于２８ｃｍＨ２Ｏ，甚至有研
究认为低于２５ｃｍＨ２Ｏ，更需要关注肺顺应性。本研
究Ｃｓｔ在治疗后呈上升趋势，２４ｈ、４８ｈ比较 Ｂ组高于
Ａ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本研究观察了不同镇静水
平对肺顺应性的影响，镇静程度加深，肺顺应性会越

好。强烈提示对于呼吸窘迫明显的 ＡＲＤＳ患者，予以
镇静治疗可以改善肺顺应性。有研究镇静程度加深，

跨肺压会明显下降。强烈提示对于呼吸窘迫明显的

ＡＲＤＳ患者，予以镇静治疗可以降低跨肺压，防止肺泡
的过度膨胀，提高肺顺应性，减少肺损伤［１０］。

镇痛镇静可减少气道阻力，气道阻力增高不是

ＡＲＤＳ最突出的特征，这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不完全一样。对于哮喘患者而言，如果能够
给予合适的镇痛镇静治疗，气道阻力会明显下降。对

于ＣＯＰＤ患者而言，给予镇静治疗后，气道阻力也会明
显下降。对于ＣＯＰＤ患者，如果降低气道阻力，也能降
低呼吸肌的后负荷，从而减少呼吸做功。给予镇静治

疗后，气道阻力也会明显下降，降低呼吸肌的后负荷，

改善肺功能。

镇痛镇静可减轻炎症反应。过度的炎症反应依然

是导致ＡＲＤＳ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病理生理机制，调控
机体的炎症反应是 ＡＲＤＳ治疗的方向［１１］。体外试验

显示，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在体外培养 （下转第１６１６页）

·７９５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全科医学论著·

ＰＲＶＣ和容控 ＳＩＭＶ对 ＡＲＤＳ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陈启

摘要：目的　比较压力调节容量控制通气（ＰＲＶＣ）模式和容控同步间歇指令通气（容控 ＳＩＭＶ）模式对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在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ＩＣＵ
的住院患者中选取３１例诊断为ＡＲＤ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些患者随机分为容控ＳＩＭＶ组和ＰＲＶＣ组，２组年
龄、性别、机械通气前的血压及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Ｏ２）、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Ｏ２）、动脉血氧饱和度（ＳａＯ２）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测定患者通气６ｈ后的气道峰压、平台压，并对患者行血气分析检查测定 ＰａＯ２、
ＰａＣＯ２和ＳａＯ２，并测量２组患者的血压，比较上述指标之间的差异。结果　ＰＲＶＣ组患者的气道峰压、平台压均
低于容控ＳＩＭＶ组（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ＲＶＣ组的ＰａＯ２、ＳａＯ２均高于容控 ＳＩＭＶ组（Ｐ＜０．０５），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２组的ＰａＣＯ２、收缩压、舒张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
者的治疗来说，使用ＰＲＶＣ模式机械通气时气道峰压和平台压可能较使用容控ＳＩＭＶ模式低，且改善氧合的作用
可能优于容控ＳＩＭＶ模式，对血压的影响两者无明显差异，故ＰＲＶＣ模式或许是较容控 ＳＩＭＶ模式更为安全有效
的一种通气模式。

关键词：压力调节容量控制通气；容控同步间歇指令通气；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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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是发生于严重感
染、休克、创伤及烧伤等疾病过程中，由于肺泡上皮细

胞及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引起弥漫性肺间质及肺

泡水肿并导致的，以进行性低氧血症、呼吸窘迫为特征

的临床综合征，ＡＲＤＳ患者的肺容积减少、肺顺应性降
低和严重的通气／血流比例失调为其主要的病理生理
特征。近年来对 ＡＲＤＳ的研究及认识逐渐深入，对
ＡＲＤＳ的诊治水平逐渐提高，机械通气是治疗 ＡＲＤＳ
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同的机械通气模式可能对治疗

ＡＲＤＳ产生不同的效果。容控同步间歇指令通气（容
控ＳＩＭＶ）是一种常用的通气模式，正确运用能改善呼
吸衰竭患者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低氧血症和

高碳酸血症。压力调节容量控制通气（ＰＲＶＣ）每一次
通气都自动测算胸肺顺应性和容积／压力关系，从而调
节下一次吸气压力，以使实际潮气量与预设潮气量相

符［１］。有研究表明ＰＲＶＣ模式能有效改善新生儿呼吸
窘迫综合症的肺部呼吸功能且使呼吸机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率较低［２］。本研究对我院 ＩＣＵ内３１例 ＡＲＤＳ患
者机械通气治疗，旨在比较 ＰＲＶＣ与容控 ＳＩＭＶ这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ＩＣＵ

两种通气模式对ＡＲＤＳ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对血流动力
学的影响，以及哪种模式较少引起肺损伤。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在蚌
埠市第三人民医院 ＩＣＵ诊断为 ＡＲＤＳ的住院患者共
３１例，其中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２２～８２岁，包
括重症肺炎１５例，多发伤９例，感染性休克７例，诊断
依据１９９４年欧美联席会议提出的 ＡＲＤＳ诊断标准。
将ＡＲＤＳ患者随机分为ＰＲＶＣ组和容控ＳＩＭＶ组，２组
年龄、性别、机械通气前的血压及动脉血氧分压

（ＰａＯ２）、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Ｏ２）、动脉血氧饱和
度（ＳａＯ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经口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
及机械通气，使用呼吸机为 Ｖｅｌａ呼吸机，在机械通气
过程中使用ＥＣａｉＯＶ监测患者的气道峰压及平台压。
对容控 ＳＩＭＶ组患者使用容控 ＳＩＭＶ通气模式，对
ＰＲＶＣ组患者使用ＰＲＶＣ模式进行机械通气，２组呼吸
参数的设定：潮气量４～７ｍｌ／ｋｇ、呼吸频率１６～２０次／
ｍｉｎ、吸氧浓度 ５０％、压力支持水平 １２ｃｍＨ２Ｏ（１
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呼 气 末 正 压 （ＰＥＥ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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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Ｈ２Ｏ。在使用相应模式稳定通气６ｈ后记录气道峰
压、平台压，测量患者血压，并行血气分析检查，记录

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及ＳａＯ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数据以
（ｘ±ｓ）表示，采用两样本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ＰＲＶＣ组的气道峰压、平台压均明显低于容控
ＳＩＭＶ组（Ｐ＜０．０５），而 ＰａＯ２、ＳａＯ２均高于容控 ＳＩＭＶ
组（Ｐ＜０．０５）。２组间的ＰａＣＯ２、收缩压和舒张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种通气方法对ＡＲＤＳ患者呼吸力学、血气和血压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气道峰压

（ｃｍＨ２Ｏ）
平台压

（ｃｍＨ２Ｏ）
ＰａＯ２

（ｍｍＨｇ）

ＰａＣＯ２
（ｍｍＨｇ）

ＳａＯ２
收缩压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ｍｍＨｇ）
ＰＲＶＣ组 １５ ２８．００±５．２９ ２６．４０±３．８１ ７１．５３±１２．４７ ４１．６７±４．９８ ０．９３±０．０４ １２６．６７±１５．９７ ７３．５３±１１．８９
容控ＳＩＭＶ组 １６ ３２．１９±５．５５ａ ２９．３８±３．８３ａ ６３．００±９．１６ａ ４２．８１±５．５２ ０．９０±０．０４ａ １３０．６９±１５．３１ ８０．９４±１２．７１

　　注：与ＰＲＶ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在１９６７年由 Ａｓｈｂａｕｇｈ首先
提出，是急性呼吸衰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是临床常见

的危重症。此后随着医务人员对ＡＲＤＳ的逐渐重视其
发病率亦明显增高。ＡＲＤＳ的病死率一直较高，中国
上海市１５家成人 ＩＣＵ中 ２００１年 ３月—２００２年 ３月
ＡＲＤＳ患者的病死率高达６８．５％ ［３］。目前对ＡＲＤＳ的
治疗主要包括原发病的治疗、肺外器官的功能支持治

疗和呼吸支持治疗，机械通气是呼吸支持治疗的主要

方法，目前发展较为迅速，包括肺保护性通气策略、肺

复张、最适 ＰＥＥＰ的选择、俯卧位和半卧位通气、高频
振荡通气和液体通气等等。针对ＡＲＤＳ患者如何使用
机械通气更好地改善氧合、怎样机械通气对肺部的损

伤更小从而降低患者的病死率是大家一直关注的问

题。在机械通气的治疗过程中，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通

气模式的选择是一个重要方面，对 ＡＲＤＳ的疗效及预
后可能影响较大，本研究就是针对 ＡＲＤＳ患者使用
ＰＲＶＣ模式和容控ＳＩＭＶ模式通气进行比较，探索一种
对治疗ＡＲＤＳ更为安全有效的机械通气模式。

ＡＲＤＳ患者在接受机械通气时的气道压如气道峰
压、平台压过高，可使部分通气良好的肺单位过度扩张

和局部通气过度，使通气的肺单位和萎陷或实变的肺

泡及远端传导气道的结构结合处产生强大剪切力，从

而导致肺损伤包括气压伤的发生。由于 ＡＲＤＳ患者存
在着大量肺泡塌陷，肺容积明显减少，使用通常潮气量

通气易致肺泡过度膨胀和气道平台压力过高。既往研

究表明，对 ＡＲＤＳ患者机械通气时采用小潮气量通气
并使平台压小于３０ｃｍＨ２Ｏ能减少病死率

［４］，进一步

说明了较小气道压力的重要性，因此对平台压的限制

是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关键所在。近来研究表明，炎

症反应是机械通气所致肺损伤的主要发生机制。大鼠

由机械通气所致肺损伤其肺灌洗液标本中白细胞计

数、ＴＮＦα和蛋白总量明显增加［５］。还有研究指出短

时间的高气道峰压通气后大鼠的肺出现宏观和微观的

损伤、水肿、中性粒细胞募集，肺泡灌洗液和血浆中的

巨噬细胞炎症蛋白２和白介素１β（ＩＬ１β）水平增高，
以及肺热休克蛋白７０的表达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激
活［６］，说明高气道峰压可引起肺部炎症反应从而导致

肺损伤。以上研究说明在机械通气时尽可能保持较低

的气道压不仅可直接减轻力学方面对肺的损伤，而且

可能会通过减轻肺部的炎症反应来减轻肺损伤。既往

已有研究指出对心脏外科手术后的患者使用 ＰＲＶＣ模
式比使用压力控制通气模式有更低的吸气峰压、平均

气道压［７８］。本研究表明，ＰＲＶＣ组其气道峰压和平台
压均显著低于容控 ＳＩＭ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对于ＡＲＤＳ患者，使用ＰＲＶＣ模式比使用容控ＳＩＭＶ模
式时气道峰压及平台压较低，可能较少引起肺损伤包

括气压伤及肺部的炎性损伤，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通气

模式。黎材心等［９］发现针对老年危重急性哮喘患者应

用ＰＲＶＣ模式时吸气峰压较使用ＳＩＭＶ模式明显降低，
国内伍滔［１０］也发现，使用 ＰＲＶＣ模式通气比使用
ＳＩＭＶ模式通气吸气峰压明显降低，以上两个研究结果
均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既往有研究表明，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

重期的呼吸衰竭患者使用 ＰＲＶＣ模式 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的
改善不如使用容量控制通气模式的效果好。也曾有文

献报导，对于急性呼吸衰竭的患者使用 ＰＲＶＣ模式时
氧合的改善优于ＰＣＶ模式，而这两种模式对 ＰａＣＯ２的
影响无显著差异［１１］。王涛等［１２］研究认为气道压力释

放通气和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ＢＩＰＡＰ）对 ＡＲＤＳ患者
的氧合改善均优于 ＳＩＭＶ通气模式，其原因与这两种
通气模式能减轻肺水肿、保留患者的自主呼吸及更好

的改善通气／血流比例失调有关。目前为止 ＰＲＶＣ模
式与容控ＳＩＭＶ模式对ＡＲＤＳ患者ＰａＯ２和ＰａＣＯ２影响
的比较相关研究较少。在本研究中，ＰＲＶＣ组的 ＰａＯ２
及ＳａＯ２均高于容控ＳＩＭ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表
明ＰＲＶＣ模式比容控 ＳＩＭＶ模式可能能够更好地改善
ＡＲＤＳ患者的氧合。这可能是因为应用容控 ＳＩＭＶ模
式时气道峰压和平台压较高，导致肺泡过度扩张，可压

迫和闭合肺泡毛细血管，尤其是相对正常的可充气肺

泡毛细血管，并增加死腔通气，加重通气／血流比例失
调，从而氧合较差，而使用 ＰＲＶＣ模式的气道压较低，
上述情况相对不明显，氧合改善较好。ＳａｍａｎｔａｒａｙＡ
等［８］也发现对体外循环引起的血流分配失调的患者，

使用ＰＲＶＣ模式能减少肺内的分流，改善通气／血流比
例，从而改善氧合。容控 ＳＩＭＶ模式的气道峰压和平
台压较高，而高气道压可引起肺部的炎症反应，Ｈｕａｎｇ
Ｙ等［１３］发现微小ＲＮＡ在高气道压引起的肺部炎症反
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导致多种炎症介质的释放。气道

压高本身和其引发的炎症反应加重了肺部的损伤，不

利于氧合的改善，容控 ＳＩＭＶ模式改善氧合较差还可
能与此有关。本研究还发现，应用这两（下转第１６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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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不同治疗方案治疗青春期功血８２例临床分析
徐毛毛，李学华

摘要：目的　探讨中药和西药在治疗青春期功血临床中的疗效。方法　根据纳入标准收治８２例青春期功血患
者，均未婚，依从性较好，无性生活史，年龄１２～１９岁，平均年龄１６．２岁。阴道出血时间为５～７０ｄ，平均４０ｄ。
Ｈｂ６５～１００ｇ／Ｌ，经Ｂ超检查和血液检测，均无器质性和血液系统病变。依据随机对照原则，分为中药组和西药
组２组，每组各４１例，西药组口服补佳乐与黄体酮胶丸进行治疗；中药组口服左归丸治疗。３０ｄ后观察疗效、不
良反应、出血量纠正情况及随访６个月调经疗效。疗效、不良反应、出血量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检测方法采用显著性检验、χ２检验和ｔ检验。结果　西药组的控制出血时间是（３３．８±１１．８）ｈ，完全止血时
间是（５６．２±２２．７）ｈ，中药组的控制出血时间是（６０．５±１５．６）ｈ，完全止血时间是（７６．４±２３．６）ｈ，西药组在控制
出血时间和完全止血时间以及调经疗效上明显优于中药组，２组的疗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西药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是１４．６３％，中药组不良反应是４．８８％，西药组不良反应高于中药组，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青春期功血的治疗，西药组疗效优于中药组。
关键词：青春期功血；补佳乐；黄体酮胶丸；左归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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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ａｇｅｉｓ（６０．５±１５．６）ｈｏｕｒ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ｉｍｅｉｓ（７６．４±２３．６）ｈｏｕｒ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ｉｍｅｏｆ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４．６３％ 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４．８８％；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
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ｙ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ｐｕｂｅｒｔｙ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
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Ｐｒｏｇｙｎｏｖａ；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ｏｆｔ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Ｌｅｆｔ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ｐｉｌｌ

　　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青春期女性的常见
疾病。诱发青春期功血的因素包括体内激素失调、工

作学习压力大、月经期饮食不节、月经期过度劳累和遗

传因素等［１］。由于青春期女性神经内分泌调节功能发

育不完善，引起生殖内分泌紊乱从而造成的子宫异常

出血，一旦发生出血时间持续较长或大量出血均会导

致严重贫血，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２］。因此及时诊断

和规范治疗非常重要。我院对门诊及住院收治的８２
例青春期功血患者分别予以中、西医进行治疗。现分

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资料选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

基金项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０４０６０６Ｍ１７８）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市中医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徐毛毛，Ｅｍａｉｌ：ｋｘｔ００６＠ｓｉｎａ．ｃｏｍ

月来医院就诊的８２例青春期功血患者，均未婚，依从
性较好，无性生活史，年龄１２～１９岁，平均年龄１６．２
岁。阴道出血时间为５～７０ｄ，平均４０ｄ。Ｈｂ６５～１００
ｇ／Ｌ，经Ｂ超检查和血液检测，均无器质性和血液系统
病变。在患者自愿的基础上，依据随机对照原则，将所

有患者分为２组。即中药治疗组（简称中药组）和西
药治疗组（简称西药组），均４１例。２组患者在病程、
年龄、子宫内膜厚度、持续出血时间、贫血程度上均具

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依据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
材《妇产科学》（第７版），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是子宫
不规则出血，表现为月经周期紊乱，经量增多或不定，

经期长短不一，甚至大量出血［３］。出血前常有停经史，

出血期多不伴下腹疼痛或乳房胀痛现象；检查时多有

贫血貌；彩超提示子宫大小在正常范围；基础体温测定

常为单相型；雌、孕激素测定多无周期性，特别是孕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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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始终停留在增殖期水平。

１３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依据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
材《妇产科学》（第７版）：①与妊娠相关出血；②生殖
器官感染；③子宫附件等生殖器官肿瘤；④血液系统疾
病及其他重要脏器疾病；⑤生殖系统发育畸形；⑥甲状
腺疾病；⑦外源性激素及异物引起的不规则出血。
１４　疗效标准　所有病例均于用药后３０ｄ后观察疗
效，６个月后观察调经疗效。疗效判定标准：治愈：患
者于治疗后１周内止血，月经量及月经周期均恢复正
常并能维持３个月以上，同时基础体温为双相型，血红
蛋白恢复至１１０ｇ／Ｌ以上；好转：患者于治疗后１０ｄ内
止血，月经周期与月经量基本恢复正常但未能维持３
个月以上，或患者月经量减少及月经周期缩短，基础体

温呈不典型双相型，血红蛋白恢复至９０ｇ／Ｌ以上；无
效：患者治疗１０ｄ未见止血，患者月经周期及月经量
无明显改善，停药后出现病情反复［４］。

１５　治疗方法　西药组：采用补佳乐＋黄体酮胶丸治
疗，出血量大伴贫血患者，口服补佳乐３ｍｇ／次；每８ｈ
１次，连用３ｄ，一般２４～４８ｈ出血基本停止。血止３ｄ
后则减量１／３，即补佳乐１ｍｇ／次，每８ｈ１次，连用３
ｄ，再减量１／３，以此类推，减至１～２ｍｇ／ｄ，维持至血止
后２０ｄ。最后１０ｄ加用黄体酮胶丸２００ｍｇ／ｄ，停药后
５～７ｄ下次月经来潮。第２个月，从月经来潮的第５
天开始服用补佳乐１～２ｍｇ／ｄ，连服２１ｄ，最后１０ｄ加
用黄体酮胶丸２００ｍｇ／ｄ。此法连用３个月，停药后观
察，必要时可重复应用。

中药组：以左归丸为主进行治疗，辅以辨证论治，

出血量多者加用血余炭、仙鹤草、茜草炭，表现为肾气

虚者加用黄芪、党参摄血补气，阿胶、艾叶补血固冲摄

血。水煎服，早晚各１次，连服２１ｄ。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检验，采用χ２检验和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疗效比较　结果显示，中药组治愈２３例，好
转１５例，无效３例，治愈率为５６．１％；西药组治愈３５
例，好转６例，治愈率为 ８５．４％；２组比较 Ｐ＜０．０５。
详见表１。２组止血时间及出血量的比较，见表２。

表１　中西药治疗青春期功血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中药组 ４１ ２３（５６．１） １５（３６．５） ３（７．３）
西药组 ４１ ３５（８５．４） ６（１４．６） ０（０）
χ２值 ７．１３ ４．１０ １．３８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中西药治疗青春期功血止血时间及出血量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控制出血时间（ｈ） 完全止血时间（ｈ） 出血量（ｍｌ）

中药组 ４１ ６０．５±１５．６ ７６．４±２３．６ ３４．１±９．８
西药组 ４１ ３３．８±１１．８ ５６．２±２２．７ １５．６±７．２
ｔ值 ８．７４ ３．９５ ９．６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２　不良反应比较　中药组出现２例不良反应，均为
轻度腹泻，西药组出现６例不良反应，４例为恶心、呕

吐的胃肠道症状，１例为头晕伴恶心、呕吐，１例为转氨
酶轻度升高。详见表３。

表３　中西药治疗青春期功血不良反应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率（％）

中药组 ４１ ２ ４．８８
西药组 ４１ ６ １４．６３
χ２值 １．２５ １．２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青春期女性中枢神经系统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正
常功能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段时间，在月经初潮后３～
５年内逐渐发育成熟，逐渐形成正常的月经周期。如
果此时青春期女性受到应激、过度劳累等刺激或胰岛

素抵抗、肥胖等遗传因素的影响，极易导致青春期功血

的发生［５］。青春期功血主要病因系因为青春期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激素间的反馈调节机制发育不成熟，
尤其是下丘脑垂体对卵巢分泌的雌激素的正反馈反
应存在缺陷。卵泡虽有成批的生长，但却无成熟卵泡

排出。无排卵导致孕激素缺乏，雌激素绝对或相对不

足，口服大剂量补佳乐可促使子宫内膜迅速生长，短期

内修复创面而止血，而且可以上调孕激素受体，增加孕

激素止血效果［６］。黄体酮胶丸有拮抗雌激素作用，可

使增生期子宫内膜变为分泌期子宫内膜，撤药后使子

宫内膜完全脱落，达到止血、纠正贫血、调整周期的目

的［７］。另外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雌、孕激素短期应用于

青春期功血患者的治疗，其临床治疗效果较好，长期应

用还可预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人工周期是依据女性

卵巢的生理规律而适当补充外源性的雌激素和孕激素

成分，此治疗方法不仅对青春期功血的治疗有显著疗

效，还能促进子宫脏器的生长发育［８］。

青春期功血归属中医“崩漏”范畴。中医理论认

为，肾主生殖，其中肾天癸冲任胞宫与现代医学中的
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的功能相近。青春期功血的根
本原因所在是由于肾阴不足，肾气未充，脾失统血，后

天气血生化不足，血海空虚，以致冲任不固，经血非时

而下，遂成崩漏［９］。左归丸方中熟地黄滋肾补益精血，

山茱萸、旱莲草、枸杞子、女贞子补益肝肾、滋阴止血，

菟丝子以温补肾阳而化阴，党参补脾益气，少量怀牛膝

补肾活血，山药补益脾肾，诸药合用有补益脾肾养肝止

血之功效，以滋补为主，稍辅以温阳活血之品，使滋而

不碍，精血源源化生，冲任得固而崩漏自愈。故有育阴

潜阳，滋肾填阴之疗效，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方中菟丝

子酮类成分对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内分泌功能具有多
方位的影响［１０］。故对青春期功血有一定疗效，但中药

效果较慢，服用不便，对急性功血效果不佳。

青春期功血患者在临床上较为多见，对青春期女

性身心健康危害较大，若不及时治疗或错过了治疗的

最好时机，就有可能引起不孕症和其他疾病，所以在临

床上应遵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１１］。本研

究以中、西药两种治疗方法疗效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西

药组在控制出血时间和完全止血时间 （下转第１６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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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１５例临床分析
武晓敏，王佐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新
生儿科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１５例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资料。结果　发热１１例（７３．３％）；嗜
睡、反应低下７例（４６．７％）；少吃、少哭或拒奶５例（３３．３％），黄疸５例（３３．３％），前囟紧张、饱满８例（５３．３％）；
肌张力增高４例（２６．７％）；眼神呆滞、凝视３例（２０％）；惊厥３例（２０％）；腹胀６例（４０％），呼吸暂停伴皮肤青紫
１例（６．６７％）。肺出血１例（６．６７％）。治愈９例，好转４例，转上级医院１例，自动出院１例，无死亡病例。结
论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无典型的临床表现，可在败血症的基础上，细菌侵入脑膜而患病。临床症状和体征无特
异性，诊断识别有赖于细致的临床观察、血培养及脑脊液检查，合理应用有效抗生素、有力的支持疗法和积极周密

的护理是提高治愈率的关键。

关键词：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诊断；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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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是新生儿期细菌感染引起的
脑膜炎症。当原发病灶的细菌突破血脑屏障，抵达中

枢神经后将会导致化脓性脑膜炎的发生。国外多主张

对任何怀疑败血症患儿应常规作脑脊液检查［１］，以便

及早诊断化脓性脑膜炎并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本病

不易早期诊断，临床症状及体征常不典型，是新生儿期

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发病急，并发症多，

如未及时诊断及治疗，病死率高。我们回顾分析了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１５例新生儿化脓性
脑膜炎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

临床特点和治疗效果及预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新生儿科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
年６月收治了１５例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其中男１０
例，女５例，足月儿 １３例，早产儿 ２例，出生体重≥
２５００ｇ１１例，＜２５００ｇ４例。生后１周内发病５例，
１～２周发病６例，２周以上发病４例；羊水污染７例，
胎膜早破１８ｈ以上６例。
１２　临床表现　发热１１例（７３．３％），嗜睡、反应低下
７例（４６．７％），少吃、少哭或拒奶５例（３３．３％），黄疸
５例（３３．３％），前囟紧张、饱满８例（５３．３％）；肌张力
增高４例（２６．７％）；眼神呆滞、凝视３例（２０％）；惊厥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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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例（２０％）；腹胀６例（４０％），呼吸暂停伴皮肤青紫
１例（６．６７％）。肺出血１例（６．６７％）。
１３　辅助检查　血常规：白细胞计数（３．５～３４．０）×
１０９／Ｌ７例，其中＞３０×１０９／Ｌ１例，可见核左移与中毒
颗粒，同时伴有贫血。首次查 ＣＲＰ升高 １０例，ＣＲＰ
１０～３０ｍｇ／Ｌ３例，３０～５０ｍｇ／Ｌ４例，３ｄ后复查 ＣＲＰ
继续升高的１例；３ｄ后复查原ＣＲＰ不高５例患儿有４
例不同程度升高。

１４　脑脊液检查　本组患儿中，多数在发热后１～３ｄ
出现脑脊液异常表现；脑脊液常规检查：外观分别为清

亮、微混、混浊，同时伴有黄疸的为淡黄色。白细胞 ＞
３０×１０６／Ｌ，最高１５００×１０６／Ｌ。脑脊液生化：蛋白均有
不同程度升高，均＞０．４ｇ／Ｌ，１．０～２．０ｇ／Ｌ７例，２．０～
２．５ｇ／Ｌ４例，２．５～３．０ｇ／Ｌ３例，＞３．０ｇ／Ｌ１例；葡萄
糖１３例＜２．２ｍｍｏｌ／Ｌ，氯化物改变不明显。
１５　病原学检查　所有患儿入院后在抗生素使用前
均进行血培养检查，阳性的均进行药敏实验，通过血培

养和（或）ＣＳＦ培养找到病原菌，但部分患儿在入院前
曾在使用过抗生素治疗。本组血培养阳性６例，其中
大肠埃希菌１例，葡萄球菌３例，其中表皮葡萄球菌２
例，溶血葡萄球菌２例，无乳链球菌１例。脑脊液培养
阳性１例，为无乳链球菌。
１６　头颅影像学检查　有１０例行头颅ＣＴ或 ＭＲＩ检
查，其中正常的４例，异常的６例，侧脑室扩大脑积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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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脑实质出血１例，其中有１例双侧脑膜增厚，病变
部位双侧额、颞、枕部明显（建议头颅 ＭＲＩ增强，家长
拒绝），脑脓肿１例，脑实质低密度灶表现者１例。
１７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均采用抗生素治疗，病原菌
未明确前，选用能通过血脑屏障且能快速杀灭脑脊液

中的病原菌的抗生素静脉滴注。对病原菌未明确的初

始治疗我院常规选用头孢曲松钠１００ｍｇ／（ｋｇ·ｄ），每
１２ｈ一次（高胆红素患儿不予使用）或头孢噻肟钠２００
ｍｇ／（ｋｇ·ｄ）分２次静脉推注，同时联合青霉素素４０
万～６０万Ｕ／（ｋｇ·ｄ），每８ｈ一次。对于早产儿院内
感染的化脓性脑膜炎一般可选用美罗培南１０～４０ｍｇ
（ｋｇ·ｄ）。明确病原菌后根据药敏结果及临床疗效调
整能透过血脑屏障的抗生素，疗程３～４周。本组头孢
噻肟钠加青霉素５例，头孢曲松钠加青霉素１０例，根
据药敏结果换用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各１例，美罗培南
２例，同时给予对症支持治疗。治疗后每周复查脑脊
液常规、生化，血常规、超敏 ＣＲＰ。并根据第一次的血
培养结果决定是否再次复查，依病情复查头颅 ＣＴ或
ＭＲＩ，判断疗效，以便及时更改抗生素，提高治愈率，最
大程度地降低化脓性脑膜炎并发症和病死率。有３例
经治疗后７ｄ复查脑脊液正常，９例治疗１０～１４ｄ复
查脑脊液正常。１例治疗２１ｄ后复查脑脊液才逐渐恢
复正常。

１８　随访　电话通知患儿家长定期到儿童保健科随
诊。其中９例痊愈出院定期随访正常，２例出院时侧
脑室扩大脑积水，其中１例６月随访无改善行脑室腹
腔分流术。１例转上级医院治疗者和１例自动出院放
弃治疗者失访。

２　结　果
　　１５例患儿中，痊愈 ９例（６０％），好转 ４例
（２６．７％），自动出院１例（６．６７％），转上级医院１例
（６．６７％），无死亡病例。

３　讨　论
　　对于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诊断，病原学诊断是
金标准［１］，其中 ＣＳＦ的检查至关重要。根据诊断标
准：①体温异常（升高或降低），精神、哭声差，拒奶，面
色不好、激惹、惊厥以及凝视、尖叫等；②颅内感染表
现：前囟紧张饱满，骨缝增宽；③脑脊液检查：蛋白：足
月儿＞０．１～１．７ｇ／Ｌ，早产儿 ０．６５～１．５０ｇ／Ｌ；白细
胞＞２０×１０６／Ｌ，糖降低，蛋白升高；④ＣＳＦ细菌培养阳
性或涂片上可见细菌，本组１５例患儿均符合新生儿化
脓性脑膜炎的诊断。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系指出生后４周内化脓菌引
起的脑膜炎症，病情凶险，进展迅速，预后差。其发病

率约占活产儿为 ０．２‰ ～１．０‰，早产儿 ３‰，幸存者
４０％～５０％可留下失明、耳聋、癫痫、脑积水、智力或运
动障碍、智力或运动障碍后遗症［１］。在发达国家，新生

儿化脓性脑膜炎的病原以 Ｇ＋球菌为主，发病率约为
０．０３％，病死率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５０％下降到９０年
代的约４０％，但致残率没有明显下降［２］。化脓性脑膜

炎在新生儿期比其他年龄更常见，在发展中国家其病

死率达４０％ ～５８％［３］。胎膜早破、窒息、早产、宫内发

育迟缓、母亲有妇科炎症、患儿有皮肤感染、脐部炎症、

溶血、呼吸道和（或）消化道感染等均是本病易感因

素。国外研究显示，当胎膜早破＞１８ｈ，由Ｂ族链球菌
引起的早发性感染发生率明显增加［４］。另外，因体内

感染灶的致病菌通过血行及菌血症播散易致化脓性脑

膜炎，起病时的表现与败血症相似，故新生儿败血症患

儿极易并发化脓性脑膜炎。因新生儿败血症是严重危

害新生儿健康的疾病，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病原菌以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主，对于可疑败血症患儿应早

期进行血培养确定病原菌，并根据本地最可能的病原

菌选用相关抗生素［５］。临床诊断时应注意：所有细菌

性败血症均有导致化脓性脑膜炎的可能。本组患儿中

基础疾病排在最前的为败血症，其次为新生儿肺炎，第

三位是感染性腹泻。故对于临床诊断新生儿败血症的

病例应常规进行脑脊液检查，不需要一定有神经系统

症状时才做腰穿［６］。从文献报道来看，新生儿化脓性

脑膜炎的病原菌以 Ｇ＋球菌为主，但 Ｇ－杆菌的发生率
有上升趋势。生后第１周内发病者多为革兰氏阴性杆
菌所致产科感染，１周后发病者则以革兰氏阳性球菌
感染常见，常与呼吸道、消化道感染有关。主要致病菌

为大肠杆菌和葡萄球菌，以条件致病菌为主。

新生儿化脓早期表现不典型，脑脊液的异常改变

是诊断化脓性脑膜炎的金标准。有报道显示新生儿化

脓性脑膜炎有时早期脑脊液处于临界值，并不典型，

１～２ｄ后复查则改变典型，可能与腰穿时间早有
关［７］。这就提示我们临床医师如果遇到一些患儿脑脊

液处在临界状态的时候，一两天之后需再次复查，可能

会有典型的脑脊液的改变。对于临床高度怀疑化脑

者，在我们的实际临床诊疗过程中，第一次腰穿结果正

常，不能完全排除新生儿化脓的诊断，提倡必要时第２
次腰穿［８］。这就要求我们临床医师要进行连续细致的

临床观察和综合分析，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原发病的诊

断，忽视继发化脑的可能。另有研究显示Ｇ＋脑膜炎脑
脊液中ＣＲＰ变化不明显，而 Ｇ－脑膜炎脑脊液中 ＣＲＰ
明显升高，脑脊液与血清 ＣＲＰ比值升高，其变化对化
脓性脑膜炎病原菌的鉴别有一定的临床意义［９］。

本组资料中，以发热为主诉入院者１１例，即体温
升高者占７３．３％，体征主要为前囟饱满５３．３％，与国
内临床研究报道一致［１０］。新生儿化脑缺乏特征性表

现［１１］，如颅内压增高出现较晚，其肌肉不发达，肌力和

反应均底下，颈强直更少见［１２］。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

起病时的表现与败血症相似，症状、体征无特异性，常

有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症状，易与呼吸系统及消化系

统疾病相混淆。如本组患儿精神反应异常（嗜睡、反应

低下），黄疸，腹胀，双眼凝视；前囟紧张、饱满（多为化

脑晚期的表现）；肌张力增高；眼神呆滞；反应低下等，

由于新生儿囟门、颅缝尚未闭合，即使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引发脑水肿，也不一定会表现呕吐等颅高压的症状，

这是因为囟门、颅缝未闭合，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１３］。

有的患儿抽搐更不易被发现，可能仅表现吸吮、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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蹬腿样等动作。以上的不典型临床表现造成家长不能

轻易发现。故要求临床医师要细致地临床观察、及时

地行脑脊液检查。

ＣＳＦ培养阳性率低，ＢｅｎｄｉｎＭＲ等［１４］研究表明

ＣＳＦ培养确诊化脓性脑膜炎阳性率仅为０．６％，而美
国一项研究以及一项关于晚发性新生儿感染的研究显

示，ＣＳＦ培养的阳性率分别为 １．０％、１．３％ ～
３．５％［１５］。ＡｌｅｔａｙｅｂＭＨ等［１６］报道的一项研究中，血

和ＣＳＦ的培养阳性率为５８．０％。本组血培养阳性率
４０．０％，ＣＳＦ培养阳性率６．６７％。杨慧等［１７］报道的新

生儿化脓性脑膜炎 ４６例临床分析中，血培养阳性率
４５．７％，ＣＳＦ培养阳性率１５．２％。以上结果比较得出，
病原菌阳性率过低，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经治医师盲目

使用抗生素、ＣＳＦ标本不是原始标本等有关，提示临床
上务必慎重选用抗生素、尽可能留取原始 ＣＳＦ标本且
应多部位获取（如本组患儿在行血培养检查时均采用

的为上下肢两个部位）及采用多种实验检查手段以尽

可能找到病原菌［１７］。本组化脓性脑膜炎患儿，其中有

１例反复惊厥，给予苯巴比妥、安定止惊处理，效果不
佳，后改为咪达唑仑止惊。但在此过程中，患儿出现反

复呼吸暂停，氨茶碱兴奋呼吸中枢治疗，疗效欠佳，给

予机械通气辅助呼吸治疗１ｄ，患儿恢复了自主呼吸，
故在临床用镇静剂过程中要严密观察患儿的呼吸，以

防发生严重的呼吸抑制。另外１例化脑患儿表现为重
度黄疸伴腹胀，入院不久即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肺出血，

及时给予机械通气辅助呼吸治疗５ｄ后撤机。提示我
们临床医师在化脑的诊治过程中，要严密观察病情，及

时处理并发症的出现。

治疗方面，抗生素是治疗新生儿化脑的主要手段，

如何选用是重中之重，综合分析决定怎样才能合理应

用有效的抗生素。本组化脑患儿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

为主，主要是葡萄球菌及无乳链球菌。对青霉素耐药

率高，对含酶抑制剂的复方制剂耐药性少，部分耐药菌

仅对万古霉素和（或）利奈唑胺敏感。尽管多重耐药

的葡萄球菌感染率较高，但对于万古霉素的选择应慎

重。为了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尽可能减少选用万

古霉素的经验性治疗且仍应遵循限制万古霉素的临床

指南用药。革兰阴性菌主要是大肠埃希菌，多数对三

代头孢敏感，部分产 ＥＳＢＬ者对碳青霉烯类敏感。碳
青霉烯类中泰能有诱发抽搐的可能，一般选择美平（美

罗培南）或克倍宁（帕尼培南倍他米隆）。氨苄青霉素

对很多大肠杆菌不敏感，并且容易出现迟发性过敏反

应，故已不适用于治疗新生儿。化脑大多数对第三代

头孢菌素敏感，亦有用第三代头孢菌素、第四代头孢菌

素及美罗培南无效者，需换氯霉素。三代头孢中头孢

曲松因其具有广谱、高效、半衰期长等优点，在化脑治

疗中广泛应用，如疗效不佳，需考虑头孢曲松病原菌的

耐药性，但黄疸的早期新生儿需注意，因其与胆红素竞

争结合白蛋白，引起胆红素值进一步增高，导致黄疸加

重，需防止胆红素脑病。同时在未明确病原菌情况下，

多联合头孢曲松钠１００ｇ／（ｋｇ·ｄ），每１２ｈ一次，大剂
量青霉素４０～６０万 Ｕ／（ｋｇ·ｄ）分次静脉滴注。以后

再根据脑脊液细菌培养、血培养结果调整抗生素。治

疗化脓性脑膜炎的疗程应持续２１ｄ，或脑脊液中灭菌
后至少１４ｄ，任选时间长的一种。脑室膜炎的治疗，除
选用抗菌药物外，对于重症患儿，尚需向侧脑室插入保

留导管，每天或隔天注入有效抗生素，至脑脊液培养阴

转和常规化验接近正常。至于鞘内注射，因药物不会

上流至脑室，已不采用［１８］。

支持疗法不可忽视，这是近年来改善预后的重要

原因，给氧、注意纠正酸中毒、低血压和低血糖，保证充

足的脑血流灌注等，可酌情少量多次给予输新鲜血浆

或血，静注人血丙种免疫球蛋白等免疫疗法也可采用，

尤其对早产儿、极低出生体重儿［１９］。液体输入量控制

在６０～８０ｍｌ／（ｋｇ·ｄ），因脑膜炎时常伴脑积水。保
证电解质及液体平衡、能量供应、保暖及吸氧。糖皮质

激素地塞米松，具有如抗炎、抗风湿、抗过敏、免疫抑制

等多种作用，因此临床常用于治疗细菌感染和过敏性

疾病等［２０］。因争议过大，使用时应慎重。本组有４例
使用地塞米松。但有研究指出，地塞米松辅助抗生素

治疗化脓性脑膜炎，可缩短治疗时间［２１］。同时积极周

密的护理在整个化脑诊疗过程中亦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故早期细致的临床观察，血培养及脑脊液检查，合

理应用有效的抗生素，同时适当的脱水、降颅压、纠正

内环境紊乱，必要的营养支持和全面的护理是提高新

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治愈率和改善预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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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监测新生儿感染性疾病血清 Ｃ反应蛋白和
前白蛋白的临床研究

李宏

摘要：目的　通过监测血清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前白蛋白（ＰＡ）水平的变化，对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患儿进行综合
评价，以便早发现，并及时进行早期干预，减少后遗症的发生。方法　对１００例患感染性疾病新生儿及１００例非
感染性疾病新生儿于治疗前后抽取静脉血进行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前白蛋白（ＰＡ）测定。结果　新生儿感染性
疾病中血清ＣＲＰ增高而ＰＡ水平下降；治疗后ＣＲＰ水平明显下降，ＰＡ值恢复至正常水平（Ｐ＜０．０１），且血清ＣＲＰ
与ＰＡ水平呈负相关（ｒ＝－０．５５，Ｐ＜０．０５）。结论　血清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前白蛋白（ＰＡ）水平的变化可作为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诊断的灵敏指标之一，动态观察血清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前白蛋白（ＰＡ）水平的变化有助于观
察患儿疾病的演变和治疗的效果判定，以便正确指导治疗。

关键词：新生儿；感染性疾病；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前白蛋白（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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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ＲＰａｎｄＰＡｌｅｖｅｌ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ｅ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ｂｏｒ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ｅａｌｂｕｍｉｎ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仍是新生儿期常见的疾病之
一，尤其重症感染，如新生儿败血症、重症肺炎、化脓性

脑膜炎等，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

其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而且又缺乏早期特异性诊断

指标，常给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带来一定困难。本研

究通过测定新生儿血清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前白蛋
白（ＰＡ）水平的变化，以探讨血清ＣＲＰ与ＰＡ水平变化
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意义，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感染组：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８月
以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为诊断收入本院新生儿病房的

１００例患儿，均符合新生儿感染性疾病诊断标准［１］，男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５５例，女４５例；其中新生儿肺炎４４例，新生儿败血症
２２例，化脓性脑膜炎 ８例，感染性腹泻 ２６例。对照
组：同期在本科住院的非感染性疾病新生儿１００例，其
中男５２例，女４８例，其中新生儿黄疸４６例，新生儿出
血症９例，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４５例，均符合诊断
标准［２４］。２组患儿年龄、性别、体重、病程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１２　标本的采集　于患儿入院后治疗前采取静脉血，
送实验室检测白细胞计数及分类、血培养＋药敏实验、
血清ＣＲＰ与ＰＡ水平。临床感染症状控制后复查血清
ＣＲＰ与 ＰＡ水平。血清 ＣＲＰ正常参考值：＜５ｍｇ／Ｌ，
血清ＰＡ正常参考值：１７～４２ｍｇ／ｄ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
行统计学处理，计量数据结果以（ｘ±ｓ）表示，２组间

［１５］　ＣｈｉｂａＮ，ＭｕｒａｙａｍａＳＹ，ＭｏｎｚｕｍｉＭ，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ｉｇｈｔ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ｂｙ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ＣＲ［Ｊ］．Ｉｎｆｅｅ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９，１５（２）：９２９８．

［１６］　ＡｌｔｅｔａｙｅｂＭＨ，ＡｈｍａｄＦＳ，ＭａｓｏｏｄＤ．Ｅｌｅｖｌｅｙｅａｒ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ｉｎＡｈｖａｚ，Ｉｒａｎ［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ｎｔ，２０１０，５２
（３）：４６３４６６．

［１７］　杨慧，冯晋兴，林素芳，等．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４６例临床分析
［Ｊ］．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０（１）：１８２１．

［１８］　朱德新，孔祥永．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及治疗［Ｊ］．中

国医刊，２０１２，４７（３）：１３１４．
［１９］　赵骄宜，汤利，苏丹，等．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 ４７例临床分析

［Ｊ］．医学信息（上旬刊），２０１１，２４（１１）：２４５２４６．
［２０］　叶丽春．沐舒坦联合地塞米松治疗新生儿重症吸入性肺炎的疗

效研究［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５（９）：１４８４１４８５．
［２１］　吴云飞．辅用地塞米松治疗化脓性脑膜炎疗效观察［Ｊ］．中外医

疗，２０１１，３０（３）：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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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检
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感染组血清 ＣＲＰ明显增高而 ＰＡ水平下降显著
（χ２＝１７．５６，χ２＝１１．２３，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１；治疗后ＣＲＰ水平下降明显（χ２＝１５．７７，Ｐ＜
０．０１），ＰＡ值恢复至正常水平（χ２＝１０．８１，Ｐ＜０．０１），
分别见表２、表３。
表１　２组患儿治疗前血清ＣＲＰ和ＰＡ检测值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ＰＡ（ｍｇ／ｄｌ）

感染组 １００ ２３．２２±１．９８ａ １０．２５±１．２５ａ

对照组 １００ ２．３４±０．２２ ３４．２５±２．２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
表２　感染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ＣＲＰ检测值比较（ｘ±ｓ）

时间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治疗前 １００ ２３．２２±１．９８
治疗后 １００ ２．９０±０．３１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１。
表３　感染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ＰＡ检测值比较（ｘ±ｓ）

时间 例数 ＰＡ（ｍｇ／ｄｌ）

治疗前 １００ １０．２５±１．２５
治疗后 １００ ３１．５５±２．５５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近年来更新、更有效的消毒剂和抗生素相继问世，
但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居高不下，

是导致我国新生儿死亡和致残的重要因素之一。新生

儿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均不成熟：皮肤

黏膜薄嫩易损伤；脐残端未完全闭合；呼吸道纤毛运动

差；胃酸、胆酸少，杀菌力差；分泌型 ＩｇＡ缺乏；血脑屏
障发育未完善；血浆中补体水平低、调理素活性低、多

形核白细胞产生及储备均少，且趋化性及吞噬能力低

下；ＩｇＧ含量低；抗体免疫应答低下或迟缓；Ｔ细胞免疫
功能差。因此，新生儿对很多微生物高度易感，尤其是

细菌，胎龄、日龄越小，其免疫功能、局限感染能力越

差，感染越易扩散，常常导致新生儿肺炎、新生儿败血

症、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等；而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早期

的临床表现隐匿，缺乏特异性，血培养是其诊断的金标

准，但血培养结果需要一定时间，有些患儿在血培养前

已用过抗生素，给早期诊断带来一定困难［５］。对新生

儿感染性疾病做出早期、准确的诊断，及时给予有效抗

生素是进行治疗的基础，是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的

关键。血清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前白蛋白（ＰＡ）的检
测操作简单、快速、准确、敏感，而且需血量少［６］。

血清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的分子量为１０５５００［７］，
不耐热，６６℃ ３０ｍｉｎ即可被破坏，是由肝脏合成，
ＩＬ６、ＩＬ１β以及肿瘤坏死因子是其合成的最重要的调
节因子，正常合成率１～１０ｍｇ／ｄ，急性炎症时其合成
量明显增加［８］，当机体某组织发生炎症时，由巨噬细胞

释放白细胞介素（ＩＬ）等，刺激肝细胞合成 Ｃ反应蛋白
参与机体反应，尤其是细菌感染时，其合成量迅速增

加［９］，比正常值高几百倍甚至上千倍，在急性感染６～
８ｈ开始升高，２４～４８ｈ达到高峰，升高的幅度与感染

的程度呈正相关［１０］，而且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在疾病

治愈后其含量急速下降，１周内可恢复正常。因此，血
清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可作为感染性疾病急性期的衡
量指标之一，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监测以及抗生

素疗效观察等；另外，血清 Ｃ反应蛋白不受性别、年
龄、贫血、高球蛋白血症、妊娠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它优

于其它急性期的反应物质。

血清前白蛋白（ＰＡ）分子量为 ５．４万，半衰期为
１．９ｄ，在电泳分离时，常显示在白蛋白的前方，是典型
的急性负时相蛋白［１１］，也是由肝细胞合成的一种血清

蛋白质，可通过促进淋巴细胞的成熟来增加机体的免

疫力，在急性炎症、恶性肿瘤、创伤等急需合成蛋白质

情况下可急剧下降［１２］，当感染逐渐恢复时，ＰＡ水平也
随之升高而接近正常水平。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组与对照

组比较，其血清 ＣＲＰ水平明显增高而 ＰＡ水平显著下
降；经有效的治疗后，血清ＣＲＰ与ＰＡ水平均逐渐恢复
正常，且血清ＣＲＰ水平与ＰＡ水平呈负相关，与相关文
献报道相符［１３１５］。因此，动态监测血清 ＣＲＰ及 ＰＡ水
平有助于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以及

观察患儿疾病的演变和治疗的疗效。总之，检测血清

ＣＲＰ和ＰＡ水平的方法简便、敏感，是新生儿感染性疾
病的早期诊断的重要监测指标之一，而且对于判断患

儿病情和预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均有很好的临床指

导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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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铜陵市幼儿家长科学喂养知识调查
胡冬香

摘要：目的　为了解铜陵市家长科学喂养知识的掌握情况，探讨符合本地区特点的科学喂养健康教育内容和方
法，为今后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以２０１２年３—１２月由铜陵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儿童体检的家长共
１０１１人为调查人群，自制调查表，内容包括被调查者一般情况、４个月内母乳喂养、辅食添加、食物营养及吸收相
关知识等。结果　铜陵市幼儿家长科学喂养知识知晓率４９．５５％。家长对母乳喂养、辅食添加等知识掌握情况
较好；对食物是否含维生素Ａ、Ｄ、Ｃ及钙、铁、锌等营养元素及如何促进其吸收相关知识掌握欠缺；文化程度低
（χ２＝３７．８５９）及所处社会环境较差者（χ２＝２０．６３）科学喂养知识掌握率低，经 χ２检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结论　铜陵市仍需加强科学喂养知识宣传，特别是食物营养及吸收相关知识，通过多种渠道，使每
位家长都能接触并掌握，达到知、信、行上良好的统一，促进儿童健康。

关键词：科学喂养知识；儿童家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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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家长特别是父母是儿童的主要监护人，他们
是儿童保健知识的传播者和实践者，自身对儿童保健

科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儿童的健康影响很大，尤其是

母亲发挥着更大的作用［１］。家长缺乏科学的喂养知识

是造成婴幼儿喂养不当、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２］。当

今儿童保健工作以“促进健康，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３］为原则，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解铜陵

地区家长对儿童科学喂养知识掌握情况，探讨符合本

地区特点的科学喂养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使儿童

家长更好地掌握营养相关知识，为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提供条件，进行了本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市于２０１２年３—１２月来我院体检
及由我院进行“六一”体检的三所托幼园所儿童家长，

共１０１１人。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内容
包括被调查者一般情况、４个月内母乳喂养、辅食添加
情况、食物营养及营养吸收相关知识等，共１０题，每题
计１分，答对得１分，答错或不答不得分，总分１０分。
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填写，当场收回，对有疑问者当场

作者单位：２４４０００安徽省铜陵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

予以解答。得到有效问卷１０１１份。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录入，ＳＰＳＳ１７．０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幼儿家长 １０１１
人，其中男 ２６２人，女 ７４９人，父母填写 ９４８份，母亲
７４５人，父亲 ２０３人，祖（外）父母 ５３人，其他 １０人。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２９６人，高中（中专、中技）３３３
人，大专２０６人，本科及以上１７６人。职业分无业、个
体、工人、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

２２　家长科学喂养知识知晓情况　最高１０分，最低
１分，按 ６分及以上为知晓，知晓人数 ５０１，知晓率
４９．５５％，通过调查发现家长对母乳喂养相关内容、辅
食添加等知识掌握较好，而对食物是否含钙、铁、锌等

营养元素及促进其营养吸收相关知识掌握不够。见表

１。
２３　文化程度与科学喂养知识知晓情况　文化程度
影响调查对象对科学喂养知识的掌握情况，初中及以

下２９６人，知晓人数７７，知晓率２６．０１％；高中（中专、
中技）３３３人，知晓人数１８３，知晓率５４．９５％；大专２０６
人，知晓人数 １３２，知晓率 ６４．３９％；本科及以上 １７６
人，知晓人数１０９，知晓率６１．３９％。大专组最高，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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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组最低，大专组与其它文化程度科学喂养知晓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７．８５９，Ｐ＜０．００１）。
表１　１０１１名家长科学喂养知识知晓情况

问卷内容 正确人数 正确率（％）

４个月内母乳喂养 ６４４ ６３．７０
添加辅食的时间 ８１８ ８０．９０
添加辅食的顺序及原则 ８１７ ８０．８１
水果能否代替蔬菜 ７９３ ７８．４３
含锌丰富的食物 ３８０ ３７．５９
含铁丰富的食物 ４２１ ４１．６４
含钙丰富的食物 ７３０ ７２．２１
对眼睛有益的维生素类食物 ３５６ ３５．２１
吃哪些食物使铁易吸收 １１９ １１．７７
怎样使钙更易吸收 ２６６ ２６．３１

２４　不同职业与科学喂养知识知晓情况　不同职业
家长的科学喂养知识知晓率存在差异，无业４３４人，知
晓人数１５１，知晓率 ３４．７９％；个体 １１７人，知晓人数
７０，知晓率５９．８３％；工人２０２人，知晓人数１１６，知晓
率５７．４３％；专业技术人员１８３人，知晓人数１１７，知晓
率６３．９３％；行政管理人员７５人，知晓人数４７，知晓率
６２．６６％。专业技术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知晓率较高，
而无业者最低。专业技术人员与其它职业知晓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０．６３，Ｐ＜０．００１）。
２５　添加辅食知识的获得途径　调查结果表明，家长
获得科学喂养知识的途径由高到低依次为医务人员、

书本报刊、长辈、亲朋好友、网络电视等。

３　讨　论
３１　家长对儿童营养知识知晓高低不一　儿童营养
是儿童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家长缺乏科学喂养及食

物营养相关知识是导致婴幼儿喂养不当及营养缺乏的

主要原因。本次调查发现：①家长对母乳喂养、辅食添
加相关知识知晓率较高，这与我市多年来爱婴医院的

创建及儿童系统管理定期体格检查时医务人员对其进

行相关知识的宣传不无关系。但仍有７１人在３个月
之前添加辅食，８３人在８个月后添加辅食，其中１６名
甚至到１０～１２个月才开始添加辅食。我国现辅食添
加一般要求４～６个月开始，ＷＨＯ要求６个月开始添
加辅食。专家提倡添加辅食最早不早于４个月，最迟
不超过８个月，因过早添加辅食会导致乳量摄入减少，
不利于婴儿生长发育；过迟添加辅食不仅影响体格发

育，导致贫血，营养不良等疾病的发生，还会影响感知

觉发育［４］。②家长普遍对钙、铁、锌等营养元素及维生
素Ａ、Ｄ、Ｃ等营养相关知识知晓率低，而这些营养素的
缺乏将会导致儿童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发生佝偻病、营

养性缺铁性贫血和食欲减退甚至出现异食癖等；缺乏

钙、ＶｉｔＤ、ＶｉｔＡ等营养元素还会影响乳牙釉质发育，易
患龋齿，患龋后不仅引起疼痛，还影响咀嚼和消化功

能，儿童乳龋与生长发育的关系即相互伴随又互为因

果［５］。因而帮助家长掌握哪些食物含有对儿童有益的

营养元素、维生素及如何更好地帮助吸收等相关知识，

可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提高儿童身体素质。

３２　文化程度低、社会环境较差的家长科学喂养知识

有待提高　文化程度高的家长明显比文化程度低的家
长科学喂养知识知晓率高。不同职业知晓率也存在差

异，无业及工人知晓率低。这与付桂芝报道一致［６］。

提示我们今后的工作应以提高文化程度较低及社会环

境较差的母亲的科学喂养知识水平。需要注重家长的

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式。可利用社区、

计生等宣传栏，使邻里和长辈之间，与她们互相交流，

让她们从知识上感到通俗易懂，转变为态度和行为上

可行，达到知、信、行良好的统一。培养正确的行为，是

开展居民健康教育的最终目标［７］。

３３　母乳喂养率未明显下降　本次调查４个月内纯
母乳喂养达到６３．７０％，达到了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儿童发展
纲要的０～６个月内纯母乳喂养５０％的目标，这与多
年来爱婴医院的长效管理、母乳喂养好处的大力宣传

等措施密不可分，特别是现在代乳品的安全性受到怀

疑时，她们大都愿意用母乳喂养自己的孩子。但有报

道一些地区近年来母乳喂养率呈下降趋势［８］，所以我

们需巩固成果，利用多种方式最大限度消除不利于母

乳喂养的因素。张悦等［９］报道采用门诊和孕妇学校结

合的宣教方式有利于提高母乳喂养率。

３４　医务人员需通过多渠道普及科学喂养知识　调
查发现医务人员是家长获取喂养知识的主要途径，这

使我们即感到欣慰又觉得肩负着一份责任。儿童定期

体检从８０年代后期的“双优双保”到现在的纳入民生
工程，经过多年的发展，儿童系统管理率逐步提高，家

长接触医务人员特别是儿保医生的机会越来越多，督

促我们在进行儿童保健服务时，对待每位儿童家长的

指导与咨询均应准确、详细，以起到确实有效的作用。

从围生期到儿童各期包括妇、儿保医生及儿科医护人

员在内都应在诊疗疾病过程中开展有针对性的多种健

康教育方式；并利用广播、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

以及医疗保健机构举办的“妈妈班”、“孕妇学校”对家

长进行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的宣传教育。有调查发现

在孕妇宝宝学校增加育儿营养知识培训内容，能有效

增加科学育儿知识的知晓率和婴儿出生后的营养［１０］。

定期儿童保健是医务人员帮助家长掌握科学喂养知识

最好的健康教育方式［１１］，医务人员可通过面对面咨

询、座谈会交流、发放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宣传册等

形式，力求让每位家长了解科学喂养知识，掌握科学育

儿方法，注意各种营养元素的摄入，保证儿童生长发育

所需的各种营养素。我们相信，随着今后我国对儿童

越来越重视，儿童食品强化有益营养素的添加，民生工

程的推进，家长接触科学喂养知识的机会越来越多，科

学喂养知识的知晓率定会得到提升，从而使广大儿童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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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认可。

３３　外固定架在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
中的应用价值　外固定架抑制患者持续出血主要是通
过对骨折断面的有效复位，将骨折面出血进行抑制，并

且持久降低骨盆容积，其作用机制与血管填塞物相同，

通过填塞效应将静脉与动脉的出血情况缓解。对于骨

折情况稳定后的患者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以预

防搬动时造成的血栓脱落，也不会对血管造成二次伤

害，存在升压的作用，保证患者的及时抢救，为进一步

开展临床施治提供了便利［１４１５］。多数学者认为骨盆外

固定器对于旋转不稳定的骨盆环骨折可提供牢固固定

的作用直至骨折愈合。此外外固定架可以作为骨盆骨

折患者伴发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急诊救治的主要措

施，还可用于旋转不稳但垂直稳定的伴有血流动力学

不稳定的骨盆骨折确定性治疗。

另外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大多存

在低氧血症、酸中毒、低体温、创伤性凝血病及呼吸功

能不全等严重创伤并发症，重症医学医师应维护患者

基本生命体征相对稳定，将 ＩＣＵ功能前移以便利于外
固定术的早日顺利实施。

本次研究中共选取６３例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
不稳定患者，其中３０例患者未给予外固定架的相关治
疗，另３３例患者开展外固定治疗。所有患者入院后均
开展了相关的必要抢救措施，依据 ＣＲＡＳＨＰＬＡＮ的具
体程序进行检查工作，有效保证患者的呼吸道畅通并

建立了静脉通道，检测体内各循环情况。针对患者的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还给予了羟乙基淀粉注射液和平衡

液的限制性容量复苏。保证患者血压平稳的同时增加

血浆与红细胞的输入。３３例观察组患者开展骨盆外
固定手术后获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本组６３例
患者中观察组１例患者因严重颅脑损伤致死，对照组
３例患者因失血量过多致死。观察组患者的病死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于颅脑损伤致死的１例患者于外固定治疗
的具体开展并不存在相关性，而失血性休克引发死亡

的３例患者进一步证实了，该类患者中以失血性休克
为主要致死因素的相关理论研究。对照组患者纠正率

为７０．０％，观察组患者纠正率为９０．９％，观察组显著
好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的 ＩＳＳ评分为
１１．７±１．９，观察组患者的 ＩＳＳ评分为９．８±０．７，观察
组显著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提示外固定治疗可以有效缓解骨盆骨折伴血流动力学

不稳定患者的临床表现，降低出血总量，提高患者的纠

正率。

综上所述，骨盆骨折伴血液动力学不稳定患者经

常会发生无法控制的出血现象，经常会引发严重休克

或大出血，这也是该病患者病死率高的主要原因。临

床收治后应该立刻给予控制出血、固定骨折部位以及

调节血流动力学的急救措施。针对该类患者，在临床

治疗时应该及时采取外固定支架的相关治疗，可以将

骨盆容积有效控制，降低了断端的出血总量，并且支架

操作方法简单，对患者造成的损伤较少，不会对血管产

生不良影响，具有确切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推

广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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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鼠神经生长因子对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行为
神经的影响

陈国庆

摘要：目的　探讨应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来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临床效果并分析其对患者行为神经的影
响。方法　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在浙江省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的缺血缺氧性脑病新生儿中随机抽取７０
例，按照随机分配与自愿的原则，平均分为Ａ组和 Ｂ组。３５例 Ａ组患者采用胞二磷胆碱和脑活素进行治疗；３５
例Ｂ组患者则采用鼠神经生长因子进行治疗。观察并比较２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意识、肌张力等症状改善状
态以及患者的行为神经得分情况。结果　治疗后Ｂ组患者的总体有效率可达９４．２９％，Ａ组仅为７１．４３％，Ｂ组
显著高于Ａ组；且Ｂ组患者在治疗４周后的行为神经评分中获得（３６．５±３．５）分，也远高于Ａ组的（３１．７±１．９）
分；此外，Ｂ组患者的各症状恢复时间也明显比Ａ组短，且２组各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鼠神经生长因子在治疗有缺血缺氧性脑病的新生儿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该方法可有效缓解患者症状，提高

治疗效率，改善患者行为神经功能。

关键词：鼠神经生长因子；缺血缺氧性脑病，新生儿；行为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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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ｈｅ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３６．５±３．５，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３１．７±１．９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４ｗｅｅｋ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ｍｏｕｓｅＮＧＦｈａｓ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ＨＩＥａｎｄ
ｃａｎｒｅｌｉｅ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ｕｓｅｎｅｒ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ＨＩＥ），一般是指出现在
围产期或新生儿期间的由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等所

引起的脑部损伤。临床上出现一系列中枢神经异常的

表现，是新生儿期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是围生

期脑损伤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其发生率较高，严重者可

引起新生儿死亡和神经系统发育障碍。神经生长因子

是一类可促使中枢及周围神经元生长、发育以及修复

再生的神经营养因子［１２］。神经生长因子可在形态、结

构和功能诸方面影响神经元分化，对神经系统的修复

起到一定作用。本文为探析鼠神经生长因子在新生儿

ＨＩＥ治疗方面的临床效果以及其在患儿行为神经方面
的影响，我院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期间来院
进行治疗的ＨＩＥ新生儿中随机抽取了７０例进行分析
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在我
院进行治疗的 ＨＩＥ新生儿中随机抽取７０例，其中男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４杭州市，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

３８例，女３２例，平均胎龄（２８５±１７）ｄ，平均出生体重
（２．８８±０．２１）ｋｇ。所选患者均符合新生儿 ＨＩＥ诊断
与分度标准［３］。根据分度标准所选患者中有２２例轻
度患者、３６例中度患者、１２例重度患者，且所有患者的
监护人均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选患者还排除

有因产伤、宫内感染等原因所导致的颅内出血，以及有

严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按随机分配与自愿的

原则，将所选７０例ＨＩＥ患者平均分成Ａ、Ｂ组２组，每
组各３５例。２组患儿性别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儿均给予降颅压、针剂等常规
支持治疗。在此基础上，３５例Ａ组患者每天静脉滴注
１２５ｍｇ的胞二磷胆碱与５ｍｌ的脑活素；而３５例 Ｂ组
患者则每天加用３０μｇ的鼠神经生长因子进行辅助治
疗，具体用药采用肌肉注射的方式，以２周为一个治疗
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后对患儿的症状改善情况进行
评价，其中，该标准可将治疗效果分为显著有效、有效

和无效３类［４］。治疗过程中观察并记录 ２组患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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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反射、肌张力等症状的改善时间与症状缓解情况。

根据行为神经评分（ＮＢＮＡ）准则对治疗１、２与４周后
的２组患儿进行打分测评。ＮＢＮＡ评分具体评分标准
参照文献［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所选７０例
新生儿ＨＩＥ患者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计量
资料的比较使用ｔ检验，采用（ｘ±ｓ）的形式来描述该
统计结果；对计数资料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患儿治疗的总有效
率为该组治疗达显著有效状态和有效状态的患者所占

比例，Ａ组３５例患儿中治疗后仍有１０例患儿无效，其
总体治疗有效率仅为７１．４３％，而 Ｂ组３５例患者中仅
有 ２例患儿治疗无效，其总体治疗有效率高达
９４．２９％，该比例显著高于Ａ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ＨＩＥ患儿的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著有效 有效 无效 总体有效率（％）

Ａ组 ３５ １５ １０ １０ ７１．４３
Ｂ组 ３５ ２０ １３ ２ ９４．２９
χ２值 ６．４３９
Ｐ值 ０．０４０

２２　２组患儿症状改善情况　治疗过程中，观察并统
计各组患儿的各项症状恢复改善时间，具体数据见表

２。Ｂ组患儿无论是在惊厥改善时间还是在意识、肌肉
力及反射等方面的恢复时间都要短于 Ａ组相应恢复
改善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ＨＩＥ患儿症状改善情况（ｘ±ｓ，ｄ）

组别 例数 意识恢复 肌张力恢复 反射恢复 惊厥改善

Ａ组 ３５ ７．０±２．５ １０．４±３．６ ９．５±２．４ ５．８±１．０
Ｂ组 ３５ ４．４±１．７ ７．０±２．４ ６．２±１．３ ４．０±１．１
ｔ值 ７．１５７ ６．１５６ ９．４１７ ６．７６７
Ｐ值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４

　　分别在治疗１周、２周及４周后对２组患儿进行
ＮＢＮＡ测评，由表３可见 Ｂ组患儿在治疗４周后的行
为神经评分中获得（３６．５±３．５）分，远高于 Ａ组的
（３１．７±１．９）分。Ｂ组患儿在治疗 １周与 ２周后的
ＮＢＮＡ得分也要高于 Ａ组，且２组各时期的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ＨＩＥ患儿的ＮＢＮＡ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ＮＢＮＡ得分（分）

１周 ２周 ４周
Ａ组 ３５ ２８．９±１．８ ３０．９±２．１ ３１．７±１．９
Ｂ组 ３５ ３３．９±２．９ ３５．２±２．７ ３６．５±３．５
ｔ值 ６．０３８ ６．８０６ ７．５６９
Ｐ值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３

３　讨　论
　　新生儿ＨＩＥ为新生儿期危害最大的常见病之一，
为患儿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新生儿 ＨＩＥ
的病理变化由于胎龄，损伤性质和程度等因素不同变

化很大。患儿还常会合并颅内出血、合并心肌损害［６］

等并发症，严重威胁着新生儿的生命健康。对该病的

治疗临床常采用红细胞生成素、抗调亡药物以及神经

营养因子等药物手段治疗［７８］或采用亚低温疗法等综

合性手段治疗［９］。在药物手段的治疗方法中最早发现

应用且研究最透彻的一类神经营养因子为神经生长因

子。该因子是一种神经细胞生长调节因子，它不但有

神经元营养，还能促进突起生长，具备双重生物学功

能。

神经生长因子在中枢及周围神经元的发育、分化

及修复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１０１１］。在外周神

经系统中，该因子的主要来源是由神经嵴神经元支配

的靶组织产生，继而会被这些神经元轴突摄取，然后逆

行运输到细胞中。再经多种信号转导等途径来调节神

经细胞的基因转录，故可有效发挥其生物效应。神经

生长因子是一种多肽链，广泛存在于各种哺乳动物体

内，以成年雄性小鼠的下颌下腺中的含量最高。鼠神

经因子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中［１２］。本文为探析鼠神经生长因子在治疗新生儿

ＨＩＥ方面的临床效果及其对患儿行为神经的影响。从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新生儿 ＨＩＥ患儿中抽取了７０例进
行分组治疗对比。研究中的 Ａ组患儿采用胞二磷胆
碱和脑活素进行治疗；而 Ｂ组则采用鼠神经生长因子
进行治疗。研究使用的鼠神经生长因子，其主要成份

是从小鼠颌下腺中提取纯化的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

２．６５×１０４的生物活性蛋白，与人类的神经生长因子高
度同源，同源性高达９０％以上。鼠神经生长因子对神
经细胞的起到一定的营养作用，可维持神经细胞生存，

并促进神经损伤修复。从本研究中的结果来看，Ａ组
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仅为７１．４３％，远远低于 Ｂ组为
９４．２９％；且Ｂ组患儿无论是在惊厥改善时间还是在意
识、肌肉力及反射等方面的恢复时间都要短于 Ａ组相
应恢复改善时间；其在行为神经评分中的分数也要高

于Ａ组。由此可见，鼠神经生长因子在新生儿 ＨＩＥ治
疗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本组新生儿 ＨＩＥ患儿获得
了很好的临床治疗疗效。

总之，鼠神经生长因子在治疗患有 ＨＩＥ的新生儿
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该方法可有效缓解患儿症

状，提高治疗效率，改善患儿行为神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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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皮下负压引流在妇产科患者腹部切口改良缝合中的应用
张莉亚，杜媛媛

摘要：目的　观察妇产科肥胖患者下腹部纵形切口皮下脂肪层不缝合改用皮下硅胶管持续负压引流，对预防术
后腹壁切口脂肪液化的效果。方法　选取妇产科肥胖患者４００例，纳入标准：①腹部切口皮下脂肪层厚度≥３
ｃｍ；②术前排除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及重度贫血等合并症；③手术切口方式均为下腹部纵形切口。其中对照组
２４０例，观察组１６０例。观察组在腹直肌前鞘与皮下脂肪间置硅胶负压引流管１根，脂肪层不单独缝合，皮肤采用
４０可吸收线皮内缝合。对照组不置负压引流，脂肪层采用１号丝线间断缝合，皮肤采用４０可吸收线皮内缝合。
结果　观察组切口脂肪液化发生率、切口愈合时间及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术后皮下脂肪
层不缝合联合硅胶管负压引流装置对肥胖病人腹壁切口脂肪液化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关键词：手术切口；脂肪液化；负压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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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ｏｂ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ｐｅｎ
ｆａｔｌａｙ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ｔ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Ｆａｔ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切口脂肪液化是切口内大量脂肪细胞破裂后，细
胞内脂肪颗粒分解、外溢，形成液性油脂，积聚于切口

内的现象。对于腹部切口，脂肪液化一般发生于皮下

脂肪层。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切口感染所致切口液

化的发生率已明显下降，但是因肥胖、高频电刀广泛使

用等所致切口脂肪液化发生率则有明显增加［１２］。切

口脂肪液化不仅会延长切口愈合时间，增加患者经济

负担，而且浪费医疗资源，加大医务人员工作量，同时

也影响了医患关系。目前，预防脂肪液化多采用术后

预防性放置皮下引流，但是皮下脂肪层仍然采用单独

缝合。现我院采用皮下脂肪层不缝合联合硅胶管负压

引流方法，改善缝合技术，脂肪层不单独缝合、皮肤层

给予皮内缝合，外加腹带加压包扎。该方法能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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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杜媛媛，Ｅｍａｉｌ：ｄｙｙ３４１７＠ｓｉｎａ．ｃｏｍ

预防肥胖患者手术后切口脂肪液化的发生率，减少手

术时间，有利于切口的愈合及美观。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
２０１０年 ６月—２０１３年 ６月肥胖患者共 ４００例。将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采用传统缝合皮肤切口处
理的肥胖患者２４０例作为对照组；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
年６月采用腹部切口皮下负压引流改良缝合的肥胖患
者１６０例作为观察组。其中对照组年龄２２～６０岁，平
均（４２．４±１１．６）岁，腹部切口皮下脂肪层厚度３～１４
ｃｍ，平均（７．３±３．５）ｃｍ；观察组年龄２２～５９岁，平均
（４２．６±１１．５）岁，腹部切口皮下脂肪层厚度 ３～１５
ｃｍ，平均（７．２±３．７）ｃｍ。
１２　纳入标准　①下腹部切口皮下脂肪层厚度≥３
ｃｍ；②术前排除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及重度贫血等合

［９］　ＴｈａｋｕｒＮＨ，ＳｐｅｎｃｅｒＡＪ，ＫｉｌｂｒｉｄｅＨＷ，ｅｔ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ｎ
ＭＲＩａｎｄＭＲ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
ｆｏｒ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ＳｏｕｔｈＭｅｄＪ，
２０１３，１０６（６）：３５０３５５．

［１０］　ＬｅｖｉＭｏｎｔａｌｃｉｎｉＲ．Ｔｈｅｎｅｒ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ａｄｒｅｎｅｒｇｉｃｎｅｕｒｏｎ［Ｊ］．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４５：
２３５２５８．

［１１］　ＣａｌｉｓｓａｎｏＰ，ＭａｔｒｏｎｅＣ，ＡｍａｄｏｒｏＧ．Ｎｅｒ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ａｓａ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ｏｆ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７０（５）：３７２３８３．

［１２］　ＢｒａｕｎＡ，ＱｕａｒｃｏｏＤ，ＳｃｈｕｌｔｅＨｅｒｂｒüｇｇｅｎＯ，ｅｔａｌ．Ｎｅｒ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ｓａｉｒｗａｙｈｙｐ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ｍｉｃ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２４（１３）：２０５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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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症；③手术切口均为下腹部纵形切口。
１３　手术方式　观察组手术方式：剖宫产术１１６例，
经腹子宫次全切除１２例，经腹全子宫切除２０例，广泛
子宫切除及盆腔淋巴结清扫１２例。对照组手术方式：
剖宫产术１７２例，经腹子宫次全切除２８例，经腹全子
宫切除２８例，广泛子宫切除及盆腔淋巴结清扫１２例。
１４　皮肤切口缝合方法　２组患者手术切口均以生
理盐水冲洗，将脱落的脂肪组织冲洗掉，间断缝合腹

膜、筋膜层后，脂肪层彻底止血。在处理切口脂肪层

时，均注意对脂肪组织的保护。对照组采用传统缝合

皮肤切口处理方法：切口脂肪层１号丝线缝合、皮肤层
４０可吸收线皮内缝合。观察组采用腹部切口皮下负
压引流改良缝合的方法：间断缝合腹膜、筋膜层后，在

切口脂肪层置多孔硅胶负压引流管，置入长度与切口

等长（图１，见封三），引流管另一端自切口最低点穿
出，外接负压吸引球（图 ２，见封三）。脂肪层不做缝
合，４０可吸收线皮内缝合皮肤层，术后第４天若引流
液＜５ｍｌ，则拔除引流管。术后２组患者均以腹带加
压包扎切口。

１５　腹部切口脂肪液化的判定　①切口表面无脓样
分泌物；②切口表面出现油脂样渗出液或淡黄色渗液，
切口周围可伴有红肿及压痛；③切口渗出液液涂片镜
检有较多脂肪滴，连续３次培养无细菌生长［３］。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数资
料采用非参数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比较　２组患者的年龄、腹部切口皮下
脂肪厚度和手术方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
０．２１２，Ｐ＝０．８３２；ｔ＝０．３０３，Ｐ＝０．７６２；Ｚ＝０．１０７，Ｐ＝
０．９１５）。
２２　伤口愈合情况比较　如表１所示：负压引流组的
脂肪液化发生率、切口愈合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明显

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的切
口感染率及伤口裂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１　２组肥胖患者伤口愈合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脂肪液化 切口裂开 切口感染 愈合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１６０ ２（１．２５） １（０．６３） １（０．６３） ６．２±１．３ ７．８±１．８
对照组 ２４０ ４６（１９．１７） ４（１．６７） ３（１．２５） ７．８±３．５ ９．１±３．９
Ｚ（ｔ）值 －５．３９５ －０．９１７ －０．６１５ －５．０５５ａ －６．２８８ａ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９ ０．５３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注：ａ为ｔ值。

３　讨　论
　　切口脂肪液化是肥胖患者腹部手术后一种常见并
发症，实质上是指切口处脂肪组织供血不足导致的脂

肪细胞无菌性变性坏死。有报道认为，肥胖患者皮下

脂肪层厚、血供差，切开后局部血供进一步被破坏，加

上高频电刀导致脂肪细胞破坏、术中过多钳夹、严重挤

压脂肪组织和打结过紧均可引起皮下脂肪组织液化坏

死［３４］。术后伤口渗出液和液化的脂肪可导致伤口皮

下组织局部压力升高，进而加剧切口处脂肪组织血运

障碍，切口脂肪组织则因血供不良会进一步液化坏死，

如此产生恶性循环。另外，液化的脂肪组织是较好的

细菌形成培养基，因此切口脂肪液化容易合并感染。

因此，预防切口脂肪液化，对切口脂肪组织血供的保护

是前提，对切口局部组织进行减压和引流是关键［５］。

皮下负压引流硅胶管内有防止管腔吸闭设置，引

流管有较多侧孔可以确保切口内的渗液及液化的脂肪

组织能彻底、及时地被排出体外。对于皮下负压引流

能否减少肥胖患者手术切口脂肪液化问题，国外目前

虽然尚有争议［６８］，但国内许多学者［９１０］认为皮下负压

引流对预防手术切口脂肪液化有一定积极意义。我们

采用皮下脂肪层置硅胶负压引流管持续负压吸引及脂

肪层不缝合的方法处理肥胖手术切口：术前２组患者
的年龄、腹部切口皮下脂肪厚度和手术方式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结果显示负压引流组
的脂肪液化发生率、切口愈合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均

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我们认为，皮下脂肪层
不缝合联合硅胶管负压引流的方法，一方面具有皮下

负压引流的优点，另一方面，皮下脂肪层不单独缝合也

进一步减少了打结过紧造成的脂肪组织损伤和血供不

良，同时也缩短了手术时间。该方法在减少对皮下脂

肪组织血供破坏的同时，可以确保切口内的渗液及液

化的脂肪组织能彻底、及时地被排出体外，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脂肪液化的发生，缩短伤口愈合时间，减少

患者住院时间和经济负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皮下脂肪层不缝合联合硅胶

管负压引流预防肥胖患者腹部术后切口脂肪液化是一

种简单、方便、有效的措施，具有明显的临床使用价值，

易于在各级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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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例剖宫产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分娩方式的临床分析
金敏丽

摘要：目的　通过对剖宫产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分娩产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探讨合理选择疤痕子
宫再次妊娠分娩方式。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４０例剖宫产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的临床资料，分娩方式包括剖宫产
及经阴道分娩，比较不同分娩方式产妇的分娩结局，并比较疤痕子宫阴道试产成功产妇与随机选取的同期非疤痕

子宫阴道分娩产妇的分娩结果，采用ｔ检验或χ２检验对结果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１４０例剖宫产后疤痕
子宫再次妊娠阴道试产成功率为７７．７７％（２８／３６），再次剖宫产率为８０．００％（１１２／１４０）；再次剖宫产组出血量为
（４２１．５±９２．８）ｍｌ，明显多于阴道分娩组的（２０１．４±４８．７）ｍｌ，产褥病率［１６．９６％（１９／１１２）］及住院天数［（７．１±
０．６）ｄ］均明显高于阴道分娩组的３．５７％（１／２８）、（３．９±０．８）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新生儿出生
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时出血量、产褥病率、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及住院天数等指标在２８例疤
痕子宫经阴道分娩成功者与同期随机选取的１４０例非瘢痕子宫经阴道分娩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对于剖宫产术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的分娩方式的选择，在严格掌握经阴道分娩指征且密切监测产
程的前提下，经阴道分娩是安全可行的。

关键词：剖宫产；疤痕子宫；分娩；妊娠结局；胎儿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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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疤痕子宫是指因行剖宫产术、子宫肌瘤剔除术及
子宫穿孔修补术等造成子宫留存疤痕［１］。随着近年来

剖宫产技术和麻醉技术的不断进步，剖宫产的安全性

得到了普遍认可，同时由于孕妇、医务人员和社会因素

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剖宫产率近几年大幅度的升高，在

我国普遍大于 ４０％，有些地区甚至达到 ７０％ ～
８０％［２］，因而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也不断增加。疤痕子

宫再次妊娠存在子宫破裂的风险，对母婴的安全造成

威胁，因此疤痕子宫多被作为手术指征而选择再次剖

宫产，也使部分有试产条件的孕妇失去了阴道分娩的

机会。同时，人们也发现疤痕子宫再次剖宫产时，手术

并发症、早产及新生儿病率及病死率明显增加［３］。因

此，疤痕子宫再次分娩的方式选择已成为产科临床关

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对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我院产科１４０例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分娩孕妇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以探讨疤痕子宫再次妊娠

分娩方式的合理选择。

作者单位：３１７０００浙江省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产科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
６月住院分娩的产妇 ４１１４例，年龄 ２１～４５岁，平均
（２６．４±５．２）岁，孕周３２～４２周，平均（３９．２±１．１）
周，其中剖宫产术后（手术切口均系子宫下段横切口）

再次妊娠１４０例，占产妇总数的３．４０％，年龄２３～４５
岁，平均（２７．８±４．４）岁，孕周 ３４～４１周，平均
（３８．１±１．２）周，距前次剖宫产术时间最短１年，最长
１１年，其中＜２年者１２例，２～５年者９４例，＞５年者
３４例，前次剖宫产指征：头盆不称（包括巨大胎儿、骨
盆狭窄或持续性枕横位等）１７例，胎儿宫内窘迫 １８
例，臀位１０例，前置胎盘１０例，子痫前期５例，妊娠期
糖尿病２例，产程停滞１２例，社会因素６６例。
１．２　阴道试产指征　①此次分娩距上次剖宫产时间
在２年以上，且前次剖宫产为子宫下段剖宫产，未合并
术后感染等并发症；②不存在前次剖宫产的指征，且未
合并现新的手术指征；③超声检查提示子宫下段具有
较好的延续性，无缺陷，瘢痕厚度为２～４ｍｍ；④试产
中胎先露已入盆，产程进展顺利；⑤具有完善的医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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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条件。

１．３　剖宫产指征　①具有有明显的剖宫产手术指征
或合并不适宜阴道分娩的内科疾病；②前次剖宫产切
口为古典式或者具体不详；③距上次剖宫产时间在２
年以内；④剖宫产史有２次及以上；⑤超声检查提示子
宫下段壁薄；⑥孕妇耻骨联合处有自发痛和压痛表现；
⑦社会因素。
１．４　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疤痕子宫剖宫产及阴道
试产成功孕妇的的分娩结局（产时出血量、产褥病率、

新生儿出生Ａｐｇａｒ评分以及住院天数），按１∶５比例
随机选取同期非疤痕子宫阴道分娩的孕妇并与子宫阴

道试产成功的疤痕子宫孕妇，对上述分娩结局指标进

行比较。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数
据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
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分娩结局分析　本研究中
１４０例剖宫产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孕妇中有１０４例择
期剖宫产，３６例阴道试产，其中产程中急症剖宫产 ８
例；２８例阴道分娩成功，试产成功率７７．７７％（２８／３６），
再次剖宫产率为８０．００％（１１２／１４０）。由于疼痛或信
心不足中途放弃试产要求剖宫产４例，试产失败的手
术指征包括头盆不称２例，胎儿宫内窘迫及宫缩乏力
各１例。１４０例剖宫产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孕妇中无
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病例，阴道分娩及再次剖宫产２
组比较，再次剖宫产组出血量明显多于阴道分娩组，产

褥病率及住院天数均明显高于阴道分娩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新生儿出生 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分娩时不同分娩方式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产时出血量

（ｍｌ）
产褥病率

（ｎ）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ｎ）
４～７分 ８～１０分

住院天数

（ｄ）
阴道分娩组 ２８ ２０１．４±４８．７ １ １ ２７ ３．９±０．８
剖宫产组 １１２ ４２１．５±９２．８ １９ ２ １１０ ７．１±０．６
ｔ／χ２值 １０．２３７ａ ３．８９６ ０．３４１ ２３．５１６ａ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０．５５９ ０．０００

　　注：ａ为ｔ值。

２．２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与同期非疤痕子宫阴道分娩
结局比较　产时出血量、产褥病率、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
及住院天数等指标在２８例疤痕子宫经阴道分娩成功
者与同期随机选取的１４０例非瘢痕子宫经阴道分娩组
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详见表
２。

３　讨　论
　　自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剖宫产指征逐渐放宽以来，剖
宫产率在我国均呈直线升高趋势，而剖宫产最主要的

原因为孕妇要求［４］。目前一般认为剖宫产母儿并发症

较阴道分娩者增高，且剖宫产后疤痕子宫及疤痕子宫

再次妊娠发生率也随之不断上升。而疤痕子宫再次妊

娠可对母儿造成不良影响如子宫破裂、前置胎盘及剖

宫产手术时损伤、感染、粘连加重、切口愈合不良等并

发症增加，以及早产甚至增加新生儿病率及病死率

等［５６］。疤痕子宫阴道试产最大的风险在于子宫破裂

的发生率增加，有研究［７］指出子宫破裂在疤痕子宫经

阴道试产过程中风险明显增加，因此目前在该类孕妇

分娩方式上存在争论。因为一旦孕产妇发生子宫破裂

可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产科医

生为减少医疗纠纷多倾向于剖宫产手术，因而在与孕

妇及家属沟通过程中也多侧重于子宫破裂的风险，增

加了孕妇对剖宫产的选择；同时手术及麻醉技术的不

断进步也减少了术中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剖宫产

手术的安全性得到认可，也增加了疤痕子宫再次妊娠

的剖宫产率［８９］。再次剖宫产时因胎盘附着于子宫下

段疤痕处可引起胎盘粘连和胎盘植入原子宫下段疤痕

处而导致致命的大出血，其次前次剖宫产手术时可引

起腹膜、大网膜、子宫及附件等粘连，进而增加了再次

手术的难度［１０］。阴道分娩过程中因胎儿经阴道挤压，

减少了肺液大量潴留所致的湿肺、呼吸窘迫综合征等

并发症的发生的风险，且研究指出阴道试产可避免再

次剖宫产手术给的风险及手术并发症［１１］，对有条件的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进行阴道试产是非常必要的。本研

究中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主要试产条件包括前次剖宫产

为子宫下段横切口且术后无感染，不存在前次剖宫产

的指征，胎位正常、无头盆不称者［１２１３］，最终２８例阴道
试产获得成功，阴道试产成功率为７７．７７％，与再次剖
宫产组比较新生儿出生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且分娩后常规检查宫腔，无子宫破裂等严
重并发症，与再次剖宫产相比经阴道分娩的产时出血

量、产褥病率、住院时间等指标均明显减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使孕妇避免手术痛苦和减轻经
济负担，也进一步证明阴道试产的可行性与安全性，不

必“一次剖宫产、次次剖宫产”。

表２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与同期非疤痕子宫阴道
分娩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产时出血量

（ｍｌ）
产褥病率

（ｎ）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ｎ）
４～７分 ８～１０分

住院天数

（ｄ）
疤痕子宫组 ２８ ２０１．４±４８．７ １ １ ２７ ３．９±０．８
非疤痕子宫组 １４０ ２０５．５±６２．８ ２ ２ １３８ ３．８±０．９
ｔ／χ２值 ０．３２２ａ ０．６１１ ０．５９１ ０．５４６ａ

Ｐ值 ０．７４７ ０．４３４ ０．９９３ ０．５８６

　　注：ａ为ｔ值。

　　虽然采用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子
宫破裂的发生率仅为０．２％～１．５％［１４］，但对有剖宫产

指征者仍首选择期行剖宫产术；对有条件的阴道试产

者也必须做到产程中密切监测，对于出现胎儿窘迫和

先兆子宫破裂者及时改行剖宫产术。我们总结２８例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阴道分娩成功分娩的经验如下：①
产前进行超声检查子宫下段疤痕的厚度，我国学者一

般认为阴道分娩的子宫下段疤痕厚度≥３ｍｍ时较为
安全，因此超声检查如子宫下段各层次回声连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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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且疤痕厚度在 ３ｍｍ以上，则提示疤痕愈合良
好［１５］；②剖宫产术后２～３年子宫疤痕肌肉化的程度
最佳，时间进一步延长其肌肉化的程度逐渐变差并退

化，疤痕组织失去弹性，故术后２～３年是最佳的剖宫
产切口愈合时期。

综上所述，对于剖宫产术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选

择分娩方式时，在严格掌握经阴道分娩指征且密切监

测产程的前提下，经阴道分娩是安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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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５９７页）
时，内毒素和镇静药物共同孵育，炎症因子的产生会明

显下降，且与镇静药物剂量相关［１２］。在本研究也显示

同样的结果，镇痛镇静可以通过减轻炎症改善肺功能。

ＡＲＤＳ于１９６７年首次报道以来，医学工作者研究
如火如荼，直到现在急性肺损伤（ＡＬＩ）和 ＡＲＤＳ是影
响肺功能一个主要原因［１３］，ＡＲＤＳ以肺功能残气量减
少，肺顺应性降低，肺内分流量增加为病理生理特点，

以广泛肺不张和肺透明膜形成为病理特点［１４］。邱海

波教授通过镇静对膈肌电生理影响研究（还未发表）

提示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２分逐渐增加到到４分的过程
中，膈肌电活动明显降低，更好控制患者反常呼吸，改

善呼吸系统功能。２０１３年美国危重病学院组织了多
学科、多单位的２０名专家重新制定 ＩＣＵ成年患者疼
痛、躁动和谵妄处理的临床实践指南。指出 ＩＣＵ成年
患者维持轻度的镇静状态有利于改善ＡＲＤＳ患者临床
结局，提高患者的生理应激反应，但是不会增加患者心

肌缺血的发生率。建议对于ＡＲＤＳ患者推荐常规实施
每日间断镇静或轻度镇静策略［１５１６］。

总之，对于ＡＲＤＳ机械通气患者来说，镇痛镇静应
该是其常规治疗的一部分，不仅仅会让患者感到舒服，

更重要的是其肺保护作用。因此，镇痛镇静是实施

ＡＲＤＳ肺保护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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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２９６例孕妇分娩巨大儿的相关因素及妊娠结局分析
门敏超，常敏

摘要：目的　近些年孕妇分娩巨大儿的发生率不断增高，且造成严重并发症。为了更好地防止分娩巨大儿的发
生，本研究对孕妇分娩巨大儿的相关因素及妊娠结局进行了探讨。方法　从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２０１２年１—１２
月间收治的产妇中选出分娩巨大儿的产妇２９６例作为观察组，选择分娩正常体重儿的产妇３００例为对照组。回
顾性分析２组产妇的临床资料，比较２组产妇年龄、孕龄、分娩前体重、孕次、产次、宫高、腹围、双顶径、股骨长度、
新生儿体重以及分娩方式和分娩并发症，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ｔ检验。结果　２组产妇孕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观察组产妇年龄、孕龄、分娩前体重
及产次、宫高、腹围、新生儿双顶径、股骨长度和体重均高于对照组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
妇的非正常生产及各并发症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分娩巨大儿与多种
因素相关，可增大生产难度，增加母婴生产并发症的发生率。

关键词：孕妇分娩；巨大儿；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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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儿是指新生儿体重在４ｋｇ以上者，易导致难
产和生产并发症的发生。有研究表明，我国生产巨大

儿占新生儿的７％左右，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１］。尽

管多数巨大儿是健康的产儿，但有部分巨大儿会有不

同程度的病理性改变，还能够增大母婴的生产并发症，

改变妊娠结局，危害较大［２３］。目前，分娩巨大儿的发

生和多种因素有关，但尚未完全阐明。近期，对我院孕

妇分娩巨大儿的相关因素及妊娠结局进行探讨，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妇产科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间共收
治产妇３０４９例，其中分娩巨大儿的产妇共计２９６例，
发病率为９．７％。以分娩巨大儿的产妇为观察组，并
选取单胎头位分娩正常体重儿的孕妇 ３００例为对照
组。观察组中有初产妇有２０３例，经产妇９３例，产妇
年龄２３～３３岁，平均年龄（２８．３±２．５）岁；有正规检查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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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门敏超，Ｅｍａｉｌ：ｍｅｎｍｉｎｃｈａｏ＠１６３．ｃｏｍ

史的产妇共计２３３例，其余６３例产妇未经正规检查。
对照组产妇中有初产妇１９６例，有经产妇１０４例，产妇
年龄２２～３１岁，平均年龄（２６．０±１．７）岁。所有产妇
均自愿参与本研究，且本研究方案通过院伦理委员会

审查通过。

１２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组产妇及新生儿的临
床基本资料，分析比较产妇年龄、孕龄、分娩前体重、孕

次、产次、宫高、腹围、双顶径、股骨长度、新生儿体重、

分娩方式及分娩并发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
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均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观察组产妇年龄、孕
龄、分娩前体重及产次均高于对照组产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２组产妇孕次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产妇宫高、腹围、双顶径、股骨长度、新生儿
体重比较　观察组产妇宫高、腹围、新生儿双顶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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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长度和体重均高于对照组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龄（周） 分娩前体重（ｋｇ） 孕次（次） 产次（次）

观察组 ２９６ ２８．３０±２．５１４０．８２±１．３４ ７０．９１±１０．６３ ２．７３±０．５１ ２．３０±０．４１
对照组 ３００ ２６．０５±１．７１３９．３５±１．００ ６１．９２±５．８１ ２．６９±０．５４ １．７９±０．６３
ｔ值 １３．１４９ １０．５３４ １２．８８１ ０．９２９ １１．６９６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３ ＜０．００１

表２　２组产妇宫高、腹围、双顶径、股骨长度、新生儿体重比较

组别 例数
宫高

（ｃｍ）
腹围

（ｃｍ）
双顶径

（ｃｍ）
股骨长度

（ｃｍ）
新生儿体重

（ｋｇ）
观察组 ２９６ ３８．０１±１．５１ １０３．６０±２．８９ ９．６３±０．３４ ７．８９±０．６３ ４．２８±２．４３
对照组 ３００ ３５．２０±１．０３ ９６．７３±２．０１ ９．０８±０．２９ ７．６８±０．４７ ３．４１±１．３２
ｔ值 ２６．５７１ ３３．７２８ ２１．２５７ ４．６１７ ５．４４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２组产妇生产方式比较　观察组产妇的非正常
生产（剖宫产 ＋阴道助产）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产妇生产方式比较

组别 例数 剖宫产 阴道助产 阴道顺产 非正常生产 χ２值 Ｐ值

观察组

对照组

２９６
３００

１７５
９２

５９
３６

６２
１７２

２３４（７９．０５％）
１２８（４２．６７％）

８２．７２５ ＜０．００１

　　注：剖宫产＋阴道助产为非正常生产。

２４　２组产妇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产妇各并发症的
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３　讨　论
　　现阶段，我国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且多数家庭
多为独生子女，孕妇往往会受到男女双方家庭的特殊

关照，产妇孕期营养过剩，活动减少，增大了巨大儿的

发生率。有研究显示，世界范围内巨大儿的发病率已

接近１０％，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４］。

表４　２组产妇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糖尿病 胎膜早破 头盆不称 枕横或枕后位 产后出血 胎儿窘迫 新生儿窒息

观察组 ２９６ ２３（７．７） ４２（１４．２） ２６（８．８） ３７（１２．５） ３２（１０．８） ２９（９．８） ３３（１１．１）
对照组 ３００ ６（２．０） １１（３．７） ８（２．７） １４（４．７） ９（３．０） ６（２．０） １２（４．０）
χ２值 １０．７１７ ２０．３６２ １０．３６４ １１．６８４ １４．１９０ １６．３８８ １０．９０８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巨大儿的发生原因复杂，本研究显示分娩巨大儿
产妇的年龄、孕龄、分娩前体重及产次均高于正常产

妇，这提示我们巨大儿的发生可能和高龄产妇、孕龄、

生产次数和产妇体重密切相关。产妇随着生产次数增

多，宫腔体积有所变化，腹壁松弛，更易造成巨大儿［５］。

怀孕时间越长，通过胎盘血流交换越好，胎儿营养越丰

盛，出生体重自然越大［６］。同时孕妇活动减少，缺乏合

理的营养搭配，蛋白、脂肪摄入过多，孕妇体重增大，可

显著增加生产难度，同时使胎儿过度发育形成巨大儿。

有学者认为孕妇营养过剩及妊娠糖尿病是胎儿生长迅

速，发展为巨大的重要因素，同时遗传和环境影响也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７］。

巨大儿的预测在其诊治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有

文献报道，Ｂ超检查胎儿双顶径、股骨长度、宫高及腹
围可提高巨大儿诊断的准确性［８］。本研究中分娩巨大

儿产妇的宫高、腹围、新生儿双顶径、股骨长度均有所

增高，且与正常产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巨大儿分娩时，由于体积较大，胎头入盆难，产妇

特别是初产妇在分娩巨大儿时由于胎头入盆困难，胎

头衔接不良，易发生枕横位或枕后位等并发症，造成严

重产伤［９］。因此对于确诊为巨大儿的应选择合适的生

产方法。若产妇宫缩乏力，活跃期延长或停滞，减速期

延长，第二产程延长，此时选择阴道助产会增加产伤的

发生率，可采用剖宫产［１０］。对于胎儿体重未超过４５００
ｇ的产妇，可先行阴道生产，一旦出现产程延长、产程
停滞，持续性枕横位或枕后位，继发性宫缩乏力等现象

应立即改为剖宫产生产。本研究中分娩巨大儿产妇的

非正常生产（剖宫产＋阴道助产）的发生率及并发症的
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产妇。

综上所述，分娩巨大儿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临床我们要加强产妇的营养指导，适当增大孕妇活动

量，严密监测与巨大儿相关的各项指标，并选择合适的

分娩方法，以期降低母婴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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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腹腔镜手术联合药物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疗效对比观察

王琴，赵玲军

摘要：目的　对比观察腹腔镜手术后联合应用不同药物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Ｓ）的临床疗效。
方法　子宫内膜异位症ｒＡＦＳⅠ～Ⅱ期患者９２例，均于腹腔镜手术后分别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
ＲＨα）、孕三烯酮及米非司酮。对比治疗前后的痛觉评分、ＣＡ１２５水平、子宫活动度、子宫内膜厚度及并发症发生
率情况。结果　①３组治疗前临床资料均一，具有可比性；②手术联合３种药物治疗前后各指标对比Ｐ＜０．０５，疗
效显著。组间比较，ＧｎＲＨα组能改善患者痛经情况，米非司酮组能减少并发症发生率，而在降低ＣＡ１２５水平、改
善子宫活动度及减少子宫内膜厚度方面３组效果相当；③１年随访结果显示ＧｎＲＨα组改善痛经效果较其他２组
佳，而米非司酮组改善患者生育能力较其他２组强，但复发率相对较高。结论　三类药物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腹
腔镜术后辅助治疗效果确切，各有其优缺点，临床工作中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酌情选用最佳辅助方案。

关键词：子宫内膜异位症；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孕三烯酮；米非司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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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ｒｕｇｓｈａ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ｓ（Ｐ＜０．０５）．ＧｎＲＨα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ｌ，ｗｈｉｌｅ
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ｃｏｕｌ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ａ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ＣＡ１２５，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③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１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ＧｎＲＨα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ｄｒｕｇｓａ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ｅａｃｈｈａｖｅｔｈｅｉ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
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Ｓ）；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α）；Ｇｅｓｔｒｉｎｏｎｅ；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疾病，近年来
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１］。发病机制仍不明确，其特点

是复发性、侵袭性和激素依赖性等［２］，治疗十分棘手。

目前有效的治疗方法主要是腹腔镜下手术联合药物，

但目前临床应用的药物种类繁多，应用最多的主要有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α）、雄激素类衍
生物和避孕药等［３］。本文选取上述三类药物中的醋酸

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孕三烯酮胶囊和米非司酮片进

行对比观察，以期对临床工作有所裨益。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所收
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ｒＡＦＳⅠ ～Ⅱ期患者９２例，年龄
１８～４０岁，ＧｎＲＨα组３１例，孕三烯酮组３６例，米非
司酮组２５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分（ＶＡＳ评分）
进行疼痛评分；子宫活动度评分标准根据其受限程度

分成活动正常、轻度受限、中度受限及完全受限４等，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００浙江省宁波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赵玲军，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ｌｉｎｊｕｎ００３＠１６３．ｃｏｍ

评分为０～３分；子宫内膜厚度应用Ｂ超检查以最大径
线表示。结果显示３组术前临床资料的两两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治疗方法　手术方式为腹腔镜下子宫异位内膜
剥除和／或电凝术［４］。ＧｎＲＨα组术后应用醋酸戈舍
瑞林缓释植入剂３．７５ｍｇ皮下注射，２８ｄ／次，共３次；
孕三烯酮组术后应用孕三烯酮胶囊，２．５ｍｇ／次，２次／
周，疗程 ３个月；米非司酮组术后应用米非司酮片，
１２．５ｍｇ／次，１次／ｄ，疗程３个月。
１３　疗效评价方法　治疗前后进行痛觉评分，ＣＡ１２５
水平检查，检查子宫活动度与子宫内膜厚度，并进行１
年期随访。评价疗效的主要指标为治疗前后的痛经评

分、ＣＡ１２５水平、子宫活动度、子宫内膜厚度以及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率。并发症主要包括闭经、不规则阴道

流血、体重增加、乳房胀痛、恶心呕吐、头痛、暗疮、骨质

疏松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均数用（ｘ±ｓ）表示，采用两两比较的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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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患者术前一般状况情况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痛经评分
ｒＡＦＳ分期（例）

Ⅰ期 Ⅱ期
子宫活动度 子宫内膜厚度（ｃｍ）

ＧｎＲＨα组 ３１ ３１．２３±６．１１ ５．０３±１．３６ １５ １６ １．４４±０．５９ ０．４１±０．２７
孕三烯酮组 ３６ ３２．１０±５．６３ ４．９８±２．０１ ２０ １６ １．３２±０．７９ ０．３７±０．１５
米非司酮组 ２５ ３１．６５±６．０４ ５．１２±１．７５ １１ １４ １．３７±０．４３ ０．３９±０．４７

２　结　果
２１　３组疗效比较　由表２可见，ＧｎＲＨα组具有较
强的改善痛经的作用，效果优于其余２组；３组均能有

效降低ＣＡ１２５、改善子宫活动度，以及降低子宫内膜厚
度，两两对比无明显差异；米非司酮组并发症发生率明

显低于其他２组。
表２　腹腔镜手术联合应用３组药物治疗前后临床疗效

组别 例数 时间 痛经评分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子宫活动度 子宫内膜厚度（ｃｍ） 并发症率（％）

ＧｎＲＨα组 ３１ 治疗前 ５．０３±１．３６ ５６．９１±３６．５１ １．４４±０．５９ ０．４１±０．２７ 
治疗后 １．４１±０．２６ａｂ ３０．３３±１８．１４ａ ０．６１±０．２５ａ ０．２４±０．１４ａ ９（２９）

孕三烯酮组 ３６ 治疗前 ４．９８±２．０１ ５５．４３±２１．２３ １．３２±０．７９ ０．３７±０．１５ 
治疗后 ２．２１±０．４６ａ ２９．５２±１６．３３ａ ０．５８±０．３３ａ ０．３０±０．０９ａ ９（２５）

米非司酮组 ２５ 治疗前 ５．１２±１．７５ ５３．８９±４１．１１ １．３７±０．４３ ０．３９±０．４７ 
治疗后 ２．１９±０．２３ａ ３２．２２±２１．０４ａ ０．６４±０．２５ａ ０．２５±０．１３ａ ４（１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孕三烯酮组、米非司酮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随访结果　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可见 Ｇｎ
ＲＨα组改善疼痛较其他两组效果佳，而米非司酮组改

善患者生育能力较其他两组强，但复发率相对较高（见

表３）。
表３　３组药应用结束后１年期随访观察结果（ｎ，％）

组别 例数
痛觉

痛经 性交痛 非经期疼痛

生育能力

妊娠 分娩
复发

ＧｎＲＨα组 ３１ ２（６．５） １（３．２） ０（０） １１（３５．５） １０（３２．３） ５（１６．１）
孕三烯酮组 ３６ ６（１６．７） ５（１３．９） ３（８．３） １３（３６．１） １０（２７．８） ６（１６．７）
米非司酮组 ２５ ３（１２．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０（４０．０） ７（２８．０） ５（２０．０）

３　讨　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常见疾病，其主要特点是
侵袭性、复发性和激素依赖性。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主要有种植学说、体腔上皮化生学说、免疫学说及血

行淋巴播散学说等［５］。手术是治疗该疾病的有效方

案，其中腹腔镜手术因其创伤小等优点成为治疗的首

选方案。而术后辅助应用药物治疗可以明显减轻患者

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及复发率［６］。临床应用的药物

主要有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α）、雄激素
类衍生物和避孕药等。它们因为作用机制不同，故而

各有各自的不同特点。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α）是 ＧｎＲＨ
α的类似物，它与 ＧｎＲＨ受体的结合力比 ＧｎＲＨα强
近百倍，能竞争性的结合ＧｎＲＨ受体，减少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和黄体生成素（ＬＨ）的合成，还可以抑制卵巢的
功能从而减少卵巢激素的分泌。其作用效果类似于药

物性卵巢切除术。本研究证实相对于雄激素类衍生物

和避孕药，ＧｎＲＨα具有较强的减轻患者痛经的作用
（Ｐ＜０．０５）。但其并发症较发生率较避孕药组明显增
多，主要不良反应为骨质流失、发热及关节酸痛等。有

人报道采用“反向添加疗法”（ａｄｄｂａｃｋｔｈｅｒａｐｙ）能够明
显改善并发症，患者顺应性也较好。所谓反向添加就

是在 ＧｎＲＨα应用过程中加入雌激素，是雌激素维持
在一定水平，在不影响 ＧｎＲＨα治疗效果的基础上减
轻其副作用。但目前该类药物最主要的问题是价格高

昂，尤其是长效ＧｎＲＨα均产自国外，不是一般患者所
能承受的，因此限制了临床应用。

雄激素类衍生物的代表药物为孕三烯酮，其作用

机制类似于雄激素，直接抑制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从
而抑制ＦＳＨ、ＬＨ以及卵巢的功能，导致在位、异位内膜
萎缩。也可以直接作用于内膜并使之萎缩，而且还有

明显的抗炎症反应作用，尤其适合用以减轻内异症引

起的盆腔疼痛。可见其作用机制是多方面的。相比于

ＧｎＲＨα，孕三烯酮等雄激素类衍生物一般不引起明显
的骨质疏松等副作用，价格也十分低廉。但其并发症

较米非司酮组多，主要为雄激素相关的症状，包括痤

疮、暗疮、体重增加、多毛等。

米非司酮（Ｒｕ４８６）是一种常用避孕药，其作为孕
激素受体拮抗剂，作用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抑制
ＦＳＨ和ＬＨ，从而抑制卵泡的发育并使之闭锁。卵泡发
育障碍导致雌激素水平降低，子宫内膜细胞发育阻滞、

凋亡，进而闭经［７］。长期以来米非司酮主要用于紧急

避孕及终止早期妊娠，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用于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其疗效确切，国外学者有报

道其治疗满意度高达８０％［８］。本对比研究显示避孕

药（米非司酮）较之其他两类药物有明确的改善生育能

力的作用，同时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其他两组。

并且该类药物相对廉价，安全性较好，能够长期应用。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其消除异位病灶作用较差，作用机

制尚不十分明确，是否有远期不良后果有待进一步临

床试验和观察，且停药后易复发［９１０］，这与本文随访结

果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比了 ＧｎＲＨα、孕三烯酮和米
非司酮三种不同药物治疗腹腔镜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疗效，结果显示三种药物均效果确切。ＧｎＲＨα减轻
痛经作用明显，但常出现骨质疏松等并发症，并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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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引导式教育早期干预对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
疗效观察
张兰，唐久来

摘要：目的　探讨引导式教育（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Ｅ）早期干预对轻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ｓｃｈｅ
ｍｉａ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ＨＩＥ）的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
诊以及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ＮＩＣＵ住院转门诊的轻度ＨＩＥ患儿８９例，均为足月适于胎龄儿，其中男性４６
例，女性４３例，１～３个月龄，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ｎ＝４６，男性２３例，女性２３例），采用新生儿抚
触，婴儿操、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训练、按摩等常规康复干预措施；观察组（ｎ＝４３，其中男性２３例，女性２０
例），在常规干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引导式教育，并培训家长在家庭内继续应用引导式教育干预方法。分别在６
月龄和１２月龄进行随访，对２组患儿的发育情况采用Ｇｅｓｅｌｌ发育量表进行评估。结果　观察组轻度ＨＩＥ患儿的
Ｇｅｓｅｌｌ评分、运动、认知、言语、社会适应能力明显优于对照组ＨＩＥ患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常规康复干预措施的基础上加用引导式教育能更有效地提高轻度ＨＩＥ患儿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引导式教育；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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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围产期医学发展、新生儿重症监护抢救存活
率的提高，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ＨＩＥ）等一些脑损伤疾病发生率也随之
增加，存活者神经系统后遗症如智力障碍、神经行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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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脑瘫等比例上升，严重影响患儿生存质量及家庭和

谐［１］。轻度ＨＩＥ在治疗上因其早期异常表现较为隐
蔽，通常错过了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期。引导式教育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Ｅ）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治疗
儿童脑损伤最有效的方法之一［２］，在全世界范围内已

经被广泛应用。将 ＣＥ应用于 ＨＩＥ患儿早期干预中，
对提高患儿全面发育，减轻伤残程度，有着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高昂；孕三烯酮较廉价，主要副作用是雄激素样作用；

米非司酮价格低廉、副作用少，改善生育能力较其他两

组强，但复发率高。可见不同种类药物各有其优势与

劣势，临床诊疗工作中应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及患者自

身情况合理选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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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取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
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以及蚌埠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ＮＩＣＵ住院转门诊的轻度ＨＩＥ患儿８９例，
均为足月适于胎龄儿，其中男４６例，女４３例。纳入标
准［３］：①有明确围产期缺氧病史；②临床表现：过度兴
奋，易激惹，高度激动性；无惊厥和中枢性呼衰；③头颅
ＣＴ示散在、局灶性白质低密度影分布于两个脑叶。排
除标准：进行性疾病如遗传代谢性疾病等引起的脑损

伤。将其分为：对照组（ｎ＝４６），其中男 ２３例，女 ２３
例；年龄１～３个月；观察组（ｎ＝４３），其中男２３例，女
２０例；年龄１～３个月。２组性别、年龄、疾病构成情况
及病情程度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康复干预方法　２组患儿均接受常规康复干预
措施，观察组加用ＣＥ训练，每天２～３ｈ，每周５ｄ。首
先制定ＣＥ训练计划，由ＣＥ引导员根据入选的患儿运
动功能、姿势、肌力、肌张力、神经反射及心理发展水平

进行综合评估。并培训家长在家中继续进行引导式教

育干预。包括：①配合口令患儿改变体位。②序列性
完成适龄任务。③韵律儿歌激励完成适龄任务、表达
适龄意愿。④引导和鼓励适龄的行为。⑤让患儿感受
依靠自我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具体如下。

１２１　视觉干预　改变光线颜色、强弱以及方向。拓
宽患儿的视觉广度，提高其颜色认知度，以及促进视觉

能力发展。

１２２　听觉干预　和缓有节奏感音乐；铃铛，沙锤等
不同音质的敲击玩具。不同距离的音源刺激患儿方位

觉能力的发展，提高患儿对不同频率、强度和音色的识

别能力。对于不同场景，采取不同的音调、表情，使患

儿感受语言中不同的情感成分，可提高患儿对语言的

区别能力。

１２３　发音引导训练干预　每次重复指认一种事物，
如灯，先用口令教会孩子认知，完成后鼓励开口模仿。

１２４　前庭功能干预　仰卧位：控制头部，引导员用
色彩鲜艳的玩具吸引注意力，儿童眼睛追视玩具（由慢

到快），俯卧位：卧在花生球上做俯冲、旋转和翻身。坐

位：母亲和儿童一起做前屈、后伸、左右旋转等。

１２５　认知功能干预　通过图片、妈妈消失再出现的
微情景剧、有关大小高矮的歌谣训练患儿完成：①有和
没有。②长短高低的分辨。③方位的分辨。④形状的
认识。

１２６　功能训练的干预
１２６１　头部的控制　运动功能训练时，头部控制放
在重要的位置，是大运动发育中最早完成的运动。

１２６２　支撑抬起训练　训练头部控制同时进行躯
干肌肉的控制训练，使身体能够抬起，逐渐实施肘支

撑、手支撑、坐位支撑。

１２６３　翻身训练　配合重复口令，将腿越过身体中
线协助翻身。

１２６４　坐位训练　坐位是一种基本姿势。先予以
靠坐，如出现晃动，或前倾，以儿歌配合其用手支撑，逐

步将依靠物去除。

１２６５　爬行训练　用玩具在前，配合用韵律口令，
逗引诱导小儿进行上下肢向前移动的同时，如遇困难，

可用较大毛巾包起其胸腹部，帮助离地，或用引导员手

掌触其脚掌予以助力促进匍匐爬训练。

１２６６　站立训练　经过扶其两腋下可站→扶两手
可站→扶一手可站→扶墙可站→独自能站稳这几个训
练阶段，若仍然不敢放手，先保持身体平衡，然后让其

背部靠着墙，引导员用玩具借以转移注意力，或者用儿

歌等进行激励。

１２６７　走路训练　３月龄即可握双臂拖其迈步，锻
炼行走体感，１０月龄让其靠站在有栏杆床边，用玩具
逗引扶栏杆迈步够取。

１２６８　本体感觉训练　强调本体感觉训练，减少视
觉依赖和躯干依赖，强调多模态和多任务训练。比如：

联合上肢和下肢，左侧和右侧。组合２种简单的运动
（张嘴，抬手）。组合２种不同的运动（语言和动作）。
１２６９　动作指令训练　动作指令的灵活性，形成脑
整合能力的提高，达到运动的随意性、多重任务指令的

正确执行。

１２７　精细动作的干预
１２７１　抓握训练　将玩具轻塞一只手里，让其抓
住，当表现出兴趣时，将该玩具从手边开始放远，用婴

儿语言鼓励主动抓握。

１２７２　引导放松、对指、双手共用等训练　引导员
先唱儿歌并配合手的动作，等其了解合拢，放开分别对

应的手型时，给孩子一个玩具，练习放手、对指捏、双手

玩耍等。练习手眼协调能力。

每个入选患儿的训练内容、反应配合程度以及家

长反馈信息，做到每天记录，每周小结，每月总结，了解

进步情况及训练效果，以便随时修订训练计划。

１３　疗效评定　分别在６个月和１２个月龄应用 Ｇｅ
ｓｅｌｌ量表对其生长发育进行评估，检测结果分别计算５
个能区发育商和总发育商（ＤＱ），≥８６分为正常，７６～
８５分为边缘状态，５５～７５分为轻度发育迟缓，４０～５４
分为中度发育迟缓，≤３９分为重度发育迟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
件包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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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于６月龄失访３例，观察组无失访患儿。
观察组治疗后在相应的月龄Ｇｅｓｅｌｌ评分差值显著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２和表３。

表１　２组轻度ＨＩＥ患儿在１２月龄总发育商（ＤＱ）
随访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异常

＜７６分

边缘状态

７６～８５分

正常

＞８５分
正常率（％）

观察组 ４３ ０ ０ ４３ １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３ ３ ６ ３４ ７９．０７
χ２值 １０．０４８
Ｐ值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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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ＨＩＥ）是围生期常见的严
重的神经系统疾病。一项调查中显示［３］，在新生儿脑

瘫病因中，ＨＩＥ占有很大比例。脑损伤导致的各种感
觉传入、整合和传出异常，导致的运动功能失调、低下、

缺失和对躯体姿势、平衡控制能力的下降。

引导式教育由匈牙利学者 ＡｎｄｒａｓＰｅｔ在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创建。其理论基础［４］是：通过他人的引导，诱

发和教育，采用综合康复手段，调动患者自主运动潜

力，以娱乐性和节律性意激发患者兴趣和参与意识。

核心原则是：以儿童的需要为中心。承认脑损伤客观

存在，但患儿仍然存在智力、情绪、社交、性格和体能等

各方面同步发展的需求。所以，引导式教育是教育与

康复的有机结合，实现功能康复的复杂而完整的体

系［５］。
表２　２组轻度ＨＩＥ患儿各能区发育商２４周（约６月龄）

Ｇｅｓｅｌｌ量表测试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总ＤＱ 粗动作 细动作 应物能 语言能 应人能

观察组 ４３ ９０±２ ８７±５ ９３±６ ８８±４ ９１±６ ９１±５
对照组 ４３ ８４±６ ８２±８ ８８±８ ８２±７ ８９±８ ８７±９
ｔ值 ３．６３ ３．８４ ４．５９ ３．６５ ５．３９

　　注：均Ｐ＜０．０１。
表３　２组轻度ＨＩＥ患儿各能区发育商５２周（约１２月龄）

Ｇｅｓｅｌｌ量表测试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总ＤＱ 粗动作 细动作 应物能 语言能 应人能

观察组 ４３ ９３±２ ９１±５ ９５±４ ９２±４ ９３±５ ９４±３
对照组 ４３ ８７±６ ８５±８ ９０±７ ８５±７ ８９±８ ８７±９
ｔ值 ４．０６ ３．９４ ６．０２ ３．５０ ５．２０

　　注：均Ｐ＜０．０１。

　　ＨＩＥ损伤病理基础是脑神经细胞凋亡与坏死，最
终脑功能神经细胞的丢失。神经系统发育既有阶段性

（某一阶段有敏感期）又有连续性（发育连续不断），既

有可变性又有代偿性（受损后早期，其他脑细胞可代替

其功能）。婴儿期大脑某部分受损后，神经元新突触的

生长发育可重塑损伤的ＣＮＳ，其他部分可替代其功能。
人脑神经母细胞从妊娠到生后１２个月增殖最快，即使
在有害因素的影响下，某些区域在生后仍能出现新的

神经母细胞，晚期神经元移行在大脑皮层持续到生后

５个月，在小脑皮层持续到生后１２个月；当神经损伤
时，可在功能上形成通路，包括神经轴突绕道投射、神

经树突出现不寻常分叉、产生非常规的神经突触。而

这些特点都以年龄越小、发育越快为特征，即脑发育愈

不成熟，可塑性愈强［６］。早期干预正是基于以上理论，

使受损大脑得以最大程度的康复。另外，脑损伤早期，

异常姿势以及模式尚未固定，早期干预可防止肌肉痉

挛、关节变形、组织各种技能向异常方向发展，可减轻

落后程度，降低神经系统后遗症的发生率。如若等到

小儿出现典型脑瘫时才治疗，则失去了早期干预的宝

贵机会。所以，脑损伤可能一旦存在，治疗越早疗效越

好。

目前国内对确诊ＨＩＥ患儿，早期干预措施多为传
统常规的综合干预［７］。存在的问题有：①患儿主动参

与意识差，康复效果慢。②容易反弹。③运动单一、刻
板和迟缓。④过多依赖视觉和躯体控制。⑤缺乏灵活
性。⑥社会适应能力低下。

本研究中，观察组４３例ＨＩＥ患儿在传统常规干预
措施的同时予以 ＣＥ干预，在６个月和１２个月龄时行
Ｇｅｓｅｌｌ量表［８］评估结果为：６月龄时正常者４１例，落后
者２例；１２月龄则未有发现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以
及适应性等综合指标低下。对照组４６例（３例失访）
结果为：６月龄时正常者３８例，落后者７例；１２月龄时
正常者３６例，落后者５例。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所以，我们认为，ＣＥ适用于 ＨＩＥ早期
干预，能有效地防止脑瘫发生［９］，并适用于１岁以内患
儿。ＣＥ不仅能改善患儿的运动协调能力、手功能，更
能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为患儿适应社会生活提供

准备［１０］。但在研究中也存在以下问题：１岁以内的小
婴儿认知、语言和理解能力都较差，配合 ＣＥ训练的能
力不足，干预措施宜少而精，以免引起疲劳而影响疗

效；１岁以内婴儿每天睡眠时间＞１５ｈ，喂哺时间频繁，
训练时间零散。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充分发挥家长

主动性是孩子全面发展的关键，家长学历水平以及家

庭经济状况［１１］在一定程度影响到依从性，重视家庭在

引导式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不仅训练患儿，还要把对家

长的培训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参考文献
［１］　赵新红．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８５例临床分析［Ｊ］．中国医药指

南，２０１０，８（８）：１２２１２３．
［２］　唐久来，吴德．小儿脑瘫引导式教育疗法［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７：２５．
［３］　贾少军，王亚珠．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８０例临床分析［Ｊ］．吉林

医学，２０１３，３４（２９）：６０３１６０３２．
［４］　ＢａｌｏｇｈＥ，ＫｏｚｍａＩ，ＩｄｅｇｇｙｏｇｙＳＺ．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Ｒｅｖ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２００９，６２（１２）：１２
２２．

［５］　ＧａｒｏｎＮ，ＢｒｙｓｏｎＳ，Ｚｗａｉｇｅｎｂａｕｍ，ｅｔ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ｔｏａｕ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ａ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ｉｎｆａｎｔｓｓｉｂｃｏｈｏｒ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Ｃｈｉｌ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３７（１）：５９７８．

［６］　景玉珍，周青蕊．引导式教育对高危儿脑损伤早期干预的疗效
［Ｊ］．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１８（６）：５２７５２８．

［７］　唐婷，李小莉，李安芳，等．高危儿的早期干预［Ｊ］．国际医药卫生
导报，２０１１，１７（２）：２５１２５３．

［８］　宋雄，林小苗，邹林霞，等．新生儿脑损伤早期神经学和发育评估
的研究进展［Ｊ］．中国中医药，２０１１，９（８）：１６５１６６．

［９］　周满相，黄任秀，张靖，等．引导式教育对高危儿粗大运动能发育
的影响［Ｊ］．中国中医药咨讯，２０１１，３（２）：２０７，２３２．

［１０］　ＥｆｆｇｅｎＳＫ，Ｃｈａｎ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ｏｓｓｍｏｔｏ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ａｔｔａｉｎ
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ｔ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ｐａｌｓ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０，２６（１）：
２２３９．

［１１］　ＮＡｌｍａｓｒｉ，ＪＰａｌｉｓａｎｏ，ＣＤｕｎｓｔ，ｅｔ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ｎｅｅｄｓｏｆ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ａｎｄｙｏｕｔｈ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ｐａｌｓｙ［Ｊ］．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８（６）：７９８８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１

·３２６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妇幼卫生研究·

宫颈 ＣＩＮ病变特点及不同病理学检查的价值探讨
吕建民，张家义，朱成，殷玉玲，李先江

摘要：目的　探讨宫颈ＣＩＮ病变特点及细胞学检查和阴道镜下点活检在其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分析１０３３例
ＣＩＮ以上病变的阴道镜下多点活检的病变特点及１１１２例细胞学阳性病例的活检对照，数据采用 χ２检验。结
果　１０３３例病理诊断ＣＩＮ以上病变ＣＩＮⅠ级５０８例，７１例见挖空细胞提示合并湿疣病变，６０例累及浅层腺体，
累腺率为１１．８％（６０／５０８），平均累犯点数１．４５（７３７／５０８）；ＣＩＮⅡ级３２５例，其中１１９例合并存在ＣＩＮⅠ，１７例合
并存在湿疣病变，共有１３３例累及浅层腺体；累腺率４０．９％（１３３／３２５），平均累犯点数１．９５（６３４／３２５）；ＣＩＮⅢ级
１６２例，合并存在ＣＩＮⅡ９１例、ＣＩＮⅠ２１例、湿疣样病变７例，累及腺体９３例，累腺率５７．４％；平均累犯点数２．６８
（４３４／１６２）；宫颈癌３８例，包括浸润癌１９例，疑似浸润癌１９例，累腺２８例，累腺率７３．６％，总计累犯点位数１４２，
平均累犯点位数３．７４。１１１２例细胞学阳性病例 ＡＳＣＵＳ／ＡＳＧＵＳ，ＬＳＩＬ，ＡＳＣＨ，ＨＳＩＬ与病理的符合率依次为
５０．１％、７２．８％、７０．７％、９１．３％。结论　宫颈ＣＩＮ病变特点是多点发生，不同级别病变同时存在，随着病变的级
别增加病变范围逐渐扩大（深度和广度），随着病变级别的增加细胞学检查与组织活检的符合率也逐渐增高。细

胞学检查是初筛的理想手段，确诊需要阴道镜活检，但点活检信息不全易导致早期浸润癌漏诊，不同的病理检测

结果应该相互参照。

关键词：宫颈癌；筛查；阴道镜；点活检；累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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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７３７／５０８）；３２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ＩＮＩＩ，ｉｎｗｈｉｃｈ１１９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ＩＮＩ，１７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
ｌｅ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ｇｌａｎｄ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１１３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ｒａｔｅｏｆ４０．９％（１３３／３２５），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ｓｉｔｅｓｉｎ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ｗｅｒｅ１．９５（６３４／３２５）；１６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ＩＮⅢ，ｉｎｗｈｉｃｈ９１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ＩＮＩＩ，２１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ＩＮＩ，ａｎｄ７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ｌｅ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ｇｌａｎｄ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９３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
ｒａｔｅｏｆ５７．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ｓｉｔｅｓｉｎ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ｗｅｒｅ２．６８（４３４／１６２）；３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１９ｃａ
ｓｅｓ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１９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ｇｌａｎｄ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２８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ｒａｔｅｏｆ
７３．６％，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ｓｉｔｅｓｉｎ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ｗｅｒｅ１４２，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ｓｉｔｅｓｉｎ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ｗｅｒｅ３．７４．Ｉｎ１１１２
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ｔｈｅ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ＳＣＵＳ／ＡＳＧＵＳ，ＡＳＣＨ，ＬＳＩＬａｎｄＨＳＩＬｗｉｔｈ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ａｓ５０．１％，７０．７％，７２．８％ ａｎｄ９１．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
ＣＩＮｉｓ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ｌ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ｏｆｌｅｓｉｏｎｓ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ｌｅｓ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ｘｐａｎｄ
ｗｉｔｈｌｅｓｉｏｎｓｌｅｖｅｌｓ（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ｐｓｙａ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ｏｆｌｅｓｉｏｎｓ．
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ｉｄｅ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ｎｅｅｄ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
ｐｏｓｃｏｐｙｌｏｃａｌｂｉｏｐｓ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ｉｏｐｓｙｃａｎａｌｓｏｌｅａｄｔｏｍｉｓｓ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ｉｎｖａ
ｓｉｖ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ｈｕ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Ｂｉｏｐｓｙ；Ｒａｔｅｏｆｅｎｄｏ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宫颈ＣＩＮ病变与ＨＰＶ感染高度相关已经明确，检
查手段包括ＨＰＶ检测，端粒酶活性检测，细胞学和组
织学检查等。检查的准确性取决于取材的代表性以及

ＣＩＮ的病变分布特点，本研究通过对２组病例的研究，
阐述ＣＩＮ的病变特点并对不同病理检测手段的差异性
进行分析，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达安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００安徽省合肥达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通讯作者：吕建民，Ｅｍａｉｌ：ｌｖｊｉａｎｍｉｎ＠ｄａ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医学检验所承担的安徽省宫颈癌筛查妇女 １２０９２２
例，共筛查出阳性病例（ＡＳＣＵＳ以上）３２５３例，选取其
中１１１２例有完整的临床资料和阴道镜活检结果的病
例进行对比分析，３２５３例细胞学阳性病例有２１１６人
参与阴道镜下活检，阴道镜检出ＣＩＮ以上病例１０３３例
参与组织学分析，年龄最小２８岁，最大８７岁，平均年
龄４８．３２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细胞取材采用改良巴氏涂片法采
样；组织病理活检采用阴道镜观察宫颈情况，疑似病变

区取材或多点取材，然后１０％福尔马林固定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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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诊断标准　细胞学诊断采用２００１年国际癌症
协会推荐的 ＴＢＳ分类系统的诊断标准［１］：意义不明的

不典型鳞状细胞（ＡＳＣＵＳ）；不能排除高度上皮内病变
的不典型鳞状细胞（ＡＳＣＨ）；低度上皮内病变（ＬＳＩＬ）
包括ＨＰＶ的细胞变化、轻度异型增生和宫颈上皮内瘤
变Ⅰ级（ＣＩＮⅠ）；高度上皮内病变（ＨＳＩＬ）包括宫颈上
皮内瘤变Ⅱ级（ＣＩＮⅡ）和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及原位
癌；鳞状细胞癌（ＳＣＣ），不典型腺细胞（ＡＧＣ），疑似肿
瘤的不典型腺细胞（ＡＧＣＩｎ），颈管原位腺癌（ＡＩＳ），腺
癌。阳性诊断包括意义不明确的不典型鳞状细胞

（ＡＳＣＵＳ）及以上病变。组织学诊断标准：①正常或炎
症；②ＣＩＮ：轻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Ⅰ），中度不典型增生
（ＣＩＮⅡ），重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Ⅲ）；③ＳＣＣ；④腺癌。
所有阳性病例采用三级诊断，专家复诊。

１２３　分析方法　组织学分析各级病变组成，累腺
率，病变范围。病变范围通过统计宫颈病变累范点位

数来反映，如３～６点统计为４个点位数。数据采取χ２

检验，分析各级病变的差异性；统计涂片细胞学与组织

病理诊断的符合率，结合文献分析不同病理学检查差

异性存在的原因。

２　结　果
　　１０３３例ＣＩＮ以上病例中诊断ＣＩＮⅠ级５０８例，诊
断ＣＩＮⅡ级３２５例，诊断ＣＩＮⅢ级１６２例，诊断宫颈癌
３８例。５０８例ＣＩＮⅠ级病例中７１例见挖空细胞提示
合并湿疣病变，６０例累及浅层腺体，累腺率为１１．８％

（６０／５０８），总计累犯点位数 ７３７，平均累犯点数 １．４５
（７３７／５０８）。诊断ＣＩＮⅡ级３２５例，其中１１９例合并存
在ＣＩＮⅠ，１７例合并存在湿疣病变，共有１３３例累及
浅层腺体，累腺率４０．９％（１３３／３２５）；病变总计累犯点
位数６３４，平均累犯点数１．９５（６３４／３２５）。１６２例诊断
ＣＩＮⅢ级病变合并存在ＣＩＮⅡ级病变９１例、ＣＩＮⅠ级
病变２１例、湿疣样病变７例，有９３例病变累及腺体，
累腺率５７．４％；病变总计累犯点位数４３４，平均累犯点
数２．６８（４３４／１６２）。诊断宫颈癌３８例，浸润癌１９例，
疑似浸润癌１９例，１例合并湿疣样病变，累腺２８例，
累腺率７３．６％，总计累犯点位数１４２，平均累犯点位数
３．７４。有９例ＣＩＮⅢ级，６例疑似浸润癌在上级医院
锥切和术后病理诊断为浸润癌。

１１１２例细胞学阳性病例包括 ＡＳＣＵＳ／ＡＳＧＵＳ
４１９例，ＬＳＩＬ４０５例，ＡＳＣＨ１６１例，ＨＳＩＬ１２７例。细胞
与组织的诊断对比情况见表１。按照国际惯例上下相
差一级为符合，ＡＳＣＵＳ／ＡＳＧＵＳ与病理的符合率为
５０．１％，ＡＳＣＨ与病理的符合率为７０．７％，ＬＳＩＬ与病
理的符合率为 ７２．８％，ＨＳＩＬ与病理的符合率为
９１．３％，随着级别的增加符合率逐渐增高。ＬＳＩＬ对
ＣＩＮⅠ的阳性预测值４２％，ＨＳＩＬ对 ＣＩＮⅡ以上病变阳
性预测值７４％。低度病变与组织活检对比１７％（６９／
４０５）为假阳性，１０．１％（４１／４０５）的病变被低估；高度
病变中有 ２６％（３３／１２７）的是过度诊断，８．６％（１１／
１２７）为假阳性。

表１　细胞学诊断和组织学诊断的对比

细胞学诊断 例数
组织学诊断

良性病变或炎症 湿疣样病变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鳞癌 腺癌

ＡＳＣＵＳ／ＡＳＧＵＳ ４１９ ２０９ ６１ １０３ ２９ １３ ３ １
ＬＳＩＬ ４０５ ６９ ５０ １７０ ７５ ３０ １０ １
ＡＳＣＨ １６１ １６ ８ ２５ ７３ ２８ ８ ３
ＨＳＩＬ １２７ １０ １ ２２ ３５ ４０ １７ ２
合计 １１１２ ３０４ １２０ ３２０ ２１２ １１１ ３８ ７

３　讨　论
　　本组 １０４３例阴道镜活检中 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
Ⅲ、宫颈癌合并有湿疣样病变的占比依次为１４．０％、
５．２％、４．３％、２．６％，随之病变级别的增加占比逐渐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１．９０，Ｐ＝０．００＜０．０５）。
组织学诊断湿疣样病变主要是观察挖空细胞，而挖空

细胞存于在ＨＰＶ感染的早期，饶卫农［２］研究发现细胞

学正常组、ＣＩＮⅠ组、ＣＩＮⅡⅢ组、宫颈癌组患者 ＨＰＶ
感染率、ＨＲＨＰＶ感染率、重叠感染率均逐渐升高（Ｐ＜
０．０５）；随着ＣＩＮ级别的增加，ＨＰＶ１６的构成比亦逐渐
增加（Ｐ＜０．０５）。说明 ＣＩＮ作为 ＨＰＶ相关性病变是
渐进性发展的，随着ＨＰＶ反复感染和持续刺激病变由
量变到质变，而且不同级别的病变可以同时存在。ＣＩＮ
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宫颈癌的累腺率依次为１１．８％
（６０／５０８），４０．９％ （１３３／３２５），５７．４％ （８４／１３３），
７３．６％（２８／３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６．９９，
Ｐ＝０．００＜０．０５）。病变平均累犯点位数依次为１．４５
（７３７／５０８），１．９５（６３４／３２５），２．６８（４３４／１６２），３．７４
（１４２／３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０．３１，Ｐ＝

０．００＜０．０５）。以上结果说明与ＨＰＶ相关的ＣＩＮ病变
是多点发生，随着级别的增加病变范围逐渐扩大。从

表１可以看出 １１１２例细胞学阳性病例包括 ４１９例
ＡＳＣＵＳ／ＡＳＧＵＳ，４０５例ＬＳＩＬ，１２７例ＨＳＩＬ与组织学活
检的符合率依次为５０．１％、７２．８％、９１．３％，随着级别
的增加符合率逐渐增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２．３６，Ｐ＝０．００＜０．０５）。分析认为病变级别越高，病
变范围就越大，刷到的样本细胞量也越多，同时随着病

变级别的增加细胞的异型性越也明显，细胞学检测的

灵敏性也增高，与组织的诊断结果也越接近。

细胞学诊断ＬＳＩＬ和ＡＳＣ与组织学符合率较低，是
细胞学诊断的难点。国内非典型鳞状细胞与组织学诊

断结果的对照研究显示，ＡＳＣＵＳ与宫颈活检组织学阳
性病例的符合率为１０．１％ ～４２．４％［３８］。鉴于各家报

道不一，有必要对非典型鳞状细胞与组织学诊断结果

的对照进行重复性研究。ＡＳＣＨ与活检阳性符合率高
达５９．４％～８６．７％［４６］。本组４１９例细胞学检查 ＡＳＣ
ＵＳ与宫颈活检组织学阳性病例的符合率为５０．１％高
于以上报道范围，说明本研究对诊断的标准掌握不够

·５２６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严格，将更高级别的病例归在了这一类型；１６１例ＡＳＣ
Ｈ病例与宫颈活检组织学阳性病例的符合率为
７０．７％，与报道一致。

在４１９例细胞学检查 ＡＳＣＵＳ／ＡＳＧＵＳ病例中包
含各级病变，因此 ＡＳＣＵＳ是一种排除性诊断，其代表
低估了宫颈上皮内病变和对反应性改变的过度诊断；

仅仅是对存在病变危险的一种提示，而不是对病变的

明确诊断，这一点应引起妇科医生的重视。对于 ＡＳＣ
ＵＳ患者通常可采用随访复查、ＨＰＶ检查、立即阴道镜
检查三种方法之一处理，大规模普查时为防止失访可

以直接纳入阴道镜检查。

本组１６１例 ＡＳＣＨ病例经阴道镜下点活检病理
诊断中ＣＩＮⅡ及以上病例占６９．６％（１１２／１６１），明显高
于ＡＳＣＵＳ患者的１０．９％（４６／４１９），在对 ＣＩＮⅡ及以
上病例阳性预测上２组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２０１．４２，Ｐ＝０．００＜０．０５）。ＡＳＣＨ的病例提示潜在的
ＣＩＮⅡ或 ＣＩＮⅢ，较 ＡＳＣＵＳ阳性预测价值高，诊断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应将其视为明确的阳性病变处理，建

议尽快进行阴道镜检查。通过对部分 ＡＳＣＨ病例细
胞学涂片的复习发现，不能做出准确诊断的主要原因

除炎症反应、出血坏死和炎性渗出物较多等因素影响

外，部分病例可以做出高度病变的诊断，但由于细胞量

偏少而诊断趋于保守。因此病理医师要多做涂片和组

织学切片的对比复习，提高对病变细胞的识别能力和

信心。

４０５例ＬＳＩＬ病例与组织活检的符合率为７２．８％，
６９例病变被高估，占１７％（６９／４０５），４１例的病变被低
估，占１０．１％（４１／４０５）。ＴＢＳ报告系统的低度病变包
含了挖空细胞（湿疣样病变），轻度不典型增生，涵盖范

围大于组织学ＣＩＮⅠ，这是导致符合率低的主要原因。
在组织活检病例分析已发现湿疣样病变可以和ＣＩＮ或
癌并存，因此把“湿疣样病变”纳入细胞学的低度病变

范畴也是完全合理的。ＬＳＩＬ病例与组织学７２．８％符
合率较其他学者［９］偏高，一方面可能是标准把握比较

严格有关，另一方面涂片的炎症遮蔽和细胞重叠导致

对挖空细胞细胞的诊断灵敏性低于 ＬＣＴ和 ＬＰＴ。１２７
例高度病变与阴道镜活检的符合率最高，达到９１．３％，
但仍有２６％（３３／１２７）的病例被过度诊断，存在８．６％
（１１／１２７）的假阳性。与阴道镜相比细胞学诊断的准确
率较低是因为取材的纵深度不足，但是细胞学宫颈刷

取样的范围是宫颈管一周，比阴道镜点活检广泛，因此

也会出现细胞学阳性而阴道镜点活检却是阴性的情

况，比如出现老年宫颈萎缩，产伤导致的宫颈变形等情

况。因此对待上述所谓的细胞学过度诊断或不足，即

细胞与活检组织诊断不符时，要严格复习细胞涂片，若

细胞诊断明确，一定要采取进一步检查或随访，防止因

阴道镜活检不足而导致漏诊。

本组阴道镜确诊的 ＣＩＮ通过对会诊的随访发现，
有９例 ＣＩＮⅢ，６例疑似浸润癌在上级医院锥切和术
后病理诊断为浸润癌。由于存在取样的误差，阴道镜

对早期浸润癌诊断不足。早期浸润又称微浸润是组织

学概念，仅被诊断在锥切标本及其以上类型的标本中，

在宫颈活检标本中直接诊断微浸润风险很大，主要是

对于浸润深度的判断常常容易低估。点活检的取样的

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早期浸润癌５６％累及宫颈前
唇，３３％同时累及宫颈前后唇，单独累及后唇仅占
１１％，约９２％的微浸润癌是多灶性的［１０］。对于阴道镜

活检诊断ＣＩＮⅢ以上病例大多数情况下累腺病灶多、
范围广，均应进一步行锥切或子宫切除排除浸润癌可

能。曹树军等［１１］研究提示，隐匿性宫颈癌发生率为

５．７％，多隐匿在 ＣＩＮ中，其中 ＣＩＮⅢ中发生率为
１３．４％。阴道镜活检诊断高级别 ＣＩＮ的准确率为
６１．６％（２３７／３８５），漏诊宫颈浸润癌２４例（均为早期浸
润癌）。苗娅莉等［１２］报道１１５例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
术后病理与术前阴道镜活检符合率６９．４％（７１／１１５）。
即便是锥切，也存在取样的误差，从而导致病变残留和

复发，特别是在处理广泛累腺的ＣＩＮ时［１３］。

不同的病理检查方法在宫颈病变检查流程中作用

和地位是不尽相同的，不管采用何种筛查或检查程序，

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都是最基本的方法。由于技术本

身的限制，细胞学诊断和点活检诊断都存在一定程度

的假阳性和假阴性，临床不可忽略技术本身固有的局

限性，正确理解差异的含义。应该认识到，在宫颈癌的

诊断中，细胞学方法只是一项筛查技术，它只能用来发

现“有无病变”，至于病变的程度、范围有待进一步的组

织学检查，包括活检、锥切和子宫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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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宫颈环形电切术和冷刀锥切术对妊娠影响的比较
何志芳，邱家玲

摘要：目的　探讨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ＥＥＰ）和宫颈冷刀锥切术（ＣＫＣ）对宫颈病变术后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期间在医院行ＬＥＥＰ或ＣＫＣ手术并有生育要求的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为研究对
象，同期随机选取在我院就诊有生育要求的健康妇女作为对照组，比较３组间妊娠结局。结果　ＬＥＥＰ组中平均
孕周略短（３７．９±１．６）周，胎膜早破发生率（１２．２％）、早产率（２０．４％）、新生儿低体重出生率（１６．３％），与对照组
平均孕周（３８．１±１．７）周、胎膜早破发生率（１１．７％）、早产率（１８．３％）、新生儿低体重出生率（１３．３％）相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ＫＣ组中，平均孕周较短（３６．７±２．０）周，胎膜早破发生率（２９．３％）、宫颈裂伤发
生率（１４．６％）及早产率（４１．５％）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低体重儿相对较多（发生率２９．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宫颈冷刀锥切显著增加早产的风险，宫颈环形电切术相对危险度较低，术后妊娠相对安全，
对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因此在对有生育要求ＣＩＮ女性患者，ＬＥＥＰ可作为优先考虑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环形电切术；冷刀锥切术；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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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Ｎ，ＣＫ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ｕｓｕａｌ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
ＢｕｔＬＥＥ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ａｆｅ，ａｎｄｈａ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ｔｉｓｔｈｅｐｒｉｏｒｍｅｔｈ
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ｄｅｓｉｒｅｄｆｏ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ｏｌｄｋｎｉｆｅｃ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ＣＩＮ）是一种与宫颈癌相关的癌前病变，近年来随着宫
颈癌筛查技术的发展，加之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发病率

有年轻化的趋势，有资料显示：需要治疗的高级别的

ＣＩＮ患者，高发年龄在３０岁左右，随着女性生育年龄
的延迟，许多女性在诊断出 ＣＩＮ时尚未生育［１］。目

前，ＣＩＮ治疗主要采用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
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和宫颈冷刀锥切术
（ｃｏｌｄｋｎｉｆｅｃ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ＫＣ）两种常用术式。而两种治
疗方式术后对妊娠结局是否有影响，目前争议较多，尚

无统一意见。本文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年轻有生育要求

的ＣＩＮ患者进行临床队列对照研究，探讨 ＬＥＥＰ和
ＣＫＣ对宫颈病变术后妊娠结局的影响，为更好地进行
临床工作提供一定借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科自
２０１０年 ２月—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期间，因 ＣＩＮ接受 ＬＥＥＰ

基金项目：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何志芳，Ｅｍａｉｌ：ｓｙｇ０７０７＠ｓｉｎａ．ｃｏｍ

或ＣＫＣ治疗患者，有生育要求且术后妊娠患者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①患者年龄 ＜４０岁，既往无不孕或
异常妊娠病史，均排除可能导致异常妊娠的母体因素，

如肝肾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等；②患者宫颈均未受
过任何物理手术治疗，术前白带常规、血常规、尿常规

均正常，无手术禁忌证，术前均经宫颈细胞学、阴道镜

定位活检、宫颈管搔刮术病理检查，术后病检明确诊断

为ＣＩＮⅠ ～ＣＩＮⅢ（ＣＩＮⅠ患者，病变持续存在２年以
上），患者对上述情况充分知情并愿意接受宫颈锥切治

疗；③术后具备随访条件（术后随访２年），依从性好。
符合上述条件患者共９０例，其中接受 ＬＥＥＰ治疗的患
者４９例，妊娠年龄在２２～３８岁，平均（２８．７±３．４）岁，
其中ＣＩＮⅠ１０例，ＣＩＮⅡ２６例，ＣＩＮⅢ １３例；接受 ＣＫＣ
治疗患者４１例在２３～３９岁，平均（２９．６±３．０）岁，ＣＩＮ
Ⅱ１４例，ＣＩＮⅢ ２７例；同期随机选取我院就诊有生育
计划健康妇女６０例作为对照组，妊娠年龄２０～３８岁，
平均（２９．２±３．５）岁。
１２　手术方法　行 ＣＫＣ或 ＬＥＥＰ治疗在患者月经干
净３～７ｄ后进行，术前禁性生活，先行碘实验，均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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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范围３～５ｍｍ将锥形标本完整切除，必要时周边
及基底可以补切。ＣＩＮⅠ深度为１０～１５ｍｍ；ＣＩＮⅡ深
度为１５～２０ｍｍ；ＣＩＮⅢ深度为２０～２５ｍｍ，切除组织
标记好宫颈１２点位置并记录锥体的高度后送病理检
查。术后创面敷以明胶海绵，阴道内填塞纱布２块，２４
ｈ后取出；术后使用抗生素４８ｈ预防感染，３～６个月
后复查，无异常者可妊娠，并由专人建档随访１８～２４
个月，记录妊娠时间、孕周及分娩情况、新生儿体重、妊

娠并发症如胎膜早破、早产、宫颈裂伤发生率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统计分析，定
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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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组和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　对照组与ＬＥＥＰ
及ＣＫＣ治疗组在年龄、初产、吸烟史、社会经济状况及
受教育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产科并发症，如双胎妊娠、妊娠期糖尿病、子痫前期、前

置胎盘、羊水量异常及胎儿宫内窘迫等差异亦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ＣＫＣ组胎膜早破及宫颈裂伤发
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及 ＬＥＥ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ＬＥＥＰ组胎膜早破及宫颈裂伤发生率和
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对照组、ＬＥＥＰ和ＣＫＣ治疗组患者基本情况（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生育情况

初产 经产

是否吸烟

吸（主／被） 不吸

居住区域

城镇 农村

对照组 ６０ ２９．２±３．５ ５０（８３．３） １０（１６．７） ３５（５８．３） ２５（４１．７） ４２（７０．０） １８（３０．０）
ＬＥＥＰ组 ４９ ２８．７±３．４ａ ４２（８５．７）ａ ７（１４．３）ａ ２８（５７．１）ａ ２１（４２．９）ａ ３４（６９．４）ａ １５（３０．６）ａ

ＣＫＣ组 ４１ ２９．６±３．０ａｂ ３６（８７．８）ａｂ ５（１２．２）ａｂ ２２（５３．７）ａｂ １９（４６．３）ａｂ ２９（７０．７）ａｂ １２（２９．３）ａｂ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治疗组间比较，ｂＰ＞０．０５。
表２　对照组、ＬＥＥＰ和ＣＫＣ治疗组妊娠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胎儿窘迫 双胎妊娠 妊娠糖尿病 前置胎盘 子痫前期 胎膜早破 宫颈裂伤 羊水量异常率

对照组 ６０ ５（８．３３） １（１．６７）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６．６７） ７（１１．６７） ０（０） ３（５．００）
ＬＥＥＰ组 ４９ ４（８．１６）ａ １（２．０４）ａ ２（４．０８）ａ ２（４．０８）ａ ３（６．１２）ａ ６（１２．２）ａ １（２．０４）ａ ２（４．０８）ａ

ＣＫＣ组 ４１ ３（７．３２）ａｃ ０（０）ａｃ １（２．４４）ａｃ ２（４．８８）ａｃ ２（４．８８）ａｃ １２（２９．３）ｂｄ ６（１４．６３）ｂｄ ２（４．８８）ａｃ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治疗组间比较，ｃＰ＞０．０５，ｄＰ＜０．０５。

２２　分娩时孕周情况的比较　ＣＫＣ组早产率高于对
照组及 ＬＥＥＰ，其平均孕周均低于 ＬＥＥＰ及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ＥＥＰ组早产率略高于对
照组，孕周略低于对照组，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对照组、ＬＥＥＰ组、ＣＫＣ组分娩时孕周比较

组别
＜３４周
（例数）

＜３７周
（早产率）

未足月

（胎膜早破）

平均孕周

（周）

对照组 ２ １１（１８．３％） ５ ３８．１±１．７
ＬＥＥＰ组 ２ １０（２０．４％）ａ ４ ３７．９±１．６ａ

ＣＫＣ组 ３ １７（４１．５％）ｂｃ ７ ３６．４±２．０ｂｃ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治疗组间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３　胎儿情况　ＣＫＣ组中低体重儿发生率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ＥＥＰ组中低体重
儿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３组新生儿窒息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对照组、ＬＥＥＰ组、ＣＫＣ组新生儿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平均出生体重

（ｇ）
低体重儿

（ｎ，％）
巨大儿

（例数）

１分钟Ａｐｇａｒ＜７分
（ｎ，％）

对照组 ６０ ３４５０（１８００～４２００） ８（１３．３３） ７ ３（５．００）
ＬＥＥＰ组 ４９ ３３００（１６５０～３８５０） ９（１６．３２）ａ ０ ２（４．８２）ａ

ＣＫＣ组 ４１ ２９６０（１４５０～３８００） １２（２９．２７）ｂｃ ０ ３（７．３２）ａｃ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治疗组间比较，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宫颈癌是我国女性生殖器官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ＣＩＮ被认为是宫颈癌的癌前病变，尽管只有少数 ＣＩＮ
患者会最终进展成为宫颈浸润癌。宫颈锥切术是目前

治疗ＣＩＮ的主要方法［２３］。有资料显示，宫颈锥切是造

成早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

锥切方法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ＬＥＥＰ是利用高频电波通过电极刀使组织分开达
到切割、止血等目的，主要用于治疗体积小、程度轻的

病变，其操作方便，手术快捷，并发症小，能保留标本等

诸多优点，广受欢迎，是一种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较为

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４］，徐海霞等［５］对４９例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患者ＬＥＥＰ术后妊娠情况、妊娠结局进行回顾性
分析，提示 ＬＥＥＰ术不增加早产、胎膜早破的发生率，
进一步说明了其治疗方式的安全性；ＣＫＣ则是应用手
术刀切除宫颈病变组织，既是诊断 ＣＩＮⅢ的经典手术
方式，又具有治疗作用。对于可疑浸润面积较大，或移

行带延伸到宫颈管内较深的情况，其特点本身就决定

需要切除更大更多的组织，其切除的厚度８２％以上均
大于１０ｍｍ［６］，这自然会对妊娠结局有一定的影响，早
产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与王雁等［７］报道的结果相

一致。但是与全子宫切除术相比较，此手术方式即能

有效的切除病变，同时又能保留宫颈的结构功能及患

者的生育功能［８］。

本研究通过观察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
院接受宫颈锥切治疗且有生育计划的患者，以健康女

性作为对照组，观察 ＬＥＥＰ和 ＣＫＣ手术治疗对妊娠结
局的影响，发现 ＬＥＥＰ组中平均孕周略短，胎膜早破的
发生率、早产率、新生儿低体重出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其

发生率略高，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ＣＫＣ组中，平均孕周较短，胎膜早破、宫颈裂伤发生率
及早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低体重儿（下转第１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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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腹腔镜在子宫肌瘤剔除术中的价值探讨
李海燕，周晓燕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对子宫肌瘤患者利用腹腔镜进行肌瘤剔除手术的疗效。方法　在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住的子宫肌瘤患者中，抽取适合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患者９６例，随机将其中
４８例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作为观察组，４８例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作为对照组，将２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
术时间、术后肛门排气、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情况及术后３月性激素测定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
（９５．７±３５．５）ｍｉｎ，长于对照组手术时间（６２．０±１８．３）ｍｉ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在患者术中
出血量（７８．０±４１．５）ｍｌ，肛门排气时间（２０．５±８．０）ｈ，保留导尿时间（１８．５±４．５）ｈ，术后住院时间（５±２）ｄ，较对
照组术中出血量（１３６．０±５０．２）ｍｌ，肛门排气时间（４０．５±１３．０）ｈ，保留导尿时间（４３±１３）ｈ，术后住院时间
（８．０±１．５）ｄ明显缩短，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术后切口感染８例，尿路感染５例，呼吸道感
染６例，观察组除１例上呼吸道感染外无切口和泌尿系感染，２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Ｅ２
（１１８±４８）ｐｍｏｌ／Ｌ，ＦＳＨ（１０±５）Ｕ／Ｌ，ＬＨ（１１±４）Ｕ／Ｌ，对照组术后 Ｅ２（１３５±５７）ｐｍｏｌ／Ｌ，ＦＳＨ（９±３）Ｕ／Ｌ，ＬＨ
（１３±５）Ｕ／Ｌ，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腹腔镜剔除子宫肌瘤在适宜的手术适应证下，具有
创伤小、住院时间短、恢复快的优点，且不影响卵巢功能，值得在临床诊疗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腹腔镜；子宫肌瘤；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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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妇产科较为常见且多发的疾病，传统
的治疗通常采用开腹手术进行子宫肌瘤剔除手术，开

腹手术剔除子宫肌瘤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大，而且术

后恢复时间较长，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随着临床

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微创技术的深入开展，腹腔镜技术

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妇科肿瘤的治疗中［１］。为了探讨腹

腔镜在子宫肌瘤剔除手术中的临床效果，本文对入住

我院条件符合的９６例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了分析。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妇科
通讯作者：李海燕，Ｅｍａｉｌ：ｌｈｙ００６９３１＠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在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收住的子宫肌瘤患者中，抽取适合腹腔镜子宫肌瘤

剔除术的患者９６例，将其中４８例腹腔镜下子宫肌瘤
剔除术作为观察组，４８例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作为对
照组，观察组患者年龄２８～４５岁，平均４１．８岁，子宫
肌瘤直径３～６ｃｍ，平均５．２ｃｍ，单发肌瘤３７例，其中
浆膜下肌瘤１２例，肌壁间肌瘤２５例，多发肌瘤１１例，
盆腔手术史５例，其中剖宫产手术史２例。对照组年
龄３１～４６岁，平均４２．３岁，子宫肌瘤直径２～８ｃｍ，平
均５．８ｃｍ，单发肌瘤２３例，其中浆膜下肌瘤７例，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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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肌瘤１５例，多发肌瘤１５例，盆腔手术史７例，其中
剖宫产手术史４例，２组患者术前均行 Ｂ超及妇科检
查确诊为子宫肌瘤，２组在临床表现、病程、病变程度
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选择患者月经周期的第８～１２天进
行手术。对照组采用开腹手术对子宫肌瘤进行剔除，

患者术前留置尿管，采用联合硬膜外麻醉，患者取仰卧

位，于下腹部正中做一纵行切口长约７～９ｃｍ，依次切
开腹壁各层进腹，暴露出子宫，将２０Ｕ的缩宫素向宫
体部位注射，提出子宫在瘤体突起结节处切开瘤体，剥

除肌瘤送病理，以１号可吸收线间断缝合关闭瘤腔并
缝合子宫。观察组患者在子宫肌瘤剔除手术前亦留置

Ｆｏｌｅｙ导尿管，采用全身麻醉，头低足高３０°仰卧位，取
患者脐下１ｃｍ处作为纵切口，经过此切口将气腹针插
入，充气过程中要做到先慢后快，使患者腹内的压力维

持在１．８７ｋＰａ左右，然后从原切口插入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
置镜对患者盆腔进行腹腔镜检查。于下腹正中线旁开

５ｃｍ左右分别切开一小口植入１０ｍｍｍ及５ｍｍＴｒｏ
ｃａｒ，对瘤体周围进行２０Ｕ催产素注射，以加强患者子
宫收缩频率，减少患者子宫出血。在瘤体表面结节处

以电钩切开子宫肌层深达瘤体，抓钳抓住瘤体后，分离

钳分离假包膜，剥除肌瘤，局部双极电凝止血，１号可
吸收线间断８字缝合关闭瘤腔，剥除的瘤体以子宫粉
碎器粉碎后从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取出送病理，术毕２个１０
ｍｍＴｒｏｃａｒ穿刺孔，各内缝１针，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以纳米银
小腹贴对合，如剔除肌瘤手术时未穿透子宫内膜，术后

常规使用抗生素２４ｈ防止患者术后感染。
１３　观察指标　对２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所需
时间以及患者肛门排气时间、保留导尿时间、术后住院

时间、术后３～７ｄ并发症、术后３月性激素测定进行
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内、组间比较采用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术中及术后疗效对比　对照组手术所需时间
（６２．０±１８．３）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１３６．０±５０．２）ｍｌ，患
者肛门排气时间（４０．５±１３．０）ｈ，保留导尿（４３±１３）
ｈ，术后住院时间（８．０±１．５）ｄ，观察组手术所需时间
（９５．７±３５．５）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７８．０±４１．５）ｍｌ，患
者肛门排气时间（２０．５±８．０）ｈ，保留导尿（１８．５±
４．５）ｈ，术后住院时间（５±２）ｄ，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中
出血量少于对照组，其肛门排气时间，保留导尿，术后

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术后并发症对比　对照组术后切口感染８例，尿

路感染５例，呼吸道感染６例，观察组除１例上呼吸道
感染外无切口和泌尿系感染，２组患者术后并发症见
表２。

表１　２组子宫肌瘤患者术中术后疗效比较 （ｎｉ＝４８）

组别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肛门排气

（ｈ）

保留导尿

（ｈ）

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９５．７±３５．５ ７８．０±４１．５ ２０．５±８．０ １８．５±４．５ ５．０±２．０
对照组 ６２．０±１８．３ １３６．０±５０．２ ４０．５±１３．０ ４３．０±１３．０ ８．０±１．５
ｔ值 ５．８６ ６．１７ ６．６８ １２．２５ ７．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２组子宫肌瘤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ｎｉ＝４８）

组别 切口感染 尿路感染 呼吸道感染

观察组 ０ ０ １
对照组 ８ ５ ６
χ２值 ８．１２ ５．０７ ３．５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术后性激素测定对比　观察组术后 Ｅ２（１１８±
４８）ｐｍｏｌ／Ｌ，ＦＳＨ（１０±５）Ｕ／Ｌ，ＬＨ（１１±４）Ｕ／Ｌ，对照组
术后Ｅ２（１３５±５７）ｐｍｏｌ／Ｌ，ＦＳＨ（９±３）Ｕ／Ｌ，ＬＨ（１３±
５）Ｕ／Ｌ，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子宫肌瘤患者术后３月性激素测定情况（ｎｉ＝４８）

组别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Ｌ）

观察组 １１８±４８ １０±５ １１±４
对照组 １３５±５７ ９±３ １３±５
ｔ值 １．５４ １．０５ １．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腹腔镜治疗子宫肌瘤和开腹手术治
疗子宫肌瘤的对比分析，观察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中出
血量少于对照组，其患者肛门排气时间，保留导尿时

间，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术后切口感染、尿路感染及上
呼吸道感染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性激素 Ｅ２、ＦＳＨ、ＬＨ测定上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可见腹腔镜治疗
的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恢复较快、预后效果较好、住院时

间较短，手术后并发症比开腹组明显减少［２］。

子宫肌瘤作为妇产科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一般病

情发展较慢，易致月经量增多，较大的瘤体还可引起压

迫症状，也是育龄妇女造成流产和不孕的因素之一［３］，

且存在癌变的可能性，因此临床上对于症状明显的子

宫肌瘤的诊治应该尽早进行。

治疗子宫肌瘤的方法有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药

物治疗的疗程较长且停药后存在反跳现象，加之许多

患者不能耐受长期服药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因此药物

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只适合近绝经期的妇女；手术治

疗的适用范围较广泛［４］。手术治疗分为切除子宫和剔

除子宫肌瘤，子宫切除后会影响到卵巢的血供，因而加

速卵巢功能的衰竭，本文通过术后３月（下转第１６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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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双向转诊的风险控制研究概述
朱有为，柏涌海，ＹＵＥＺｈａｎｇ，陆莉，刘宇，陈羽中，蔡剑飞

摘要：本研究是在新一轮医改突出“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分层就医”的背景下，在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发挥各级医

疗机构特定功能以改变“看病难、看病贵”的需求下，以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双向转诊的实际现状

为研究对象，应用风险控制研究的方法，围绕合理有效的患者评价和转送标准的构建和应用，分析综合医院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双向转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缺少合理的转诊标准和程序，转诊的权责界定和

分配，利益分配和补偿措施有限以及配套制度尚待完善等４个方面。并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和措施，包括：制定
双向转诊执行指南和流程，完善补偿和利益分配，明确双向转诊权责分配，完善双向转诊政策制度以及增进医疗

机构间沟通，为合理高效地开展双向转诊工作提供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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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卫生服务是我国城市初级卫生保健的主要形
式，是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基础环节，是优化卫生

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切入点，

也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药品生产流通体制

和医疗救助制度等方面改革与发展的交汇点［１］。其

中，双向转诊是有效整合医疗资源，实现患者有序就医

的关键环节和核心纽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高效的卫生服务系统

应该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与综合医院的双向转诊制

度［２］，双向转诊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合理分配医疗

资源的关键［３］。通过双向转诊工作的落实，达到高效

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有效引导患者的分流和分级救

治、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目的，促进“小病进社区，大病

进医院，康复回社区”良性循环的真正实现。

１　风险控制概述
　　风险伴随着项目执行的整个过程，风险的出现不
仅会增加成本，延缓进度，而且会对工作的完成质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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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的预期收益。因此，对项目风险

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控制风险就变得非常必要。风

险控制是指管理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消灭或减少

风险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或者减少风险事件发生

时造成的损失。风险控制的４种基本方法是：风险回
避、损失控制、风险转移和风险保留。

本文以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双向转

诊的实施流程为切入点，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三

级综合性医疗机构之间的双向转诊工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并从风险控制的角度

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２　双向转诊风险因素分析
２１　缺乏合理的转诊标准和程序　目前，双向转诊存
在的一个较突出问题是“上转容易，下转难”［４］，造成

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向转诊缺少合理通用

的标准和程序。“大病”和“小病”怎样界定、疾病谱的

变化、病情的不同、医疗技术水平的差异、实施双向转

诊必然会存在误诊或是漏诊的问题，这些因素都有可

能延误患者的转诊或者是救治。据《中国卫生人才》

的一项调查显示，有２４％的医生认为缺少适宜的转诊
标准是导致目前医疗机构执行转诊行为的最大顾虑，

居于首位。医院和医生在操作时最看重的不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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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实施的标准［５］，进一步证明了制定合理有效地双

向转诊实施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２２　转诊的权责界定和分配　缺少有效通用的双向
转诊标准和程序不仅会影响双向转诊工作的顺利开

展，还会给医务人员带来相应的权责问题。一方面，如

何准确评估患者的康复状态达到下转条件，或是患者

所处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水平有限等问题，一

旦下转患者的病情突然加重，不仅会有可能加剧医患

关系的紧张，由此带来的诊疗责任，特别是医患纠纷权

责的准确界定，都会给双向转诊工作的便利、通畅实施

带来挑战，还会影响到患者及其家属对双向转诊以及

综合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信任甚至产生抵触。

２３　利益分配和补偿措施有限　患者和服务项目的
多少综合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二者的收入有着

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把医院

经济收入作为考核干部、评价医院业绩的重要指标之

一，这也从客观上造成了部分综合性医疗机构并不急

于将患者下转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６］，也是导致目前

各地区普遍存在的综合性医疗机构“下转难”的重要

原因之一。

２４　配套政策制度尚待完善　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技术水平、传统就医观念、专家效应以及缺乏有效影响

和制约患者就诊选择的政策和措施［７］等因素的影响，

群众对社区卫生服务和双向转诊特别是综合医院的病

员下转缺乏互信，使双向转诊的落实效果尚有提升空

间。因此，在探索和实行有效引导和制约患者和医疗

机构转诊的政策措施方面，医保和报销优惠、倾斜政

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疗机构、医师的双向互

动机制等方面，均需不断完善和加强，使双向转诊的配

套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督促双向转诊工作的切实开

展。

３　双向转诊风险控制分析
３１　制定双向转诊的执行指南和流程　由政府和卫
生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医疗机构以及相关科研机构，制

定出符合当地实际双向转诊执行指南和流程，不仅对

于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实施双向转诊提供政策和理

论支持；为确定患者是否达到的转诊的标准提供科学

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证双向转诊的效率和质量；另

外，还可以为制定双向转诊配套政策提供技术支撑。

但编制出执行指南和流程的同时，各地还可根据

当地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疾病谱等状况，编制相应的转

诊指标体系，以量表、模型或者软件的形式，帮助医务

人员实时评估患者状况提醒医生患者病情变化，及时

做出快速回应；还可为主管部门评估医疗机构的双向

转诊效率和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双向转诊指南、指标、软件和流程的推行，还

可促进年轻医生的工作，工作流程变得更加直观、简

洁、高效，引导和提示年轻医生完成患者基本的体格检

查及常规的辅助检查，避免疾病的漏诊及误诊，从而提

高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８］。

对于医院如何实施转诊，４９％的参与医生建议政
府制定转诊管理流程和具体医疗转诊标准，规定医院

参照执行；３３％的参与医生建议上下级医院自己联系
组成医疗集团；１８％认为政府制定指导方案，医院据此
自行操作更好［５］。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医

疗卫生技术水平不尽相同、疾病谱的影响、不同患者存

在异质性，因此，制定出通用、适宜的双向转诊标准任

重而道远。

３２　完善补偿和利益分配　首先，在确定双向转诊的
执行指南、标准和流程的基础上，相关部门特别是主管

部门应适时确定双向转诊各环节产生的利益分配。在

转诊操作过程中，由上转产生的相关费用，如转诊运输

费用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下转工作相关费

用由转诊的医疗机构或者患者负责，转诊后产生的治

疗收益归现阶段收治患者的医疗机构所有。

其次，各地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应适当增加对综

合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实施双向转诊工作的

预算和投入，完善补偿措施和利益分配，在切实保证患

者利益的基础上，适当拉大综合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同类医疗服务的收费差距。

第三，引进社会的资金助力双向转诊工作开展。

参照引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的经验，通

过这种市场化运作、充分竞争的准入方式，完善双向转

诊的服务［９］，与社会力量采取合作共赢的方式，引进社

会资金对医院建设进行补偿的同时，对投资单位职工

在入院就诊、健康体检、健康教育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

惠和帮助，在引进社会资金对医疗机构进行补偿的同

时，又可以为政府节约医疗资金的投入。

３３　明确双向转诊的权责分配　在确定双向转诊的
执行指南、标准和流程的基础上，政府以及主管部门还

应完善相应的卫生法规和政策，明确双向转诊各环节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权责分配，确保患者在转诊前

后治疗的连续性的基础上，以明确的政策和规章的形

式，强调双向转诊的必要性，合理引导患者的选择，缓

解医疗机构开展双向转诊的后顾之忧。同时，还应明

确社区医生、家庭医生团队以及综合医院医生的服务

的范围和对象，尝试一对一服务，属地化管理和救

治［１０］，推动双向转诊工作的有序开展。

３４　完善双向转诊实施的配套政策制度　完善双向
转诊的相关支持和配套政策，对于合理引导患者以及

医疗机构执行双向转诊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各级

医院之间，医保支付比例相差非常小（５％左右）［１１］，因
此可以加强医保和医疗保险政策扶持，适当拉大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与综合医疗机构的起付以及自付比例差

距；将双向转诊落实的效率效果纳入医疗机构考核以

及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拨款的参评指标；因地制宜，在

基本药物目录的基础上，完善当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的基本药物制度，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诊疗服务

能力，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综合医院双向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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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以促进双向转诊工作的落实。

３５　完善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沟通　完
善综合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沟通协作，增进综

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交流，形成不同综合医

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交流，以

求进一步完善患者的转诊渠道和路径。在患者诊断、

治疗方案明确或处于康复期和恢复期时，由于对患者

居住地的医疗资源了解较少，综合医院的医生多为口

头建议患者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对未经过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转诊的患者也较难落实定点下转［１２］。

因此，加强综合医院与不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沟通

也显得尤为重要。

双向转诊的运行现状一方面说明了医疗卫生事业

改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注重

点面结合，宏观与微观兼顾，完善双向转诊的运行、评

价、反馈和监管机制，最终切实将双向转诊制度落到实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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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组性激素测定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剔除
子宫肌瘤手术对女性卵巢功能不会造成影响。子宫不

仅是生殖激素的靶器官还是内分泌器官，随着人们对

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广大育龄妇女患者不仅选择保

留子宫剔除肌瘤，而且要求美观、微创的手术。腹腔镜

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进行操作，不仅减少盆腹腔感

染及腹壁切口感染的机会，而且创面疤痕极小，符合女

性追求美观的心理［５６］。因此，腹腔镜可以在创伤很小

的情况下满足患者治疗子宫肌瘤的要求。腹腔镜剔除

子宫肌瘤相对于开腹手术治疗手术损伤小、术后恢复

快，住院时间短，术后盆腔粘连少且疤痕小，利于患者

身心健康［７８］，但腹腔镜手术不仅要求手术者要有腔镜

下熟练的缝合技术，且要选择合适的病例，同时术前要

了解患者子宫肌瘤的生长情况、部位、数量，一般认为

腹腔镜剔除子宫肌瘤适用于子宫浆膜下肌瘤和肌壁间

肌瘤，瘤体直径３～７ｃｍ，瘤体数量 ＜３枚为宜［９］。对

于特殊部位的子宫肌瘤或有子宫腺肌瘤可能的患者要

做好中转开腹的沟通，有报道腹腔镜剔除子宫肌瘤形

成穿刺孔小肠疝致切除肠管，另有报道腹腔寄生肌瘤

形成［１０１１］，因此术中不仅常规注意小心避开输尿管，还

要注意穿刺口。

综上所述，腹腔镜剔除子宫肌瘤具有较高的临床

可行性和安全性，值得在子宫肌瘤的临床诊疗中推广

应用［１２］，同时要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规范操作，防止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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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８６例空腹血糖受损的干预研究
袁自宏，查晓娟，李荣，朱桂岚，夏礼斌

摘要：目的　研究依托健康管理手段、凭借生活方式干预，对空腹血糖受损人群预后的作用。方法　在某高校职
工健康体检中筛选出８６例空腹血糖受损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为４４例和４２例。对
照组只做体检后常规健康建议；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健康管理手段实施综合干预措施，每３个月访视一
次，包括提供健康教育、饮食处方、运动方案等等。１年后，经统计学处理，分析并比较２组之间和研究前后相关
危险因素变化和空腹血糖受损转归情况。结果　干预组的体重指数、空腹血糖、甘油三酯与对照组及干预前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组７５．０％（３３／４４）空腹血糖恢复正常，６．８％（３／４４）发展为显性糖尿病，而
对照组３３．３％（１４／４２）空腹血糖恢复正常，１９．１％（８／４２）发展为显性糖尿病，２组空腹血糖恢复正常比较（χ２＝
１１．６０）以及２组发展为显性糖尿病比较（χ２＝５．６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健康管理手段能有
效改善空腹血糖受损人群的转归，值得在单位职工健康体检中推广。

关键词：健康管理；空腹血糖受损；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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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ｙｅａｒａｇｏ．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ＩＦＧａｎｄ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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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ｏｖｅｒ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ｓｕｇａｒｂａｃｋｔｏｎｏｒｍａｌ（χ２＝１１．６０，Ｐ＜０．０５）ａｎｄ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ｏｏｖｅｒｔｄｉａｂｅｔｅｓ（χ２＝５．６２，Ｐ＜０．０５）ｓｈｏｗｅ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ｓｉｎＩＦＧｃａｓｅｓ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ＦＧ．Ａｎｄｉｆｔｈｅ
ｗａｙｗａｓｗｉｄｅｌ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ＦＧ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ｔｃａ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ｍｆｒｏｍ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ｆａｓｔｉｎｇｇｌｕｃｏｓ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近几年，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患病率逐
年上升［１］。而在对 ＤＭ防治的所有干预措施中，不容
易被选择的健康饮食和运动锻炼，事实上，可能比药物

治疗能更有效预防和控制 ＤＭ。如果能在胰岛功能失
代偿早期阶段给予积极干预，收效将更明显。本研究

是对单位集体健康体检中发现的空腹血糖受损（ｉｍ
ｐａｉｒｅｄｆａｓｔｉｎｇｇｌｕｃｏｓｅ，ＩＦＧ）人群进行健康管理，评价该
类人群实施生活方式干预后相关危险因素变化和 ＩＦＧ
转归情况，探索一种能被广泛采用的ＤＭ防治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参照 ＷＨＯ糖尿病专家委员会提出
的ＩＦＧ诊断标准（１９９９），从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院进行健
康体检的芜湖市某高校职工１１７５人（男性６５９人，女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１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体
检中心（袁自宏，查晓娟，李荣，朱桂岚）；内分泌科

（夏礼斌）

通讯作者：袁自宏，Ｅｍａｉｌ：ｚｉ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１２６．ｃｏｍ

性５１６人）中，筛选出空腹血糖≥６．１ｍｍｏｌ／Ｌ且 ＜７．０
ｍｍｏｌ／Ｌ、并通过病史和加查餐后２小时血糖排除 ＤＭ
和糖耐量减低者，纳入本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将入选病例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
组，２组均建立健康档案。对照组只做体检后常规指
导，保持有效通讯联系。干预组应用健康管理手段实

施综合干预措施：①每３个月前往该校进行一次访视。
访视内容包括 ＤＭ防治相关知识宣教，使其了解 ＤＭ
的病因、防治方法和ＤＭ前期干预的意义；生活方式问
卷调查，填写“健康评估信息调查表”（每次问卷调查

表填写前均进行详细培训），了解干预对象目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为制定个体化饮食处方和运动方案提供依

据；随机血糖、体重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和或腰
围监测，以了解干预对象还有哪些指标未达标。②通
过每次问卷调查结果并结合每次所测指标值进行健康

评估，提供个体化饮食处方和个体化运动方案。具体

方法包括结合干预对象饮食喜好及健康风险进行规划

饮食处方，合理分配每日饮食总热量和糖类、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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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的组成，并限盐、限酒，膳食热量不足３０％的热量
来自脂肪，１５％以下的热量来自蛋白质；结合个人具体
情况科学合理制定运动方案，提倡不太剧烈并能长期

坚持锻炼的运动，运动时间选在餐后半小时至１ｈ之
后，每周应参加至少１５０ｍｉｎ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或至
少９０ｍｉｎ高强度体力活动；对超重或肥胖者，初始６
个月实现 ＢＭＩ减少５％ ～１０％的，视为减重达标。③
根据现有的评定情况和提供的饮食处方、运动方案再

重新进入下一个周期的ＩＦＧ健康管理。同时与干预对
象保持电话联系，以经常提醒和监督干预对象的生活

方式。④１年后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提取该单位再次健康
体检中所有本研究对象各项观察指标进行综合效果评

价。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组内及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
组之间率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筛选出确诊为 ＩＦＧ者共计
９３例，去除失访者７例，最终参与并按要求完成本研
究者共计８６例（男性６１例，女性２５例）。其中干预组
４４例（男性３０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５０．１９±１１．６８）
岁；文化程度专科以上４２例。对照组４２例（男性３１
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５６．８１±１０．７６）岁；文化程度专
科以上 ３９例。２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初始
ＢＭＩ、血压、空腹血糖、血脂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研究对象观察初始指标特点参见表１。

表１　２组空腹血糖受损者各项相关指标变化情况（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ＤＢＰ（ｍｍＨｇ）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２ 观察初始 ２６．７８±２．３８ １３２．７±１５．２ ８０．０±１０．８ ６．４４±０．４０ １．９２±０．７０ ２．３７±０．８０
观察终点 ２６．６５±２．４０ １３１．９±１３．４ ７９．０±９．７ ６．２５±０．６０ １．９０±０．９０ ２．２８±０．７０

ｔ值 ０．８７６ ０．９９６ ０．９１８ １．２６３ ０．９４５ １．０１６
Ｐ值 ０．５４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３２ ０．５７ ０．４１

组别 例数 时间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ＤＢＰ（ｍｍＨｇ）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干预组 ４４ 观察初始 ２７．０６±２．７２ １３３．５±１４．８ ８１．０±９．６ ６．３８±０．５０ １．９３±０．８０ ２．３０±０．９０
观察终点 ２４．９６±２．５４ａｂ １３０．８±１６．５ ８０．０±１０．７ ５．４９±０．３０ａｂ １．６７±０．７０ａｂ ２．０９±０．６０

ｔ值 ２．３２３ １．９８７ １．８６３ ３．５４２ ３．４１３ ２．０５２
Ｐ值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注：ＢＭＩ为体重指数，ＦＰＧ为空腹血糖，ＳＢＰ为收缩压，ＤＢＰ为舒张压，ＴＧ为甘油三酯，ＬＤＬＣ为低密度脂蛋白。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观
察前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研究对象各项相关指标变化情况　观察终点
ＢＭＩ、空腹血糖和甘油三酯，与初始值比较，干预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照组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亦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观察终点收缩压、舒张压和
低密度脂蛋白，与初始值比较以及干预组与对照组比

较均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２组之间和观察前后各
项相关指标变化情况见表１。
２３　研究对象 ＩＦＧ转归情况　观察终点对照组 ＩＦＧ
恢复正常１４例占３３．３％，而干预组 ＩＦＧ恢复正常为
３３例达７５．０％，干预组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观察终点转化为显性 ＤＭ的对照组８例占１９．１％，干
预组 ３例占 ６．８％，干预组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另外，干预组中超重或肥胖２１例，其中１０例
减重达标者空腹血糖全部恢复正常，其余１１例减重未
达标者空腹血糖恢复正常仅２例。２组１年后 ＩＦＧ转
归情况见表２。
表２　２组空腹血糖受损者１年后ＩＦＧ转归情况（ｎ，％）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正常 ＩＦＧ ＤＭ

对照组 ４２ １４（３３．３） ２０（４７．６） ８（１９．１）
干预组 ４４ ３３（７５．０）ａ ８（１８．２）ａ ３（６．８）ａ

χ２值 １１．６０ ５．１６９ ５．６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ＤＭ是复杂的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高热量饮食、缺少运动、肥胖等早已被证实是 ２

ＤＭ发生的主要环境因素。由于缺乏对疾病的了解，导
致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着带有风险的行为。即

使当一个人知道了他或她的风险状况，现行卫生医疗

系统的设计并不是用来在３０～４０年间或更长的时间
里管理和支持一个人的多重健康需求的。为此，需要

创建一个促进健康的环境，鼓励自我管理并强化卫生

医疗系统从而使ＤＭ有效防治成为现实。
健康管理作为对健康、亚健康以及疾病人群的健

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预测、预防和维

护，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中有重要意义。有关类

似健康管理模式的 ＤＭ前期干预研究国内外报导较
多。早期中国大庆、其后芬兰和美国 ＤＭ预防３个大
型随机试验已经表明，饮食和运动干预能推迟或预防

ＤＭ前期进展为 Ｄ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２］。最

近，为了评估长期强化减肥干预与２ＤＭ至ＤＭ前期或
血糖正常的缓解率之间的关系，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与

预防中心的ＧｒｅｇｇＥＷ及其同事［３］开展了相关研究，结

果显示在超重的成年人中，参与强化的生活方式干预

（它包括了辅导课程及设定减少热卡摄入及增加身体

活动的目标）与２ＤＭ部分缓解的较大的可能性有关。
ＲｙｎｄｅｒｓＣＡ等［４］研究比较急性等热量中等强度运动和

高强度运动对ＤＭ前期成年患者糖代谢和胰岛素敏感
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急性运动可改善 ＤＭ前期患者胰
岛素敏感性，且急性运动对 ＤＭ前期患者餐后血糖和
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有强度依赖性。尹秋生等［５］研究

认为对ＩＦＧ人群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后 ＤＭ
发生风险下降５０％。尽管上述研究结果显示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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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对 ＤＭ防治显示显著效果，但是要想使该方案在
现行医疗模式中得到普及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

有人在ＤＭ前期人群中采用不同管理模式干预，
认为医院体检中心与体检客户联手的集体宣教是较佳

的干预管理模式［６］。但是，其是以个体体检客户为管

理对象，因而难免失访率高，依从性差，也不易操控。

能否在ＤＭ前期人群中探索一条能被广泛采用的防治
方法，是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是借助健康体检平台，

对以单位中ＩＦＧ同类群体进行健康管理，便于管理方
案的实施，促进管理对象间的交流，提高管理对象对自

身问题的关注，从而提高了管理对象自我管理的自觉

性和生活方式改善的依从性，最终使管理对象建立起

良好的生活习惯。本研究最初筛选出确诊９３例 ＩＦＧ，
最终参与并完成本研究的共计８６例，仅７例未能按照
要求完成本研究。１年后，管理对象整体空腹血糖转
归显现显著有利结果。干预组 ＩＦＧ恢复正常达
７５．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３３．３％；转化为ＤＭ的比率
干预组为６．８％，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１９．１％。不难得
出，生活方式干预，能使 ＩＦＧ人群获得相关 ＤＭ知识
后，加强自我管理意识，在饮食、运动等多方面进行自

我调节，从而提高其血糖转归正常的概率，而为其带来

利益［７］。本研究干预组１年后除了ＩＦＧ水平明显下降
外，ＢＭＩ和甘油三酯均呈现明显下降，而对照组上述指
标则无显著性变化，体现了生活方式改善对 ＩＦＧ者的
利益是多方面和综合性的。而生活方式改善为其中超

重或肥胖人群带来的利益是否会更多？埃默里大学一

课题组［８］曾开展了一项可行性试验，发现中心性肥胖

的减少和适能的增加，能改善血糖和胰岛素风险指数；

ＬｏｏｋＡＨＥＡＤ（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９１０］是在全
美１６个中心进行的一项随机多中心临床试验，旨在验
证长期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减轻ＢＭＩ是否能降低超重或
肥胖的２ＤＭ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８年强化生活方
式干预后，５０％的２ＤＭ型患者减肥效果显著（体重下
降≥５％），认为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可以降低糖化血红
蛋白 Ｃ，降低除低密度脂蛋白以外的所有心血管危险
因素。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干预组中的超重或肥胖人

群减重达标者ＩＦＧ恢复正常比率更高。生活方式改善
使超重或肥胖者减重得以实现，从而对改善 ＩＦＧ者的

转归会更为有利。

总之，生活方式干预是帮助 ＩＦＧ人群建立良好的
生活习惯，有助于减少和延缓 ＤＭ的发病。健康体检
为ＤＭ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实施健康管理提供平台，
对以单位健康体检中发现的 ＩＦＧ人群进行健康管理，
实施生活方式干预，不仅是ＤＭ防治的重心前移，而且
易于推广。但是，健康体检通常筛查的是空腹血糖，而

对ＤＭ前期之糖耐量减低利用常规健康体检来进行健
康管理则不易操控。因而，尚需探索一条更加全面更

加合理的ＤＭ前期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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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调经疗效上明显优于中药组，但中药组的不良反

应低于西药组。在今后的治疗中，若能将两者结合，能

否增加疗效，有待临床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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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干预·

心理护理干预对冠心病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
林晓黎，梁秋霞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协同药物对冠心病治疗的作用。方法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山
东省荣军总医院接受治疗的冠心病患者１３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６５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治疗，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心理护理干预，比较２组治疗效果。结果　经过半年的治疗与护理，观察组总有效率
８４．６２％，显著高于对照组６７．６９％，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率观察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心电图ＳＴＴ改善比较２组有效率分别为６０．００％和３２．３１％，观察组心电图 ＳＴＴ改善情
况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ＳＡＳ和ＳＤＳ评分均有明显改善，且观察组ＳＡＳ和ＳＤＳ评分显著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冠心病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协同药物治疗，可以提高临床疗
效，改善患者抑郁、焦虑症状，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冠心病；心理护理干预；老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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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１３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ＨＤｆｒｏｍＯｃｔ．２００９ｔｏＯｃｔ．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６５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ｒ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４．６２％，
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６７．６９％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
ｏｇｒａｍＳＴ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６０％ ａｎｄ３２．３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ＳＴ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ＳａｎｄＳＤ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ＳａｎｄＳＤ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

　　冠心病是全世界发病率和病死率较高的疾病之
一。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压力的增加，

冠心病的发病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严重影响了人

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健康

问题［１］。冠心病患者发病后往往会出现复杂的心理反

应，临床上多表现为抑郁和焦虑，而抑郁焦虑也可导致

冠心病症状加重或复杂化，显著影响患者的预后［２］。

本文选取在医院接受治疗的门诊冠心病患者１３０例，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协同药物治疗在冠心病治疗中的作

用，现将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
山东省荣军总医院接受治疗的冠心病患者１３０例，所
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冠心

病诊断标准［３］。排除有精神疾病史、严重躯体疾病患

者。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的前提下，根据入院顺序

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６５例，男性４０例，女性２５
例，年龄 ４３～７８岁，平均（６１．５７±４．６８）岁，病程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３济南市，山东省荣军总医院六病区
通讯作者：林晓黎，Ｅｍａｉｌ：１４１１１８１０６７＠ｑｑ．ｃｏｍ

１．５～９．０年，平均（３．１５±０．７６）年。对照组６５例，男
性３９例，女性２６例，年龄 ４４～７９岁，平均（６１．２５±
３．２７）岁，病程２～９年，平均（４．４７±０．７６）年。２组患
者的性别比、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经过统计学分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并给
予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常规护理和饮食护理与运动护

理。饮食护理干预：制定健康食谱，减少膳食中饱和脂

肪和胆固醇，胆固醇每天低于３００ｇ，钠盐控制在５～８
ｇ或以下，多吃鱼类、豆类食品以及新鲜的水果和蔬
菜；饮烈性酒，饮酒以＜３０ｍｌ为宜。运动护理干预：制
定运动计划，跑步、太极拳等动力运动，每周至少２～３
次，每次２０～５０ｍｉｎ左右［４］。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

础上加以心理护理干预：指导患者保持心境平和，避免

情绪激动或过度紧张，学会自我调节，承受压力时，应

向他人倾诉、交流。调动患者积极性，改变心理上的被

动位置，树立信心，提高对治疗的依从性。①提高患者
及家属的防范意识，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急救自救的

基本常识，从疾病的诱因、预防、识别并发症发生的先

兆等方面开展健康教育，明确告知患者病情及诊疗方

案，减少患者的焦虑、猜疑和恐惧情绪，让患者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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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患疾病，以便配合治疗；②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
对患者做好心理疏导，消除患者临床上的抑郁、焦虑等

负性情绪，使其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③培养患者健康
的生活方式，根据患者的身体条件及心理状况制定相

应的康复锻炼计划，根据病情变化随时调整运动量及

锻炼时间。

１３　疗效评价　心理功能测定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和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进行评分［５］。临床疗效

标准：显效：经过半年的治疗后，胸闷、心悸、疲乏等临

床症状已经得到彻底改善；有效：经过半年时间的治疗

后，胸闷、心悸、疲乏等临床症状的改善程度已经非常

明显，可以更大程度耐受常规运动；无效：经过半年的

治疗后，患者的症状表现没有任何改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
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表示采用（ｘ±ｓ）表示，计数
资料进行ｔ检验，组间对比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治疗效果比较　经过半年的治疗与护理，观察组
总有效率８４．６２％，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６７．６９％，２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率　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均＜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冠心病患者治疗后临床不良事件的
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心绞痛 卒中 心律失常 心衰

观察组 ６５ ３（４．６２） ２（３．０８） ２（３．０８） ３（４．６２）
对照组 ６５ １４（２１．５４） ７（１０．７７） １２（１８．４６） ９（１３．８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心电图ＳＴＴ改善比较　详见表２，经统计学处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心电图 ＳＴＴ改
善情况优于对照组。

表２　２组冠心病患者心电图ＳＴＴ改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６５ ３９（６０．００） ２６（４０．００）
对照组 ６５ ２１（３２．３１） ４４（６７．６９）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情况　２组患
者治疗前 ＳＡＳ和 ＳＤ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 ＳＡＳ和 ＳＤＳ评分均有明显改
善，且观察组 ＳＡＳ和 ＳＤＳ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冠心病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ＳＡＳ评分 ＳＤＳ评分

观察组 ６５ 干预前 ４９．３１±４．４９ ４４．３１±５．２６
干预后 ２０．４７±３．１６ａｂ ２０．４９±４．５７ａｂ

对照组 ６５ 干预前 ５０．３９±５．５３ ４９．３１±４．４９
干预后 ３８．４６±４．５７ａ ３７．４７±３．１６ａ

　　注：与治疗前相比，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
生率也逐渐升高，我国的疾病谱和死亡原因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冠心病发生率１０年增加２～３倍，致死率
位于肿瘤、脑血管意外后居第３位，严重影响着人民健
康和生活质量［６］。而护理干预可降低其发病率和病死

率，大大控制了冠心病的发展，改善心脏的功能，提高

生活质量。冠心病是一种公认的心身疾病，既有机体

导致的心理失衡，也有心理变化引起的机体病变。除

了疾病本身给患者造成了躯体的不适症状以外，还使

患者产生恐怖的情绪和对疾病的过度担心，引起机体

抵抗能力的降低，影响术后恢复［７］。这种心理上的恐

慌，更加重了患者的病情，延缓了康复的时间，直接影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冠心病患者中抑郁焦虑症状发生

率较高，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易被忽视，造成漏

诊，由此导致冠心病症状加重或复杂化。以往治疗冠

心病的方法多采取药物和饮食疗法，而忽略了新模式

中的心理护理干预疗法。

情绪变化对冠心病的病情有重要的影响。冠心病

的发生常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精神应激，从而引起复杂

的心理，严重影响治疗的效果和预后。有关研究表明，

行为因素可以诱发或加重冠心病，尤其是患者的情绪

状态对疾病的影响［８］。患者情绪激动造成冠状动脉痉

挛或血栓的形成，心肌耗氧量增多，出现急性心肌梗

死，乃至猝死的发生。据卫生部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

抑郁、焦虑等因素每上升一分，心脏病的危险也就增加

５个百分点。本调查提示，干预后抑郁、焦虑性情有改
善，具有差异性，表明通过心理干预有利于患者保持精

神愉快、情绪稳定，学会排泄与调节不良情绪，从而有

效防止心脏事件的发生。

心理护理干预是一种通过教育性和心理治疗性的

途径，来影响患者应对疾病行为的新型治疗方法［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心理护

理干预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有效的

心理护理干预能够缓解患者抑郁焦虑的情绪，积极乐

观的配合医生治疗，以便尽早的恢复健康。心理护理

干预的治疗方式包括个别心理治疗、集体心理治疗以

及心理健康指导等。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

择合适的方法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干预治疗［１０］。本

次研究我们发现，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加以有效的心

理护理干预，可以提高临床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预

后，促进其早日恢复健康，已成为临床治疗过程中一种

新型的治疗模式。

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静息时心电图半数是正常

的，最常见的心电图异常是 ＳＴＴ改变；心绞痛发作时
心电图，近９５％的患者心绞痛发作时出现有相当明显
特征的心电图改变，可出现暂时性心肌缺血引起的

ＳＴＴ改变，在平时有 Ｔ波持续倒置的患者，发作时可
变为直立（所谓“假正常化”）；动态心电图监测，从连

续记录的２４ｈ心电图中发现心电图 ＳＴＴ改变和各种
心律失常出现时间与患者的活动和症状相对照。心电

图变化随着胸痛的缓解而常完全或部分恢复。症状缓

解后，ＳＴ段抬高或降低、或Ｔ波倒置不能完全恢复，是
预后不良的标志［１１］。伴随症状产生的 ＳＴ段、Ｔ波改
变持续超过１２ｈ者可能提示非 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
此外临床表现拟诊为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患者，胸导联

Ｔ波呈明显对称性倒置（≥０．２ｍＶ）， （下转第１６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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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海宁市阿尔茨海默病患病情况现状调查
邹展平，陈陆松，周?，沈娟萍，张方明

摘要：目的　了解海宁市６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情况及现状。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调
查方法，应用简易智能筛查量表、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及临床痴呆评定量表进行初筛及诊断，并对资料应用

ＳＡＳ９．１统计软件进行汇总分析。结果　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的６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共有１２１９４９
人，符合阿尔茨海默病诊断标准的患者为４７９５人，患病率为３．９３％；不同年龄段６０～７５周岁患病率１．２７％，７６～
８５周岁患病率９．１４％，８６周岁及以上患病率２３．０２％；不同性别男性患病率３．４％，女性患病率４．３９％；不用年龄
段及不同性别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１）。疾病的严重程度重度６１７人，中度２８０７人，
轻度１３１７人。年龄与疾病的严重程度间存在相关关系（Ｐ＜０．００１），ＡＤＬ、ＭＭＳＥ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结论　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高，尤其高龄和女性；农村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以中度为主。年龄与疾病
的严重程度间存在相关关系，且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病；患病情况；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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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４７９５ｉｎ１２１９４９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ｍｅｔ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３．９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ａｇｅｄ６０
ｔｏ７５ｙｅａｒｓｗａｓ１．２７％，７６ｔｏ８５ｙｅａｒｓｗａｓ９．１４％，ａｎ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６ｙｅａｒｓｗａｓ２３．０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ｍａｌｅｗａｓ３．４％，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ｗａｓ４．３９％．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００１）．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ｓｅｖｅｒｅｗｅｒｅ６１７，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２８０７，ｍｉｌｄ
ｗｅｒｅ１３１７．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ｇ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Ｐ＜０．００１），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ＤＬａｎｄＭＭＳＥ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ｉｎＨａ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ｇｅ
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ｂｕ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ａ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ｕｓｓｕｒｖｅｙ

　　阿尔茨海默病（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是一种伴
有认知、行为和功能失常的进行性的神经变性疾病［１］，

是老年痴呆的一种最常见的形式［２］。ＡＤ常见的临床
症状包括：认知障碍，记忆障碍，时间和空间定向能力

障碍，性格孤僻淡漠，精神行为障碍等。目前，我国已

有６００多万老年痴呆患者［３］，全世界可能有数千万的

人正在遭受着阿尔茨海默病的折磨。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寿命普遍延长，老年人已成为当今

社会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我国早在２０００年就已进入了
老年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逐渐上升［４］。在西

方发达国家老年期痴呆已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癌症和

脑卒中的第４位死因。我国２００５年北京、上海、成都、
西安４个主要城市调查结果６５岁以上老年人阿尔茨
海默病（老年期痴呆的最常见类型）总患病率为

４．８％。
海宁拥有比较完善的精防管治三级网络，开展阿

基金项目：浙江省海宁市一般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１２１５）
作者单位：３１４４１１浙江省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
通讯作者：邹展平，Ｅｍａｉｌ：ｈｎｓｙｚｚｐ＠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尔茨海默病的筛查诊断工作，旨在研究海宁市阿尔茨

海默病的患病情况，为制定有效的防治管理做基础研

究。现将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８月调查的结果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海宁市
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的６０周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排除正常老年人；排除血管性痴呆及其他痴呆；

排除颅脑疾病所致的智能障碍；排除精神发育迟滞。

１２　调查方法　对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防医
生进行阿尔茨海默病的知识培训，让精防医生掌握阿

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表现、临床症状、发病可能原因及排

除标准。

对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防医生进行简易
智能筛查量表（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ＭＳＥ）、
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量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Ｓｃａｌｅ，
ＡＤＬ）及临床痴呆评定量表（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Ｒａｔｉｎｇ，
ＣＤＲ）应用的培训，并反复测试，做到一致性检验合格。
ＭＭＳＥ评定标准：文盲：≤１７分，小学≤２０分，初中≤
２２［５］。ＡＤＬ评定标准：１６＜ＡＤＬ≤５６分。ＣＤＲ评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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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１≤ＣＤＲ≤３分［６］。

课题组成员对精防医生筛查出的疑似患者根据病

史、体检、ＭＭＳＥ和 ＡＤＬ评定以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
题的国际统计分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ＩＣＤ）第十次修订（ＩＣＤ１０）进一步排除诊断及确
诊。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 ＳＡＳ９．１统计软件
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１４个乡镇６０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共
有１２１９４９人，其中６０～７５周岁８９９２２人，７６～８５周
岁２６８２７人，８６周岁及以上５２００人；男性５６５９６人，
女性６５３５３人。
２２　初筛和确诊　由精防医生初筛出５０２３名疑似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经过确诊，符合阿尔茨海默病诊断的

患者为４７９５人，患者患病平均年龄为（８０．６９±８．０４）
岁，总患病率为３．９３％；其中６０～７５周岁１１４５人，患
病率为 １．２７％；７６～８５周岁 ２４５３人，患病率为
９．１４％；８６周岁及以上 １１９７人，患病率为 ２３．０２％。
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
２３　男女患者比较　在确诊的患者中男性患者１９２７
人，患病率为 ３．４％；女性患者 ２８６８人，患病率为
４．３９％；男女性别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
２４　疾病的严重程度　４７９５例患者中按疾病严重程
度评 分：重 度 ６１７名 （１２．９％），中 度 ２８０７名
（５８．５％），轻度１３７１名（２８．６％）。大部分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以中度为主，这与农村的状况吻合。

２５　男女不同性别疾病的严重程度分布情况　男性
患者轻度 ５６０例，占 ２９．０６％，中度 １１２８例，占
５８．５４％，重度２３９例，占１２．４０％；女性患者轻度８１０
例，占 ２８．２４％，中度 １６８０例，占 ５８．５８％，重度 ３７８
例，占１３．１８％。男女性别不同的疾病严重程度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６　不同性别组ＭＭＳＥ和ＡＤＬ得分差异比较　女性
在ＭＭＳＥ的得分上较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性别组ＭＭＳＥ和ＡＤＬ得分差异

性别 例数 ＭＭＳＥ ＡＤＬ

男 １９２７ １２．２２±２．５７ ４４．３６±６．８４
女 ２８６８ １２．０６±２．４２ ４４．６５±６．６８
ｔ值 ４．４８０ ２．０２７
Ｐ值 ０．０３４ ０．１５５

２７　不同年龄段疾病严重程度分布情况　见表２～
４。由表２可见，线性回归分量和偏离线性回归分量均
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年龄与疾病的严重程度间存

在相关关系，且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由表３可见，线性回归分量和偏离线性回归分量
均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在女性患者中，年龄与疾病

的严重程度间存在相关关系，且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表２　不同年龄段疾病严重程度分布情况（例）

年龄（岁）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６０～７５ ４４０ ４６１ ２５０ １１５１
７６～８５ ４８０ １１６９ ８０２ ２４５１
８６～ １７３ ５０５ ５１５ １１９３
合计 １０９３ ２１３５ １５６７ ４７９５

　　注：３组比较χ２回归值 ＝２６１．８０８，χ２回归值 ＝２１８．１０４，χ２偏离值 ＝４３．７０４，Ｐ

值均＜０．００５．

表３　女性不同年龄段疾病严重程度分布情况（例）

年龄（岁）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６０～７５ ２２６ ２６１ １２７ ６１４
７６～８５ ２９１ ６８４ ４７１ １４４６
８６～ １２０ ３４５ ３４３ ８０８
合计 ６３７ １２９０ ９４１ ２８６８

　　注：３组比较χ２回归值 ＝１３５．３７２，χ２回归值 ＝１１９．６１９，χ２偏离值 ＝１５．８５３，Ｐ

值均＜０．００５．

表４　男性不同年龄段疾病严重程度分布情况（例）

年龄（岁）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６０～７５ ２１４ ２００ １２３ ５３７
７６～８５ １８９ ４８５ ３３１ １００５
８６～ ５３ １６０ １７２ ３８５
合计 ４５６ ８４５ ６２６ １９２７

　　注：３组比较χ２回归值 ＝１２８．５２７，χ２回归值 ＝９９．００３，χ２偏离值 ＝２９．５２４，Ｐ

值均＜０．００５．

　　由表４可见，线性回归分量和偏离线性回归分量
均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在男性患者中，年龄与疾病

的严重程度间存在相关关系，且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据此总体结论：其线性回归分量和偏离线性回归

分量均有统计学意义，认为年龄与疾病的严重程度间

存在相关关系，且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２８　不同年龄段的 ＭＭＳＥ、ＡＤＬ得分情况　见表５。
由表５可见，不同年龄阶段的患者ＭＭＳＥ和ＡＤＬ的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５　不同年龄组ＭＭＳＥ和ＡＤＬ得分差异

年龄（岁） 例数 ＭＭＳＥ ＡＤＬ

６０～７５ １１４５ １３．３２±２．６６ ４２．２６±７．１１
７６～８５ ２４５３ １１．８７±２．２９ ４４．８７±６．５５
８６～ １１９７ １１．３８±２．５０ ４６．６０±６．０１
ｔ值 １７０．５７０ ９１．０４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海宁市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老年人阿
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为３．９３％。与于大林等［７］报告

的６５岁以上痴呆的时点患病率多在２％ ～７％；与郭
秀娥对１０个地区的痴呆流行病学数据进行 Ｍｅｔａ分
析，发现６０岁以上老人中 ＡＤ患病率平均为３．０５％；
与刘宁等［８］回顾性对近１０年来文献资料系统查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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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目前国内外现有的ＡＤ流行病学概况，得出结论 ＡＤ
的平均患病率为５％左右基本一致。说明近些年我国
ＡＤ的患病率有上升趋势［９］。但也随着痴呆诊断标准

的逐渐统一，所报道的患病率总体趋于接近。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ＡＤ的发病有明显的性别差
异，绝经后妇女ＡＤ的发病率较同龄组的男性高１．５～
３倍，本研究也发现，年龄越大患病率越高，女性患病
率高于男性（Ｐ＜０．０１），女性患病率接近男性的１．５
倍，可能与海宁市疾病预防比较重视有关。而且患病

的趋势及分布与刘宁等回顾性研究报道基本一致［８］。

解恒革２００１年调查报道不同年龄段组的患病率为：
６５～６９岁、７０～７４岁、７５～７９岁、８０～８４岁４个年龄
组中，ＡＤ的患病率分别为 ０．３６％、１．３６％、４．１７％、
７．５％，本研究年龄段的患病率高于该报道，可能的原
因是，年龄段分组不一，但也能从侧面提示 ＡＤ的患病
率在不断的提高。

本研究还提示，大部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以中度

为主，年龄与疾病的严重程度间存在相关关系，且不是

简单的直线关系（Ｐ＜０．０１），ＭＭＳＥ量表的得分越低，
ＡＤＬ量表的得分越高（Ｐ＜０．０１），这与农村的状况吻
合。轻度患者未引起家属或照料者的重视；重度患者

生活不能自理，故而家属或照料者会把其送入敬老院

或医疗机构等，并且更不会去悉心照料，让患者独自呆

在家内，痴呆程度更重，社会功能衰退得更快；只有中

度的患者其家属或照料者知晓患者的实际情况，但还

是能由家属或照料者进行居家护理和照料。但因为阿

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因素不是单一的，疾病发展速度不

一致，故而其具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

有研究报道［１０］，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雌二醇水平的

下降可能是 ＡＤ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发现，
ＡＤ患者在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段的疾病严重程度分

布计学分析显示，女性的疾病严重程度与男性虽然并

无显著性差异，但分布趋势偏向严重，尤其是高龄阶段

的疾病严重程度分布趋向严重更明显，同时女性组

ＭＭＳＥ得分明显低于男性组，推测可能与女性体内的
雌二醇含量下降的更少更快有关；还可能因为在农村

老年人都得不到子女很好的照料，老年女性独居的较

多，造成其智能的明显下降。

综上所述，在海宁如果能够逐渐完善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有效的防治管理方式，是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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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提示急性心肌缺血，可能系前降支严重狭窄所致。

胸痛患者 ＥＣＧ正常也不能排除不稳定型心绞痛可
能［１２］。本临床研究发现，观察组经过护理干预后心电

图改善程度优于对照患者，说明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显

著改善冠心病患者的心肌供血。

综上所述，冠心病的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护理干预是冠心病继发性预防的重要干预手段，具

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冠心病患者在坚持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护理干预，可以帮助减轻

患者精神负担，有效改善其抑郁、焦虑症状，自觉采取

有利的健康方式，积极调整心态，从而减少不良心血管

事件的发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更能进一步

改善预后，降低恶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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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左氧氟沙星序贯疗法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 Ｍｅｔａ分析
王建波

摘要：目的　探讨左氧氟沙星序贯疗法与常规静脉注射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为左
氧氟沙星序贯疗法治疗 ＣＡＰ提供循证学依据。方法　在万方数据库（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和中国知网数据库
（ＣＮＫＩ）查找左氧氟沙星序贯治疗ＣＡＰ的随机对照研究，对纳入研究采用 Ｍｅｔａ分析方法，比较痊愈率、总有效率
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发表性偏倚检验采用Ｂｅｇｇ’ｓ检验和Ｅｇｇｅｒ’ｓ检验。结果　最终共有９篇纳入研究，合计７８４
例，研究组４０１例，对照组３８３例。文献 Ｊａｄａｄ质量评价为１～３分。结果显示２组的总有效率（Ｚ＝０．４９，Ｐ＝
０．６２６，ＯＲ＝０．８７３，９５％ＣＩ０．５０６～１．５０７）和痊愈率（Ｚ＝０．９２，Ｐ＝０．３５６，ＯＲ＝１．１６８，９５％ＣＩ０．８４０～１．６２２）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４．２３，Ｐ＝０．０００，ＯＲ＝０．３４９，９５％ＣＩ
０．２１４～０．５６８）。Ｂｅｇｇ’ｓ检验显示Ｐｒ＞｜Ｚ｜＝０．２３０＞０．０５，Ｅｇｇｅｒ’ｓ检验显示Ｐ＞｜ｔ｜＝０．２２１＞０．０５，无发表性偏
倚。结论　左氧氟沙星序贯疗法治疗ＣＡＰ，与常规静脉滴注疗效相当，但却能明显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关键词：左氧氟沙星；序贯疗法；社区获得性肺炎；Ｍｅｔａ分析；发表性偏倚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３．１　Ｒ９７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４２０３

　　序贯疗法在抗菌药物中的使用较为常见，一般是
指最初采用静脉注射的药物，以求达到迅速缓解症状、

改善体征的目的，然后在病情稳定后给予口服药物，这

样能降低长期静脉给药造成的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院外罹
患的肺部传染性疾病，国内研究［１２］显示其主要病原体

有肺炎克雷伯菌、卡他莫拉菌、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支原体等，病原体构成较为复杂。左氧氟沙

星属于广谱抗生素，对上述提到的病原体均有较好的

作用，是治疗ＣＡＰ的理想药物。近年来国内陆续有文
献报道左氧氟沙星序贯治疗ＣＡＰ的研究，但基本都基
于小样本研究，循证学依据尚不充分。为此，笔者查阅

了国内近年公开发表的关于左氧氟沙星序贯治疗ＣＡＰ
与左氧氟沙星常规静脉滴注治疗 ＣＡＰ的随机对照研
究，并依据国际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系统评价的相关要
求，对纳入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以期为左氧氟沙星序
贯治疗ＣＡＰ提供循证学依据。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纳入标准　纳入文献需符合以下标准：①随
机对照研究；②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③纳入人群为
ＣＡＰ，并具有相关明确的诊断标准；④年龄 ＞１８岁；⑤
应至少设立２个组，一组为左氧氟沙星序贯治疗组（研
究组），一组为左氧氟沙星常规静脉滴注治疗组（对照

组）；⑥２组需交代基线资料，并且基线资料一致性良
好；⑦评价指标中需至少包括疗效评价和安全性评价
其中一项；⑧结果数据可靠、真实，统计学方法科学、准
确。

１２　文献排除标准　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一项则
不被纳入研究对象：①动物实验、体外实验；②会议论
文、学位论文等未公开发表的研究；③回顾性研究、病
例报告、综述；④研究对象为儿童；⑤重复发表。
１３　文献检索方法　检索万方数据库（ＷＡＮＦＡＮＧ
ＤＡＴＡ）和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检索主题词为“社

作者单位：２６１０００山东省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药剂科

区获得性肺炎”、“左氧氟沙星”和“序贯”，检索左氧氟

沙星序贯治疗ＣＡＰ的随机对照研究，不设置语言类别
和年限，要求研究对象为中国人群，末次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分为４级，痊愈：发热咳嗽、肺部音、白细胞、痰
标本４项均恢复正常；显效：上述４项中有３项恢复正
常；进步：上述症状有所缓解，但是不明显，恢复正常的

项目＜３项；无效：病情无好转甚至加重。总有效 ＝痊
愈＋显效。
１５　文献质量评价　依据 Ｊａｄａｄ文献质量要求进行
评价，根据随机序列的产生（２分）、随机化隐藏（２
分）、盲法（２分）和研究撤出情况（１分），共计得分０～
７分，其中１～３分为低质量文献，４～７分为高质量文
献。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０．０统计学软件对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荟萃分析采用 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发表
性偏倚检验采用Ｂｅｇｇ’ｓ检验和Ｅｇｇｅｒ’ｓ检验。结果以
优势比（ＯＲ）、９５％置信区间（９５％ＣＩ）和 Ｐ值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文献纳入情况分析　通过主题词检索，共检索到
相关文献８５篇，通过阅读题目、摘要、正文，结果共筛
选出１０篇，但其中有１篇为重复发表的文献，最终共
有９篇纳入研究，合计７８４例，研究组４０１例，对照组
３８３例。文献Ｊａｄａｄ质量评价为１～３分，均为低质量
文献。

２２　２组总有效率比较　有８项研究［３１０］对临床疗效

进行了报道，结果异质性检验显示 χ２＝１．４９，ｄｆ＝６，
Ｐ＝０．９６０，Ｉ２＝０．０％，说明无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分析，结果显示２组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Ｚ＝０．４９，Ｐ＝０．６２６，ＯＲ＝０．８７３，９５％ＣＩ
０．５０６～１．５０７）。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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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组ＣＡＰ患者总有效率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研究 ＯＲ ９５％ＣＩ下限 ９５％ＣＩ上限 Ｗｅｉｇｈｔ（％）

卢美菊（２００９） ０．７１０ ０．１２２ ４．１１９ １１．０６
刘红梅（２００９） １．２２６ ０．３８９ ３．８６１ １９．０８
贾兴泽（２０１１） ０．８９７ ０．３２８ ２．４５５ ２８．９８
胡凤君（２０１３） １．３６８ ０．２８７ ６．５２６ ９．８０
葛永红（２０１３） ０．６５０ ０．１０３ ４．１０７ １０．３１
林进（２００９） ０．４７４ ０．０８２ ２．７４６ １３．７２
董健（２０１３） ０．４８８ ０．０４３ ５．５９５ ７．０５
刘洋（２００８）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ＭＨｐｏｏｌｅｄＯＲ ０．８７３ ０．５０６ １．５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３　２组痊愈率比较　有８项研究［３１０］对临床疗效进

行了报道，结果异质性检验显示 χ２＝９．８９，ｄｆ＝７，Ｐ＝
０．１９５，Ｉ２＝２９．２％，说明无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结果显示２组的痊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Ｚ＝０．９２，Ｐ＝０．３５６，ＯＲ＝１．１６８，９５％ＣＩ０．８４０～
１．６２２）。见表２。

表２　２组ＣＡＰ患者痊愈率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研究 ＯＲ ９５％ＣＩ下限 ９５％ＣＩ上限 Ｗｅｉｇｈｔ（％）

卢美菊 （２００９） １．０２３ ０．４２１ ２．４８４ １４．６７
刘红梅 （２００９） ０．９４０ ０．３９４ ２．２４４ １５．９２
贾兴泽 （２０１１） ０．９０２ ０．３８０ ２．１４３ １６．４１
胡凤君 （２０１３） １．１３５ ０．４２３ ３．０５２ １１．２２
葛永红 （２０１３） ０．７６７ ０．２７９ ２．１１０ １３．０５
林进 （２００９） １．１１４ ０．４４８ ２．７７４ １３．３０
董健 （２０１３） ０．８８７ ０．３４０ ２．３１６ １３．４６
刘洋 （２００８） １１．４１３ ２．４０５ ５４．１５１ １．９７
ＭＨｐｏｏｌｅｄＯＲ １．１６８ ０．８４０ １．６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４　２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有７项研究［４１１］对临

床疗效进行了报道，结果异质性检验显示 χ２＝３．１３，
ｄｆ＝６，Ｐ＝０．７９２，Ｉ２＝０．０％，说明无异质性，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２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４．２３，Ｐ＝０．０００，ＯＲ＝０．３４９，
９５％ＣＩ０．２１４～０．５６８）。见表３。
表３　２组ＣＡＰ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研究 ＯＲ ９５％ＣＩ下限 ９５％ＣＩ上限 Ｗｅｉｇｈｔ（％）

刘红梅（２００９） ０．８１６ ０．２５９ ２．５６９ １１．１５
刘洋（２００８） ０．３３３ ０．０３２ ３．４５７ ４．７３
马伟（２００６） ０．２００ ０．０４１ ０．９７５ １４．６２
胡凤君（２０１３） ０．３３８ ０．１０７ １．０６６ １８．２０
葛永红（２０１３） ０．２６８ ０．０９２ ０．７８０ ２３．５２
林进（２００９） ０．４７４ ０．０８２ ２．７４６ ６．５４
董健（２０１３） ０．２７０ ０．０８７ ０．８３９ ２１．２３
ＭＨｐｏｏｌｅｄＯＲ ０．３４９ ０．２１４ ０．５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５　发表偏倚性分析　以总有效率的数据进行发表
性偏倚分析，结果 Ｂｅｇｇ’ｓ检验显示 Ｐｒ＞｜Ｚ｜＝
０．２３０＞０．０５，Ｅｇｇｅｒ’ｓ检验显示 Ｐ＞｜ｔ｜＝０．２２１＞０．
０５，说明无发表性偏倚。

３　讨　论
　　ＣＡＰ的病原体构成较为复杂，并且地区性差异非
常明显，尤其是国内外对抗菌药物的使用要求不一致，

国内外的ＣＡＰ的耐药性也具有明显差别。故而本文
只分析了国内的相关研究。ＣＡＰ的病原体构成涉及革

兰阳性菌、革兰阳性菌和非典型病原体，李建等［１２］对

唐山４年来ＣＡＰ患者的病原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非
典型病原体占１２．５％、肺炎克雷伯杆菌占９．８％、肺炎
链球菌占６．５％；而乜庆荣等［１３］对北京良乡地区 ＣＡＰ
患者致病菌的构成分析显示，主要病原体为非典型病

原体（１５．９％）、肺炎链球菌（１３．７％）、流感嗜血杆菌
１５例（８．２％）。左氧氟沙星属于第三代喹诺酮类抗生
素，为广谱抗菌药物，对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金

葡菌和肺炎球菌及非典型病原体的清除作用非常强，

是治疗ＣＡＰ较为理想的药物。但由于 ＣＡＰ的微生物
培养阳性率极低，尚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不能根据微生

物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药物，这一类患者则

不得不根据经验性用药。但关于左氧氟沙星序贯治疗

ＣＡＰ的临床研究样本报道数量低，文献质量不高，尚缺
乏一定的说服力，故此笔者进行了此研究。

ＣＡＰ的序贯治疗是指经过一段时间的静脉注射给
药后，给予性质基本相同的药物改为口服治疗。其最

主要的优点是在感染的初始阶段，微生物大量繁殖且

数量居多，炎症反应加剧，采用静脉注射给药，能快速

高浓度地到达感染部位，抑制细菌繁殖，有效控制感染

病情；口服给药后可以维持有效的药物浓度，继续起到

灭菌的作用，可以明显缩短住院静滴的时间、降低静脉

注射引发的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这就要求序贯治疗

的药物需要对酸稳定、组织吸收良好和具有半衰期长

的特点。左氧氟沙星一般为盐酸制剂，对酸稳定，口服

后吸收完全，相对生物利用度接近１００％，血消除半衰
期（ｔ１／２β）约为５．１～７．１ｈ，使用大剂量左氧氟沙星注
射液可考虑序贯给药法，尤其是用于重症 ＣＡＰ的治疗
时其注射剂和口服剂生物利用度和半衰期的差别不

大，是序贯治疗的理想药物。

笔者通过查阅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结果共纳入

了９项随机对照研究，其 Ｊａｄａｄ文献质量评价得分为
１～３分，文献质量都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两者都未采
用盲法，因为序贯疗法和常规静脉注射的比较，涉及到

给药途径的改变，实施盲法较为困难。对纳入的结果

进行汇总分析，显示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和痊

愈率比较差异均为统计学意义，但２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比较差异显著。这说明采用序贯疗法并不会降低临

床疗效，反而可以明显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安全

性。但由于纳入的研究在纳入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情

严重程度、用药疗程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并且虽然均

为中国人群，可能不同地区ＣＡＰ患者的病原体对左氧
氟沙星的耐药性也存在着区别，可能都会对结果产生

一定的影响。但通过 Ｂｅｇｇ’ｓ检验和 Ｅｇｇｅｒ’ｓ检验，结
果显示无发表性偏倚，说明结果尚存在一定的可信度。

笔者认为仍需要进一步多中心、大型随机对照研究来

丰富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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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新生儿
窒息率无明显增加。

进一步分析宫颈锥切术后早产的相关因素发现，

宫颈锥切术切除了宫颈的病变组织，同时也切除了部

分间质部腺体，宫颈粘液分泌减少，宫颈的局部防御能

力受到影响，有出现胎膜早破导致早产或流产的风

险［９］，也就是宫颈锥切切除了宫颈的部分组织，不同程

度的缩短了宫颈，常常导致宫颈机能不全，包括对妊娠

的机械性支持缺乏，宫颈的弹性降低影响其扩张能力

等发生，容易造成流产、早产，分娩时易致宫颈裂伤等

不良结局。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宫颈锥切术后宫颈免

疫功能降低，病原微生物易于入侵，从而增加患者妊娠

并发症的几率［１０］。本组资料显示治疗组中发生胎膜

早破１８例患者，但因胎膜早破而发生早产者９例，其
中７例为低出生体重儿，随访追踪发现这７例患者宫
颈病检均为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锥切深度为１５～２５ｍｍ，
因惧怕病变复发而影响生育，均于术后半年内妊娠。

故本研究认为切除组织范围的高度 ＞１５ｍｍ，妊娠妇
女易发生胎膜早破、早产、宫颈裂伤等不良影响，与李

婷婷等［１１］统计结果基本一致。还有报道认为早产的

发生率升高与锥切病变部位的体积有关［１２］。本研究

亦发现该７例低出生体重儿患者中所切除宫颈组织均
占整个宫颈比例的１／２以上，锥切深度却不等，且孕周
均小于３７周，根据其统一的妊娠结局，因此笔者认为
宫颈锥切术引起早产的相关因素不仅与锥切病变部位

的体积、深度有关，还与切除宫颈组织的体积占整个宫

颈或宫颈管的比例大小有关，而且更为重要。大部分

情况下，ＬＥＥＰ比ＣＫＣ切除的组织体积要少，一般是表
浅的或是较少的组织，术后对妊娠结局的影响也较小；

但也可以切除很深的或较大体积的组织（例如宫颈肥

大的病变患者），虽然切除组织相对较多，但实际所切

除的组织占宫颈管组织的比例相对较少，其对妊娠结

局的影响也相对较少；相反对于宫颈相对较小的患者，

即使切除少部分组织，但其占整个宫颈组织比例相对

较多，对妊娠的不良影响也会较大。因此，建议尤其对

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在保证充分切除病灶的同时，使

锥切的深度控制在１５ｍｍ以下，减少其切除宫颈组织
体积的所占比例，从而减少妊娠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宫颈冷刀锥切明显增

加了早产的风险，宫颈环形电切术相对危险度较低，术

后妊娠是相对安全的，对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根据

患者的宫颈病变特点及有无生育要求，正确选择宫颈

环形电切或宫颈冷刀锥切治疗，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

不足。对于宫颈病变轻，有生育要求的女性，ＬＥＥＰ可
作为优先考虑的治疗方案；而对于宫颈病变较重，在行

宫颈锥切时，应严格掌握锥切的深度和切除组织所占

宫颈组织比例的大小，避免切除过多的宫颈组织，有助

于控制锥切术后早产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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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血清癌抗原１２５和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腺肌症中的
表达及临床意义

潘姿女，叶柳青，丁金旺，王增，周建松，樊，金元

摘要：目的　观察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在子宫腺肌症患者中的表达状况，探讨 ＣＡ１２５和 ＨＥ４联合检测对子宫腺
肌症的临床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１１４例子宫腺肌症（研究组）、１２９例子宫肌瘤（对照组１）及５３例子宫内
膜癌（对照组２），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ＣＡ１２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 ＨＥ４，比较 ＣＡ１２５和
ＨＥ４在３组间的表达差异并计算各组的表达阳性率。结果　子宫腺肌症组的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显著高于子宫肌
瘤组和子宫内膜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Ｚ＝－３．７３９，Ｐ＝０．０００＜０．０５；Ｚ＝－３．５９１，Ｐ＝０．０００＜０．０５）。子
宫腺肌症组和子宫肌瘤组的血清 ＨＥ４水平均显著低于子宫内膜癌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Ｚ＝－５．１９６，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Ｚ＝－８．３６６，Ｐ＝０．０００＜０．０５）。３组患者中血清 ＣＡ１２５的阳性率以子宫腺肌症组为最高，为
７１．９３％（８２／１１４），χ２检验表明，各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７．２３６，Ｐ＝０．０００＜０．０５；χ２＝３０．６６７，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χ２＝７．９３６，Ｐ＝０．００５＜０．０５）。血清ＨＥ４在子宫腺肌症组和子宫肌瘤组中的阳性率分别为９．６５％
（１１／１１４）、７．５７％（１０／１２９），２组间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２７６，Ｐ＝０．５９９＞０．０５），但２组均显著低于子
宫内膜癌组的５８．４９％（３１／５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５．８４７，Ｐ＝０．０００＜０．０５；χ２＝５５．４１３，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结论　血清ＣＡ１２５在子宫腺肌症中高表达且阳性率较高，而ＨＥ４在子宫腺肌症中低表达，两者联合检测
对子宫腺肌症具有重要的辅助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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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５８．４９％（３１／５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ｏｒ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
（Ｐ＞０．０５），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
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ｗａｓ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ｔｗｉｌｌｐｒｏ
ｖｉｄｅｍｏ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ＨＥ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子宫腺肌症（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ＥＭ）是由子宫内膜侵入
子宫肌层引起的一种良性病变［１］。近年来发病率不断

上升并呈年轻化趋势，如不及时诊治可导致反复痛经、

流产、不孕等严重后果［２］。因此，子宫腺肌症的早期诊

断与治疗十分重要。大量的研究表明，血清癌抗原ｌ２５
（ＣＡ１２５）与子宫腺肌症关系密切，是目前临床上评估
子宫腺肌症最常用的指标之一，但因其他多种妇科疾

病如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子宫肌瘤、盆腔炎症甚至正

常女性月经期也可出现 ＣＡ１２５不同程度的升高而干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２２杭州市，浙江省肿瘤医院检验科（叶柳青，樊
，金元），药剂科（王增），妇科（周建松）；浙江省杭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外科（丁金旺）；浙江省松阳

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潘姿女）

通讯作者：叶柳青，Ｅｍａｉｌ：ｙｅｌｑ０３３１＠１６３．ｃｏｍ

扰诊断［３］。人附睾蛋白４（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４，
ＨＥ４）是一种新型的肿瘤标记物，在卵巢癌、子宫内膜
癌等妇科恶性肿瘤中高表达，但在正常或者良性疾病

中低表达或不表达［３４］，目前 ＨＥ４在子宫腺肌症中针
对性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旨在探讨血清 ＣＡ１２５和
ＨＥ４在子宫腺肌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鉴别诊断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在
浙江省肿瘤医院妇科住院并接受手术的子宫腺肌症患

者１１４例作为研究组，年龄３３～５４岁，平均（４４．９±
４．２）岁，未绝经者占７５．４％。选取同期子宫平滑肌瘤
患者 １２９例作为对照组 １，年龄 ３１～６５岁，平均
（４４．９±６．９）岁，未绝经者占７９．９％。另取子宫内膜
癌患者 ５３例作为对照组 ２，年龄 ３２～６９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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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８．２）岁，未绝经者占５０．０％。上述子宫手术
标本均经病理检查确诊，并排除卵巢、输卵管及盆腔等

其他器官良恶性疾病。所有研究内容获得患者知情同

意。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及保存　所有患者均采集清晨空腹
静脉血４ｍｌ，静置３０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后分
离血清并置于－７０℃超低温冰箱保存。
１２２　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的检测及阳性判断标准　血
清ＣＡ１２５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仪器是美国雅培公司
ｉ４００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试剂是雅培公司专用配套
试剂盒。血清ＨＥ４检测采用ＥＬＩＳＡ法，试剂盒由瑞典
康乃格公司提供，仪器为美国伯乐公司ＣＯＤＡ酶标仪。
上述操作程序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执行。本研究以血

清ＣＡ１２５＞３５Ｕ／ｍｌ、ＨＥ４＞８６ｐｍｏｌ／Ｌ为阳性判断标
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因计量资料呈非正态分布，故以中位数及四分位

数表示总体水平，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秩和检验）。对分类资料进行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子宫疾病患者中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的表达
差异　子宫腺肌症组的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显著高于子
宫肌瘤组和子宫内膜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Ｚ＝
－３．７３９，Ｐ＝０．０００＜０．０５；Ｚ＝－３．５９１，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而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在子宫肌瘤组和子宫内膜
癌组中差异也存在统计学意义（Ｚ＝－５．０８６，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子宫腺肌症组和子宫肌瘤组的血清
ＨＥ４水平均显著低于子宫内膜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Ｚ＝－５．１９６，Ｐ＝０．０００＜０．０５；Ｚ＝－８．３６６，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而血清ＨＥ４水平在子宫腺肌症组和子
宫肌瘤组中的差异虽有统计学意义（Ｚ＝－１．９８７，Ｐ＝
０．０４７＜０．０５），但两者绝对差异很小。
表１　血清ＣＡ１２５和ＨＥ４在各组子宫疾病患者中的表达差异

组别 例数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ＨＥ４（ｐｍｏｌ／Ｌ）

子宫腺肌症组 １１４ ６４．３０（３０．０５～１２０．２０） ６１．８８（５２．６２～７２．６８）
子宫肌瘤组　 １２９ １６．２０（１１．８７～２３．８０）ａ ５６．１８（４８．３３～６８．４２）ａ

子宫内膜癌组 ５３ ３２．２５（１３．７０～６７．７５）ａｂ ８８．７３（６１．３８～１２８．８３）ａｂ

　　注：与子宫腺肌症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子宫肌瘤组比较，ｂＰ＜
０．０５。

２２　各组子宫疾病患者血清中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的阳性
率比较　３组患者中血清ＣＡ１２５的阳性率以子宫腺肌
症组为最高，为７１．９３％（８２／１１４），远高于子宫肌瘤组
和子宫内膜癌组，χ２检验进一步表明，各组间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７．２３６，Ｐ＝０．０００＜０．０５；χ２＝
３０．６６７，Ｐ＝０．０００＜０．０５；χ２＝７．９３６，Ｐ＝０．００５＜
０．０５）。血清ＨＥ４在子宫腺肌症组和子宫肌瘤组中的
阳性率分别为 ９．６５％（１１／１１４）、７．５７％（１０／１２９），２
组间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２７６，Ｐ＝０．５９９＞
０．０５），但２组均显著低于子宫内膜癌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４５．８４７，Ｐ＝０．０００＜０．０５；χ２＝５５．４１３，

Ｐ＝０．０００＜０．０５）。
表２　血清ＣＡ１２５和ＨＥ４在各组子宫疾病患者中的

阳性结果（ｎ，％）

组别 例数 ＣＡ１２５ ＨＥ４

子宫腺肌症组 １１４ ８２（７１．９３） １１（９．６５）
子宫肌瘤组 １２９ １３（１０．０８）ａ １０（７．７５）ｂ

子宫内膜癌组 ５３ １４（２６．４１）ａｃ ３１（５８．４９）ａｃ

　　注：与子宫腺肌症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与子宫肌瘤组比
较，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子宫腺肌症是指子宫内膜异位到子宫肌层间形成
病灶，同时伴有子宫肌层反应性增生的一种良性侵袭

性疾病，过去也称为内在性子宫内膜异位症［５］。该病

多发于 ４０～５０岁经产妇，国外文献报告发病率为
５％～７０％，国内发病率为１３．４％，近来有不断上升趋
势。目前子宫腺肌症的确诊依赖于病理学检查，而术

前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资料。文献报道，

术前超声对子宫腺肌症的诊断符合率仅为５２．９％ ～
６０．５３％，漏、误诊率仍较高。虽然核磁共振（ＭＲＩ）术
前诊断符合率为高达８８．２％，但昂贵的价格限制了临
床的应用［６］。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能为子宫腺肌

症患者提供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可靠标志物或标记物组

合。

ＣＡ１２５是来源于体腔上皮细胞的癌抗原，通常用
于卵巢癌患者的筛查，但也有研究表明某些良性妇科

疾病也会升高。本实验结果显示，子宫腺肌症组的血

清ＣＡ１２５水平和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子宫肌瘤组和子
宫内膜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王业
芳的结论相似［５］。文献报道［７８］，异位的子宫内膜组织

经过化生间变，其分泌 ＣＡ１２５抗原的能力比正常子宫
内膜细胞增加２～４倍，并且其水平和子宫体积呈正相
关，表明ＣＡ１２５水平测定对子宫腺肌病有明显的诊断
价值。然而，正如 ＭｏｏｒｅＲＧ等［３］的研究结论一样，本

组子宫腺肌症患者虽然阳性率高达 ７１．９３％（８２／
１１４），但在鉴别子宫疾病时仍存在较高的假阳性，如以
子宫肌瘤组为参照，假阳性为１０．０８％（１３／１２９），如以
子宫内膜癌为参照，假阳性高达２６．４１％（１４／５３），因
此，血清ＣＡ１２５单独检测应用于子宫腺肌症的诊断并
不十分可靠。

ＨＥ４最早是从人附睾上皮细胞中发现的，属于乳
清酸蛋白家族，在细胞的生长、分化以及微生物防御中

起重要作用［９］。近些年的研究证实，ＨＥ４在卵巢癌、
子宫内膜癌等妇科恶性肿瘤中高表达，在健康人群或

良性妇科疾病患者中不表达或低表达，因此 ＨＥ４在鉴
别妇科良恶性疾病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４］。但是

目前ＨＥ４在子宫腺肌症中针对性的研究并不多。本
实验发现，血清ＨＥ４在子宫腺肌症组和子宫肌瘤组的
表达水平和阳性率均显著低于子宫内膜癌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血清 ＨＥ４在２组子宫良性
肿瘤中差异并不明显，而且２组的阳性率均不足１０％
（９．６５％，７．５７％），这与 ＭｏｏｒｅＲＧ［３］及任红英［１０］的报

道基本一致。由此可见，血清ＨＥ４在子宫良性疾病性
中低表达，而在子宫恶性肿瘤中显著高表达，所以笔者

认为ＨＥ４在鉴别子宫良恶性疾病中，（下转第１７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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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乙肝拉米夫定治疗前后 ＹＭＤＤ变异与 ＤＮＡ载量的关系
彭定辉，柴红燕，熊陈岭，陈薇，胡汉宁，涂建成

摘要：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患者拉米夫定治疗前后ＨＢＶＹＭＤＤ变异与ＨＢＶＤＮＡ复制水平的相关性，为临床
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技术检测７２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未服用拉米夫定治疗
前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以及服用拉米夫定治疗１２个月血清中ＹＭＤＤ突变情况。结果　７２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
出现ＹＭＤＤ变异者３５例（４８．６％），其中 ＹＩＤＤ变异者２８例，ＹＶＤＤ变异者４例，ＹＩＤＤ和 ＹＶＤＤ混合变异者３
例。治疗后ＹＭＤＤ突变组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显著高于ＹＭＤＤ野生组，拉米夫定治疗后ＹＩＤＤ及ＹＩＤＤ＋ＹＶＤＤ杂合
型的突变率明显增加，而对ＹＶＤＤ的突变率则有所降低。结论　拉米夫定对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ＨＢＶＤＮＡ
复制水平无显著影响，而拉米夫定治疗后ＨＢＶＤＮＡ复制水平与ＹＭＤＤ突变具有相关性，可作为早期监测原发性
肝癌ＨＢＶＹＭＤＤ突变的观察指标之一。
关键词：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ＹＭＤＤ变异；原发性肝癌；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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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肝癌（ＨＣＣ）是我国最常见的消化系统恶
性肿瘤之一，具有恶性程度高、病死率高等特点［１］。已

有研究表明，乙型肝炎病毒的 ＤＮＡ复制与 ＨＣＣ的发
生发展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并且呈现出正比例的关

系［２］。ＨＢＶＹＭＤＤ变异检测为临床用药和拉米夫定
治疗效果监测提供了重要依据［３］。目前相关研究多集

中在慢性乙肝及肝硬化患者核苷类似物治疗效果与

ＹＭＤＤ变异的相关性上，对 ＨＣＣ患者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
及 ＹＭＤＤ变异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在前期工作
基础上，通过对ＨＣＣ患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及ＹＭＤＤ变
异的检测，分析三者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全部血清标本均分离自本院住院的
原发性肝癌患者，共 ７２例，其中男性 ３５例，女性 ３７
例，年龄２１～６８岁。临床诊断符合２００１年第８届全
国肝癌学术会议修订的原发性肝癌诊断标准及２０００
年西安会议制定的乙型肝炎后肝癌诊断标准。

１２　检测方法　ＨＢＶＤＮＡ定量以及 ＹＭＤＤ突变检
测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ＨＢＶＤＮＡ定量试剂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７１武汉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彭定辉，Ｅｍａｉｌ：ｐｅｎｇｓｔｍｄ＠１６３．ｃｏｍ

由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而 ＨＢＶＹＭ
ＤＤ突变检测试剂由凯杰生物工程（深圳）有限公司提
供，具体操作步骤严格按说明书进行。ＨＢＶＤＮＡ载量
检测ＨＢＶＤＮＡ含量≥１０４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阳性。ＰＣＲ体
外扩增仪为ＡＢＩ７５００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应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原发性肝癌患者拉米夫定治疗前血清ＨＢＶＤＮＡ
载量　７２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服用拉米夫定治疗前血
清 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４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占 ４４．４％（３２／７２），而
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４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占６２．５％（４５／７２），经 χ２检
验，２组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４３２，Ｐ＞０．０５）。
２２　原发性肝癌患者拉米夫定治疗前后 ＹＭＤＤ变异
检测　治疗前，７２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ＨＢＶＤＮＡ
阳性的有 ５２例，其中 ＹＭＤＤ变异 ８例（ＹＩＤＤ５例，
ＹＶＤＤ３例），ＹＭＤＤ变异的检出率为１１．１％；治疗后，
７２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为６０例，其
中ＹＭＤＤ变异者３５例（ＹＩＤＤ变异者２８例，ＹＶＤＤ变
异者４例，ＹＩＤＤ和ＹＶＤＤ混合变异者３例），ＹＭＤ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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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检出率为４８．６％。经 χ２检验，治疗后 ＹＭＤＤ突
变组与野生组的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８．４３２，Ｐ＜０．０５），见表 １。拉米夫定治疗后
ＹＩＤＤ及 ＹＩＤＤ＋ＹＶＤＤ杂合型的突变率明显增加，而
对ＹＶＤＤ的突变率则有所降低，见表２。

表１　拉米夫定治疗前后ＹＭＤＤ突变率与ＨＢＶ
ＤＮＡ载量的相关性

时间 组别 例数 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５ｃｏｐｙ／ｍｌ）

ＹＭＤＤ野生组 治疗前 ６４ １１２±９８
治疗后 ４０ ８７±８４

ＹＭＤＤ突变组 治疗前 ８ １１９±１０２
治疗后 ３２ １３２±１１２

表２　不同类型ＹＭＤＤ患者在治疗前后突变率的差异（％）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ＹＩＤＤ ６２．５（５／８） ８０．０（２８／３５）
ＹＶＤＤ ３７．５（３／８） １１．４（４／３５）
ＹＩＤＤ＋ＹＶＤＤ ０ ８．６（３／３５）

３　讨　论
　　拉米夫定是临床常用的抗ＨＢＶ药物，但拉米夫定
易造成耐药［４］，其耐药的主要原因是通过 ＨＢＶＤＮＡ
在拉米夫定诱导后，多聚酶 Ｃ区的基因序列的第５５２
位的蛋氨酸（Ｍ）被缬氨酸（Ｖ）或异亮氨酸（Ｉ）取代，即
生成ＹＶＤＤ或ＹＩＤＤ，导致氨基酸序列的空间结构发生
改变，造成与拉米夫定无法结合，失去抗病毒的作用。

ＹＭＤＤ是临床上用于检测拉米夫定治疗效果的最有效
指标之一，而针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这一指标监测及

与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之间的关系，还未见相关报道。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一直是反映宿主体内病毒复制活

动情况的最直接证据，也是其是否具备传染性的最直

接的证据［５］。已有报道发现，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与原发性
肝癌的发生发展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并呈现出正比例

的关系［６７］。本研究通过对原发性肝癌 ＨＢＶＤＮＡ载
量及ＹＭＤＤ在拉米夫定治疗前后突变率的改变监测
探讨这２个指标对原发性肝癌诊断及治疗方面的意
义。在本研究中，原发性肝癌治疗前后 ＨＢＶＤＮＡ的
阳性率均达５０％左右，拉米夫定治疗前后没有统计学
意义［８］，表明使用拉米夫定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乙肝病

毒感染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并且治疗前检测就已经

发现ＹＭＤＤ突变的存在，只是突变率较低。然而根据
拉米夫定治疗１２个月后检测发现，ＨＢＶＤＮＡ载量的
阳性率并未降低，而且有所升高，ＹＭＤＤ突变率则显著
高于治疗前，如此表明拉米夫定对原发性肝癌患者的

治疗效果并不理想［９１０］，相反很容易产生 ＨＢＶＹＭＤＤ
变异，其中ＹＩＤＤ和ＹＩＤＤ与ＹＶＤＤ杂合型的突变率显

著增加，而ＹＶＤＤ的突变率有所降低，表明拉米夫定对
ＹＶＤＤ的突变率诱导作用在原发性肝癌患者中较低，
当然也可能存在治疗前 ＹＶＤＤ突变在治疗过程中向
ＹＩＤＤ或ＹＩＤＤ和ＹＶＤＤ杂合型的转变，因为治疗后出
现了ＹＩＤＤ和ＹＶＤＤ杂合型。

对治疗前后ＹＭＤＤ突变患者的ＨＢＶＤＮＡ载量进
行分析发现，拉米夫定治疗前 ＹＭＤＤ野生型和突变型
之间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治疗后
ＭＤＤ野生型和突变型之间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表明对于原发性肝癌患者拉米夫定治疗后

ＨＢＶＤＮＡ复制水平与 ＹＭＤＤ突变具有直接的相关
性［１１］。

本文结果显示，拉米夫定对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

前后ＨＢＶＤＮＡ复制水平无显著影响，而拉米夫定治
疗后ＨＢＶＤＮＡ复制水平与 ＹＭＤＤ突变具有相关性，
可作为早期监测原发性肝癌 ＨＢＶＹＭＤＤ突变的观察
指标，为临床及时调整患者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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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尿沉渣分析仪法在尿红细胞、尿白细胞检测
中的临床应用

葛银燕

摘要：目的　随着临床尿液检测患者人数的不断增加，自动化仪器代替手工操作进行尿液检测已是大势所趋，本
研究通过与显微镜镜检法的对比检测，以探讨尿沉渣分析仪法能否代替显微镜镜检法常规进行尿红细胞、尿白细

胞的检测。方法　用尿沉渣分析仪法和显微镜镜检法同时对１２１８例随机患者的新鲜晨尿标本进行红细胞、白细
胞检测；根据两法的尿红细胞、尿白细胞的正常值，制定相应的阳性判断标准；依据阳性判断标准，判断检测结果

的阳（或阴）性；采用配对χ２检验对阳（阴）性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根据两法均为阳性或均为阴性结果的例数
和与总例数，分别计算两法的尿红细胞、尿白细胞的阳（阴）性检测结果的符合率。结果　尿沉渣分析仪法和显
微镜镜检法的尿红细胞阳性检出率分别为２６．０３％（３１７／１２１８）和２５．０４％（３０５／１２１８）；尿白细胞的阳性检出率分
别为２９．５６％（３６０／１２１８）和２８．１６％（３４３／１２１８）；两法对尿红细胞、尿白细胞的阳性检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２．７７，Ｐ＞０．０５；χ２＝３．１８，Ｐ＞０．０５）。两法的尿红细胞、尿白细胞的阳（阴）性检测结果符合率分别为
９５．７３％（１１６６／１２１８）和９２．５３％（１１２７／１２１８）。结论　尿沉渣分析仪法对尿红细胞、尿白细胞的阳性检出率与显
微镜镜检法基本一致；对尿红细胞、尿白细胞的阳（阴）性检测结果与显微镜镜检法有很好的一致性；尿沉渣分析

仪法可以代替显微镜镜检法常规进行尿红细胞、尿白细胞的检测。

关键词：尿沉渣分析仪法；显微镜镜检法；尿红细胞；尿白细胞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６．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４９０２

　　尿液分析对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尿液中有形成分的检查是尿液分析的

重要组成部分。显微镜镜检法是检查尿液中有形成分

的最经典的检查方法，同时它也是其他检查方法的金

标准。但是显微镜镜检法检查需要手工操作，繁琐、工

作量大，这种传统的手工操作已经不能满足目前大量

的临床检查工作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许多大型尿液检测仪器层出不穷，但是由于尿液成分

的复杂多样和仪器本身检测的局限性，可能会导致某

些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从而引

起误诊或漏诊［１２］。因此，要评价一种新的检测方法的

临床应用价值，就要对它的检测项目的检测效能进行

评价，也就是要把它与标准方法进行比较。现就尿沉

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检测尿红细胞、尿白细胞

的比较研究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随机收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２０１３年 １月—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间门诊和住院的
１２１８例患者的新鲜晨尿标本，其中，男性７３１例，女性
４８７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ＳｙｓｍｅｘＵＦ５００ｉ全自动尿液分析
仪及配套试剂（由日本希森美康公司生产）；Ｏｌｙｍｐｕｓ
ＣＸ２１显微镜（由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
１３　检测方法
１３１　尿沉渣分析仪法　ＳｙｓｍｅｘＵＦ５００ｉ分析仪开
机后按照仪器标准操作规程进行维护保养，并用配套

的质控物检测，保证在控后再检测尿液标本。

１３２　显微镜镜检法　取刻度离心管，倒入新鲜尿液
１０ｍｌ，３０００×ｇ离心２ｍｉｎ，弃去上清液，留０．２ｍｌ沉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５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检验科

渣，轻摇离心管，使沉渣充分混匀，取１滴沉渣涂于载
玻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查。所有尿液标本均在２ｈ内检
测完毕。

１３３　正常值及阳性判断标准
１３３１　ＳｙｓｍｅｘＵＦ５００ｉ全自动尿液分析仪法　正
常值：男：白细胞 ０～１２个／μｌ，红细胞 ０～１２个／μｌ；
女：白细胞０～２６个／μｌ，红细胞０～２４个／μｌ。阳性判
断标准：男：白细胞 ＞１２个／μｌ为阳性，红细胞 ＞１２
个／μｌ为阳性；女：白细胞 ＞２６个／μｌ为阳性，红细
胞＞２４个／μｌ为阳性［３］。

１３３２　显微镜镜检法　正常值：白细胞 ０～５个／
ＨＰ，红细胞０～３个／ＨＰ。阳性判断标准：白细胞 ＞５
个／ＨＰ为阳性，红细胞＞３个／ＨＰ为阳性。
１４　符合率的计算　符合率＝（２种方法测得均为阳
性的例数＋２种方法测得均为阴性的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分析。检验方法采用配对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的尿红细胞的
阳性检出情况　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的尿
红细胞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２６．０３％（３１７／１２１８）和
２５．０４％（３０５／１２１８）。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
法的尿红细胞的阳性检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２．７７，Ｐ＞０．０５）。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的
尿红细胞阳（阴）性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９５．７３％
（１１６６／１２１８）。见表１。
２２　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的尿白细胞的
阳性检出情况　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的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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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２９．５６％（３６０／１２１８）和
２８．１６％（３４３／１２１８）。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
法的尿白细胞的阳性检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１８，Ｐ＞０．０５）。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检
测尿白细胞的符合率为９２．５３％（１１２７／１２１８）。见表
２。

表１　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尿红细胞
阳性检出情况的比较

显微镜镜检法
尿沉渣分析仪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χ２值 Ｐ值

阳性（＋） ２８５ ２０ ３０５
阴性（－） ３２ ８８１ ９１３ ２．７７ ＞０．０５
合计 ３１７ ９０１ １２１８

表２　尿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尿白细胞
阳性检出情况的比较

显微镜镜检法
尿沉渣分析仪法

阳性（＋） 阴性（－）
合计 χ２值 Ｐ值

阳性（＋） ３０６ ３７ ３４３
阴性（－） ５４ ８２１ ８７５ ３．１８ ＞０．０５
合计 ３６０ ８５８ １２１８

３　讨　论
　　ＳｙｓｍｅｘＵＦ５００ｉ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是采用流式
细胞技术和电阻抗技术，根据尿中各类有形成分产生

的散射光脉冲和荧光脉冲的强度、持续时间的长短以

及电阻抗的大小来区分和识别尿中血细胞、结晶颗粒、

管型等有形成分的［４］。显微镜镜检法是检验者根据尿

中各有形成分的形态、大小、遮光性等特性直观地判断

尿液中的各种有形成分的类型，它是尿液有形成分区

分的最可靠的手段———金标准［５］。

结合表１、表２及计算结果，本研究结果显示，尿
沉渣分析仪法与显微镜镜检法的尿红细胞的阳性检出

率分别为２６．０３％和２５．０４％；尿白细胞的阳性检出率
分别为２９．５６％和２８．１６％；两法对尿红细胞、尿白细
胞的阳性检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
此，尿沉渣分析仪法可以代替显微镜镜检法常规进行

尿红细胞和尿白细胞的检测。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两法

检测尿红细胞和尿白细胞的符合率分别为９５．７３％和
９２．５３％，这表明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很高，尿沉渣
分析仪法的检测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同时又表明有

极少量标本的检测结果不一致，尿沉渣分析仪法出现

了假阳性（红细胞假阳性３２例、白细胞假阳性５４例）
和假阴性（红细胞假阴性２０例、白细胞假阴性３７例）。
极少量标本的检测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尿沉渣分析

仪设定的散射光强度和荧光强度以及在散射图中的分

布区域都是固定的，实际尿液中的有形成分大小不等、

形态不一，导致成分的散射光强度和荧光强度产生相

互交叉而造成检测结果的不一致［６］；也可能是由于红

细胞与白细胞有时会受到一些药物的影响，使两者不

易被染液着色，以及一些比较特殊的因素使红细胞出

现影红细胞的现象，从而引起分析仪的误识，导致漏检

出现假阴性［７８］。另外，尿液中的白细胞易受细菌、滴

虫的影响而变形［９］。再者，一些上皮细胞，特别是一些

小圆上皮细胞在大小、形态上与白细胞很相似，容易被

误识检出造成假阳性［１０］。因此为了提高检验结果的

准确率，最大限度地降低误检的发生，对于检验结果与

患者的临床诊断或者临床初步诊断不相符的或者高度

怀疑可能出现了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标本，可用显微镜

镜检法复查，以确保为临床提供准确、可靠的检验依

据。所以显微镜镜检法作为传统的、经典的尿液有形

成分检查方法是不能被完全取代的，它可以作为尿沉

渣分析依法的辅助方法。

尽管尿沉渣分析仪法在尿液有形成分的检测中还

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但是它仍以其操作简单、方便快

捷、高效［１１］等优点深受广大医学检验工作者的欢迎，

因而它是目前临床检测尿液有形成分的较为理想的自

动化检测仪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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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白细胞的干扰因素［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２，７（３３）：

４６．

［１１］　秦琦．尿干化学法与尿沉渣镜检联合检测尿白细胞、红细胞的临

床意义探讨［Ｊ］．中国医学创新，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８６８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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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因学及治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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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ＣＯＳ）是一种以稀发排卵或无排卵、多毛、肥胖和胰岛
素抵抗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妇科内分泌疾病，其发病率

约占育龄妇女的５％ ～１０％［１］。ＰＣＯＳ的病理生理机
制主要包括胰岛素抵抗、高雄激素血症、神经内分泌异

常。王引凤等［２］临床研究认为胰岛素抵抗可促进 Ｐ
ＣＯＳ患者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的发生，并与 ＰＣＯＳ糖
代谢紊乱密切相关，早期干预对预防 ＰＣＯＳ患者远期
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高雄激素血症会加速始基卵泡

闭锁，导致无优势卵泡形成［３］。神经内分泌异常包括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ＧｎＲＨ）脉冲频率的增加，从而使下丘脑黄体生成素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分泌增加以及相对卵泡刺激
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分泌的减少，这是
ＰＣＯＳ患者普遍的特征之一［４］。ＰＣＯＳ的病因尚不明
确，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 ＰＣＯＳ是多个易感基因与环
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总结近年来 ＰＣＯＳ病因
学及治疗的研究现状，展望其未来研究和防治的方向。

１　病因学
　　目前认为引起 ＰＣＯＳ发病的因素很多，主要分为
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外源性因素主要包括食物、环

境内分泌干扰物、药物等，内源性因素主要是遗传因

素。

１１　外源性因素对ＰＣＯＳ患者的影响
１１１　食物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过多食用含
终末糖基化产物（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ｌｙ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ＧＥｓ）的食品，从而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研究报
道，年轻 ＰＣＯＳ患者血中 ＡＧＥ水平显著上升，且与雄
激素水平呈正相关。血中ＡＧＥｓ水平与血抗苗勒管激
素（ｓｅｒｕｍａｎｔｉｍｕ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呈正相关，而
血循环中高ＡＭＨ增加了 ＰＣＯＳ的易感性且与血清睾
酮水平呈正相关［５］。ＮｙｂａｃｋａＡ等［６］通过随机对照研

究发现肥胖 ＰＣＯＳ患者通过合理饮食能减少血清中
ＡＭＨ含量，从而降低血中雄激素水平。
１１２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ＥＥＤｓ）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是指

基金项目：南京军区医学科技创新课题（１０ＭＡ０６５）；厦门市科
技惠民项目（２０１３Ｚ２０１３４０２７）

作者单位：２３０６０１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解放军第１７４临床学
院（杨梦云）；３６１００３厦门市，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７４医
院妇科（邱慧玲）

通讯作者：邱慧玲，Ｅｍａｉｌ：ｃｈｏｎｇｍｚｎｌ＠１６３．ｃｏｍ

可通过干扰生物或人体内保持自身平衡和调节发育过

程天然激素的合成、分泌、运输、结合、反应和代谢等，

从而对生物或人体的生殖、神经和免疫系统等的功能

产生影响的外源性化学物质。目前认为对 ＰＣＯＳ有影
响的ＥＥＤ报道最多的是双酚Ａ，其进入人体中通过类
雌激素作用干扰人体正常细胞功能。ＥｈｒｌｉｃｈＳ等［７］通

过对体外受精的妇女研究表明尿双酚 Ａ浓度与成熟
卵泡数成反比。ＴａｒａｎｔｉｎｏＧ等［８］研究发现 ＰＣＯＳ妇女
血清双酚 Ａ水平较对照组妇女高，且与胰岛素抵抗呈
正相关。

１１３　药物　丙戊酸钠（ｓｏｄｉｕｍｖａｌｐｒｏａｔｅ，ＶＰＡ）：是
一种广谱抗癫痫药，接受 ＶＰＡ治疗的妇女易于发生
ＰＣＯＳ样症状：高雄激素血症，稀发排卵或无排卵。
ＶＰＡ临床上广泛用于抗癫痫治疗，其引起 ＰＣＯＳ样症
状的机制尚存在很多争议。它可能是通过干扰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的一个或多个环节，或间接通过其它
器官影响卵巢功能［９］。

１２　ＰＣＯＳ发病的遗传因素　近年来学者们付出很大
努力去研究与 ＰＣＯＳ发病相关的基因，大量相关基因
被发掘，但是ＰＣＯＳ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总而言之，
ＰＣＯＳ的发病可能与多基因相互作用有关。
１２１　与胰岛素相关的基因　大多数 ＰＣＯＳ患者，无
论肥胖与否，都比正常妇女有更高的胰岛素抵抗和高

胰岛素血症。因此，与胰岛素相关的基因就成为研究

热点。

胰岛素（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Ｓ）基因：胰岛素基因启动子区
域通过可变串联重复序列（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ｎｄｅｍｒｅ
ｐｅａｔｓ，ＶＮＴＲ）的变化来调节胰岛素的转录进而影响其
分泌。ＸｕＹＰ等［１０］通过对ＩＮＳＶＮＴＲ长度多态性的替
代标记位点 －２３／ＨｐｈＩ单核苷酸多态性研究，揭示
ＩＮＳＶＮＴＲ基因多态性不是中国汉族 ＰＣＯＳ患者的发
病因素。近年ＹｕｎＪＨ等［１１］及 ＳｋｒｇａｔｉｃＬ等［１２］分别对

韩国女性和对克罗地亚女性研究表明，ＩＮＳＶＮＴＲ多态
性与ＰＣＯＳ的易感性没有关联。

胰岛素受体基因（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ｅｎｅ，ＩＮＳＲ）：ＩＮ
ＳＲ位于１９号染色体短臂。ＸｕＸ等［１３］研究认为ＩＮＳＲ
基因与中国汉族ＰＣＯＳ患者遗传易感性没有关联。然
而，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Ｓ等［１４］却发现ＩＲＳ１（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ｂ
ｓｔｒａｔｅ１，ＩＲＳ１）基因对 ＰＣＯＳ患者某些基因亚型的发
展起到保护作用。ＭａｒｉｏｌｉＤＪ等［１５］研究报道 ＩＲＳ１基
因Ｇ９７２Ｓ单核苷酸多态性与ＰＣＯＳ发病无关。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ＧＦ）基因：根据性能分为 ＩＧＦⅠ和 ＩＧＦⅡ，其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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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泡的发育起重要作用。ＰＣＯＳ患者早期卵泡的发育
过程中，ＩＧＦＲ１ｍＲＮＡ和蛋白在卵泡发育的所有阶段
表达和增强表达，ＩＧＦ１刺激正常组织中卵泡生长，却
对多囊卵巢的窦前卵泡生长的影响小，有较高比例的

卵泡生长停滞在成长期甚至成熟前期［１６］。

１２２　与高雄激素血症相关的基因　细胞色素Ｐ４５０
１７α羟 化 酶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Ｐ４５０，１７ α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ｓｅ，
ＣＹＰ１７）基因，ＣＹＰ１７是胆固醇激素合成途径中的关键
酶。ＣｈｕａＡＫ等［１７］认为 ＣＹＰ１７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Ｐ
ＣＯＳ易感性无关。而 ＰｕｓａｌｋａｒＭ等［１８］则认为 ＣＹＰ１７
的多态性与ＰＣＯＳ血清雄激素水平呈正相关。然而后
来相继有学者报道ＣＹＰ１７基因多态性与ＰＣＯＳ之间的
相关性，存在很多争议。ＬｉＹ等［１９］通过 ｍｅｔａ分析认
为ＣＹＰ１７基因多态性可能与 ＰＣＯＳ无关，至于以前学
者观察到的易感性可能是样本量较小导致研究误差所

致。

胆固醇侧链裂解酶 Ｐ４５０ｓｃｃ（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ｅｎｚｙｍｅＰ４５０ｓｃｃ，ＣＹＰ１１α）基因，ＣＹＰ１１α是雄
激素合成代谢的关键酶。相关和连锁分析提示，此基

因是 ＰＣＯＳ主要的遗传易感位点之一。ＣＹＰ１１α启动
子等位基因（ＴＴＴＴＡ）ｎ在中国汉族妇女中多态性常见
的是 Ｐ４、Ｐ６和 Ｐ８，Ｐ６是等位基因中最常见的一种。
这三种等位基因的频率在ＰＣＯＳ和对照组之间是相似
的。没有发现ＣＹＰ１１α等位基因的多态性与 ＰＣＯＳ有
关。ＣＹＰ１１α有民族和种族差异，并可能导致汉族妇
女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代谢异常。然而，与携带其他

等位基因相比，携带有等位基因Ｐ６的ＰＣＯＳ患者有较
高腰臀比和较低葡萄糖耐量［２０］。ＺｈａｎｇＣＷ等［２１］研

究报道该基因中ｒｓ４０７７５８２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多囊卵
巢易感性高度相关。

芳香化酶（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Ｐ４５０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ＣＹＰ１９）基
因，ＣＹＰ１９是雄激素合成代谢的关键酶。有报道认为
此基因是 ＰＣＯＳ的重要候选基因。ＺｈａｎｇＸＬ等［２２］认

为该基因 ｒｓ２４７０１５２多态性不是 ＰＣＯＳ发病的主要致
病因素，然而该基因杂合子 ＴＣ基因型可能会抑制芳
香化酶活性，导致高雄激素血症，而且对 ＰＣＯＳ患者影
响更明显。ＸｕＰ等［２３］研究发现中国汉族人群 ＣＹＰ１９
基因中最常见的等位基因是（ＴＴＴＡ）１１，ＰＣＯＳ患者相
对来说有更高频率的长度短的等位基因，尽管可能对

ＰＣＯＳ易感性影响不大。ＪｉｎＪＬ等［２４］研究认为 ＣＹＰ１９
基因 ｒｓ２４１４０９６基因多态性与 ＰＣＯＳ易感性有关。
ＷａｎｇＨ等［２５］通过大样本病例研究认为该基因

Ａｒｇ２６４Ｃｙｓ（ｒｓ７００５１９）多态性导致 ＰＣＯＳ的易感性增
加。

促黄体生成素（ＬＨ）基因，ＬｉｕＮ等［２６］研究发现

ＰＣＯＳ患者ＬＨ基因 Ｇ１０５２Ａ等位基因突变率较高，携
带此基因的ＰＣＯＳ患者有较低的 ＬＨ水平和较高的空
腹血葡萄糖值。所以推测 ＬＨ基因 Ｇ１０５２Ａ突变可能
导致ＰＣＯＳ的发生。
１２３　其他相关基因　瘦素受体（ｌｅｐｔ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ＬＥＰＲ）基因：瘦素通过与瘦素受体结合在调节脂肪代
谢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ＬＥＰＲ基因多态性可以影响
瘦素的生物学功能［２７］。ＬａｎＬｉ等［２８］研究认为 ＬＥＰＲ
Ｇｌｎ２２３Ａｒｇ基因多态性与韩国 ＰＣＯＳ患者易感性高度
相关。

脂联素基因（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ｇｅｎｅ）：ＬｉＬ等［２９］研究发

现ＰＣＯＳ组中脂联素基因＋２７６（Ｇ／Ｔ）携带 ＴＴ基因型
者比对照组中相对较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以推测

脂联素基因 ＋２７６（Ｇ／Ｔ）基因多态性与 ＰＣＯＳ易感性
相关。ＪｉａＨ等［３０］通过ｍｅｔａ分析也认为脂联素基因＋
２７６（Ｇ／Ｔ）基因多态性可以降低ＰＣＯＳ的易感性。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Ｅ）基因 ＡＣＥＩ／Ｄ基因与血中 ＡＣＥ浓度相关，而
ＡＣＥ可以影响体外胚胎移植过程中卵巢血管内皮血
管的形成及卵泡的生长，ＳｕｎＪ等［３１］研究认为 ＡＣＥＩ／
Ｄ基因多态性与ＰＣＯＳ易感性无关，然而 ＢａｎｕＢａｙｒａｍ
等［３２］通过实验推测ＡＣＥＩ／Ｄ基因多态性可能与ＰＣＯＳ
的发病有关。

２　治疗
２１　生活方式调整　包括控制饮食、运动、减肥等措
施，这是最基本的疗法，可以改善肥胖型 ＰＣＯＳ患者体
形、胰岛素抵抗等。很多研究表明，适度减轻体重（减

少原体重的５％ ～１０％），能够改善月经周期，减轻高
胰岛素血症和高雄激素血症［３３］。

２２　药物治疗
２２１　口服避孕药（Ｏ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ｓ，ＯＣＰｓ）　ＯＣＰ
能够通过促进ＬＨ分泌的负反馈作用来减轻卵巢雄激
素的合成。不仅如此，ＯＣＰ还能增加肝脏性激素结合
球蛋白合成继而减少循环游离雄激素的合成［３４］。由

于降雄激素作用，此类药物可以作为促排卵前的预处

理，能提高促排卵治疗的效果。

２２２　促排卵治疗　克罗米芬（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ＣＣ）是一
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拮抗剂，竞争性占据下丘脑雌激

素受体，干扰内源性雌激素的负反馈，促使黄体生成激

素与促卵泡生成激素的分泌增加，刺激卵泡生长，卵泡

成熟后，雌激素的释放量增加，通过正反馈激发排卵前

促性腺激素的释放达峰值，促进排卵。从上世纪６０年
代应用于临床以来，ＣＣ目前仍是临床上有效的一线促
排卵药。由于其抗雌激素效应，会使子宫内膜变薄，宫

颈粘液变少、稠厚，影响子宫内膜发育，不利于胚胎着

床［３５］。

来曲唑（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ＬＥ）是一种芳香化酶抑制物，是
现在临床广泛应用的促排卵药。ＬＥ通过阻碍雄激素
向雌激素的转化来营造一种雌激素缺乏环境，由于雌

激素减少后对垂体的负反馈作用减弱，垂体分泌 ＦＳＨ
增加；同时ＬＥ还能增强ＦＳＨ受体基因表达。因此 ＬＥ
能增加卵泡对ＦＳＨ敏感性。所以认为 ＬＥ在促进卵泡
发育和内膜生长方面优于克罗米芬［３６］。

二甲双胍：一般是应用于肥胖或有胰岛素抵抗患

者。ＡｙａｚＡ等［３７］研究认为二甲双胍联合克罗米芬治

疗能够提高排卵及妊娠率。王伟等［３８］认为达英３５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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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二甲双胍可以有效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各种

临床症状，促进患者恢复正常月经周期和排卵。促性

腺激素：一般作为有生育要求无排卵 ＰＣＯＳ患者的二
线治疗。治疗要求复查超声及相关激素指标。缺点是

昂贵，还有多胎妊娠、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风险。

克罗米芬联合尿卵泡刺激素（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
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ｕＦＳＨ）：ＭｏｈａｍａｄＥＧｈａｎｅｍ等［３９］通过

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对于克罗米芬抵抗的患者促排卵

治疗时，克罗米芬联合小剂量外源性 ｕＦＳＨ比单独应
用ｕＦＳＨ有更高的排卵率，并且减少了ｕＦＳＨ的用量。
２３　非药物治疗
２３１　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　应用于药物促排卵无
效的ＰＣＯＳ患者。患者需承担一般外科手术及卵巢功
能减退的风险。

２３２　卵巢锲性切除术　手术原理是切除或破坏卵
巢组织使血清雄激素下降而促进排卵。因为术后粘连

发生率较高，这种方法现在已不常用。

３　结语
　　目前为止，ＰＣＯＳ仍然是一种病因未知的疾病，遗
传和环境是其发病的两个最重要因素。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科研人员展开对 ＰＣＯＳ病因学的研究，但还没
有发掘ＰＣＯＳ的致病因素，对于ＰＣＯＳ的治疗也仅仅局
限在对症治疗。随着医学的进步，发现 ＰＣＯＳ的特异
致病因素，寻找 ＰＣＯＳ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将是今后研
究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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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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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静脉高压症（ｐｏｒ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ＨＴ）是门静脉
系统血流受阻、血液淤滞、压力增高的一种病理状态，

临床上表现为脾肿大、脾功能亢进；食道下段、胃底静

脉曲张，呕血、黑便和腹水等症状，其最常见的发病原

因是肝硬化，其最直接和最致命性的并发症是食管胃

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病死率高达２０％，肝硬化患者
一旦出现食管胃底静脉曲张，２年内发生破裂出血的
几率高达２５％［１］。外科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出血，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２］。各种治疗方法均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疾病的发展，但疗效均不尽如人意。肝移植技

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手术治疗门静脉高压症的格局，

使门静脉高压的根治成为可能。本文就肝硬化门脉高

压症的外科治疗做一简要介绍。

１　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基础
１．１　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改变　门静脉是肝的机能血
管，收集了消化道、脾、胰、胆囊的血液，其起止端均为

毛细血管，在正常情况下保持一定的向肝血流，以供给

肝脏及全身组织的需要。常用肝静脉压力梯度（ｈｅ
ｐａｔｉｃｖｅｉｎｐｒｅｓｓｕｓｅｇｒａｄｉｏｎｔ，ＨＶＰＧ）来反映门静脉压力
状况和肝内血管的阻力，ＨＶＰＧ是肝静脉契压与自由
肝静脉压两者之差，正常 ＨＶＰＧ值为１～４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国际上，门静脉高压的定义是
ＨＶＰＧ≥５ｍｍ Ｈｇ，临床意义的门静脉高压症是
ＨＶＰＧ≥１０ｍｍＨｇ，它预示着并发症将会发生。因此，
ＨＶＰＧ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发生发展和并发症形成
的重要指标，对患者治疗方法的选择、疗效判断及预后

具有重要的意义［３］。

门静脉阻力增高和高血流动力循环是门脉高压形

成的病理生理学基础，是门脉高压发生发展的两个决

定性因素［４］。门脉高压形成的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

明，比较公认的有两种学说［５］。其一是由 Ｗｈｉｐｐｌｅ等
首先提出的“逆向血流学说”，即肝硬化致使肝纤维化

和假小叶形成，从而引起肝内血液循环障碍和血管活

性物质对肝内血管的收缩作用，门脉血流减少或维持

不变，这是门体分流术的理论基础［６］；其二是“前向血

流学说”，该学说认为在门脉高压的中后期，在各种血

管活性物质的作用下，内脏血管舒张致脾脏等脏器血

管处于高动力循环，从而增加了门脉系统血流，导致门

脉高压形成［７］。在门脉高压的形成中，“逆向血流”机

制占６０％，“前向血流”机制占４０％［５］。肝硬化时，由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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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侧支循环开放、内毒素血症及肝脏部分灭活功能丧

失等原因导致大量血管活性物质激活，如一氧化氮、二

氧化碳、依前列醇增加等，这些物质具有很强的舒血管

作用，从而使门静脉血流增加［５］。

１．２　肝功能评价　术前肝功能判定对于手术方式的
选择及预后判断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目前评估肝功

能的方法主要有Ｃｈｉｌｄ分级、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和终末期
肝病模型（ＭＥＬＤ）评分等。其中最常用的肝功能评价
方法是由 Ｃｈｉｌｄ于１９６４年提出的 Ａ、Ｂ、Ｃ三级评估标
准，１９７３年Ｐｕｇｈ对 Ｃｈｉｌｄ标准进行改进，将肝性脑病
的有无及其程度代替一般状况，即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改良分
级法［７］。Ａ级为５～６分，手术风险较小，Ｂ级为７～９
分，手术风险中等，Ｃ级为１０～１５分，手术风险较大。

２　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方法
　　门静脉高压的外科治疗方法主要有：断流术、分流
术、分流加断流联合手术、介入手术及肝移植手术

等［８１０］。

２．１　断流术　断流术主要包括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改良Ｓｕｇｉｕｒａ手术、Ａｏｋｉ（青木春夫式）断流术及保脾断
流术等［１１］。１９６７年，埃及学者 Ｈａｓｓａｂ应用脾切除联
合食管胃底周围血管离断的方法（Ｈａｓｓａｂ术）治疗门
静脉高压症［１１］。同期，日本学者 Ｓｕｇｉｕｒａ创用了经胸
腹联合断流手术（Ｓｕｇｉｕｒａ术）［１２］，此手术在日本获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创伤较大，患者难以忍受，之后国

内外许多学者对Ｓｕｇｉｕｒａ手术进行改良，较为经典的是
经腹吻合器下食管下段横断术。１９８１年裘法祖教授
对Ｈａｓｓａｂ术进一步改进，提出对胃底、贲门周围血管
作更为彻底的离断，称为贲门周围血管断流术，此术式

操作简单，手术创伤小，近期止血效果确切，在我国应

用广泛［１１１３］。此术式的缺点是虽然阻断了门奇静脉间

血流，但同时也增加了门静脉的压力，可能造成复发及

再出血。为提高断流术的疗效和减少手术创伤，杨镇

等提出了选择性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该术式保留胃

左静脉主干和食管旁静脉丛的完整，仅离断胃左静脉

的胃支及垂直进入食管壁的穿支静脉，兼有分流和断

流术的优点，维护了机体的代偿反应，同时由于手术创

伤较小，降低了手术风险及术后并发症［１２］。近年来，

学者们尝试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行各种保脾术，并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１３］。

断流术直接针对可造成出血的食管胃底周围血

管，手术目的明确，近期止血效果确切；离断贲门周围

血管后，使入肝血流增加，有利于改善肝功能；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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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有利于增强对体内氨的解毒作用，从而减少肝

性脑病的发生。断流术的主要缺点是手术后复发再出

血；随着肝硬化的加剧，使得门静脉高压不降反增，以

致再度出血；此外，断流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率

高，为２４％～９０％［１４］，也是引发再出血的重要原因。

随着微创外科的发展及新一代外科手术器械的应用，

腹腔镜技术治疗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被逐渐开展起

来，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１５１８］。与传统开腹手术相比，

腹腔镜辅助脾切除术具有手术创伤小、术后并发症少、

恢复快等优点［１８１９］。

２．２　分流术　分流术常用的手术方式包括完全（非选
择性）门体静脉分流术和部分（选择性）门体静脉分流

术。完全门体分流术控制出血疗效显著，但术后完全

失去向肝血流，导致肝性脑病发生率很高达４０％，目
前已逐渐淘汰［２０］。选择性门体分流术在有效降低门

静脉压力的同时，维持一定的向肝血流，可以显著降低

肝性脑病的发生。选择性分流以远端脾肾静脉分流术

（Ｗａｒｒｅｎ手术）为代表，是西方国家治疗门脉高压的主
流术式［９１０］。分流术的主要优点是可有效降低门静脉

压，近、远期止血效果均较理想，近年来，欧美国家研究

表明其控制出血率可达９０％以上［１０］。分流术后胃黏

膜血液循环改善，胃壁病变减轻，有利于减轻门静脉高

压性胃病。分流术的主要不足是改变了正常肝脏血液

循环状态，可能造成门静脉向肝血流减少，使肝脏营养

代谢进一步恶化，加重肝硬化进程；此外，分流术后体

内产生的氨可不经过肝脏解毒，直接进入脑血管，使得

肝性脑病发生率增高。

２．３　分流加断流联合手术　联合手术一方面可切断
贲门周围血管，达到直接止血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

分流手术可降低门静脉压，缓解门静脉系统高动力血

流量，从而能够有效降低门静脉压力，又不影响肝脏灌

注。联合术式多采用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脾肾静脉
分流术，肠腔分流术＋门奇断流术，经颈静脉肝内门体
分流术（ＴｒａｎｓｊｕｇｕｌａｒＩｎｔｒａｈｅｐａｔｉｃＰｏｒ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Ｓｈｕｎｔ，
ＴＩＰＳ）＋改良Ｓｕｇｉｕｒａ术等［８，１２］。尽管此类手术有一定

的优势，但手术复杂，创伤较大，术后并发症相对较多

等，因此并不适合所有患者，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肝功

能储备及门静脉血流动力学改变综合考虑。

２．４　介入手术　门脉高压症的介入治疗一直在探索
和改进，较为成熟的有：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经

皮经肝胃冠状静脉栓塞、球囊导管逆行静脉栓塞术和

部分性脾栓塞术。其中 ＴＩＰＳ技术应用最为广泛，自
１９８８年Ｒｏｓｓｌｅ［２１］首次将 ＴＩＰＳ技术应用于临床以来，
不断有学者对其疗效进行研究，但由于 ＴＩＰＳ技术在肝
内放置了非血管性的支架通道，常会引起支架的狭窄

或闭塞，影响了ＴＩＰＳ中远期疗效，近些年来，随着覆膜
支架的应用［２２］，有效解决了肝内分流道阻塞的问题，

使之可能成为一线治疗的方法［２３］。

２．５　肝移植手术　肝移植从根本上解决了肝脏疾患，
恢复了肝脏正常血流动力学，一些研究发现肝移植不

仅可以用来“救命”，而且能够提高生活质量［２０］。但由

于肝移植存在免疫排斥、供肝来源受限制、手术风险大

以及费用昂贵等因素，使得肝移植的临床应用受到限

制。

３　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外科手术指征
　　目前认为，门脉高压患者传统手术治疗的指征是：
①上消化道大出血经药物及内镜治疗无效者；②肝功
能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Ａ、Ｂ级有反复出血史者；③内镜下胃食
管黏膜呈红斑征，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肝静脉压力

梯度＞１２ｍｍＨｇ或食管静脉曲张压力 ＞１５ｍｍＨｇ
者；④严重脾肿大，脾功能亢进者。

美国肝病学会推荐 ＴＩＰＳ主要用于内镜联合药物
治疗无效的静脉曲张再出血和顽固性腹水［２１］。对于

并发急性上消化道出血且肝功能 Ｃ级的患者，由于传
统手术风险极大，且术后效果不理想，故介入治疗可起

到控制出血，挽救患者生命的目的。ＴＩＰＳ是等待做肝
移植患者控制出血的最佳方法。

目前肝移植主要用于其他治疗方法无效的终末期

肝病，并非门脉高压的常规治疗手段，尚且缺乏统一的

量化标准［２４］。肝移植的手术适应症包括：①上消化道
大出血或反复出血伴有肝功能失代偿（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Ｃ
级）者；②反复发生的自发性肝性脑病患者；③顽固性
腹水、内科治疗不能控制者。

４　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外科手术时机、术式的选择
　　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手术时机、术式的选择原则
上应根据患者年龄、病因、病情缓急、肝功能状况、门静

脉血流动力学特点及患者的全身情况等综合考虑，采

取“个体化”治疗的原则。力求做到手术风险低，术后

再出血及门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少，能够有效降低门静

脉压力但又不影响肝脏的灌注，为肝移植手术留有余

地［８，２０］。

首先应根据肝功能储备进行评估，对于肝功能较

好，处于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Ａ或Ｂ级者，可以采用传统外科手
术治疗；对于肝功能处于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Ｃ级，且通过积极
药物和内镜治疗无法控制出血的门静脉高压症患者，

可选择ＴＩＰＳ等介入治疗；对于终末期肝病患者，则应
积极考虑肝移植手术。其次，对于可采用传统手术的

患者，应根据疾病缓急，肝脏血流动力学代偿情况进行

二次评估，代偿不充分的患者应首选断流术治疗；代偿

充分且有出血史的患者应选择分流术等。

５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传统手术常见并发症的防治
５．１　出血　术后出血是门脉高压手术的主要并发症，
发生率极高［１］。腹腔内出血常发生在术后２４ｈ内，常
常是由于胃扩张使结扎的线结脱落或脾床渗血等引起

内出血。此外，断流不彻底，分流术后胃十二指肠溃疡

或门静脉高压性胃病可导致术后消化道再出血，可适

当应用止血剂，奥美拉唑，生长抑素等对症治疗，对于

活动性出血，短时间内出血较多，血压持续性下降，应

立即再次剖腹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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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发热　术后发热是门静脉高压脾切除术后最为
常见的并发症［９］，发热原因包括：①手术创伤，多发生
在术后一周。②左膈下感染，多发生于术后一周后，表
现为持续性高热，白细胞计数增高等。③脾热，脾脏属
于免疫器官，脾切除术后导致体内炎症介质灭活能力

下降，内源性致热源增加，体温调定点调定点升高，导

致发热。④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１０］。针对发热患者，

应积极排查发热原因，在予以对症治疗的同时，针对病

因治疗。

５．３　胃排空障碍　断流术时迷走神经干切断是导致
胃潴留，胃排空障碍的主要原因，可通过胃肠减压，肠

外营养支持等治疗恢复。

５．４　门静脉系统血栓形成　术后血流动力学改变，导
致门静脉系统血流缓慢，血小板计数增高，血液处于高

凝状态，以及长期门静脉压导致的血管内皮损伤都是

门静脉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１４］，术后应给予积极抗凝

治疗。

５．５　肝性脑病　多见于分流术后患者，与分流术后氨
中毒，假神经递质释放，氨基酸失衡等因素有关。应积

极改善肝功能去除诱发因素，减少蛋白质的摄入，清除

体内已产生的氨，维持氨基酸平衡等。

５．６　腹水　肝功能进行性恶化，断流术后门脉压升
高，均是导致腹水产生的原因，应尽量改善肝功能，限

制钠、水的摄入，应用利尿剂，提高血浆胶体渗透压等

办法进行治疗。

６　展望
　　肝移植技术的应用改变了门静脉高压症治疗的格
局，它有效解决了门脉高压产生的根源，恢复了正常的

肝功能，尽管目前仍存在价格昂贵、数量有限、术后排

斥反应等缺点，但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主要手段，并

使肝硬化门脉高压的根治成为可能。

在传统手术方面，随着微创外科的发展，腹腔镜下

或者手助腹腔镜下脾切除加贲门周围血管离端术已经

逐渐开展，为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

段。随着覆膜支架应用于临床，使得 ＴＩＰＳ应用前景得
到更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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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患者中医体质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陈明霞，荆朝霞，王瑞莉，刘芳

摘要：目的　探讨高血压病患者中医体质特征及生存质量状况，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建立以改善高血压
病患者生存质量为目的的中医体质护理方案奠定基础。方法　选取高血压病患者２２５例，采用 ＳＦ３６量表对其
进行生存质量调查，采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判定其中医体质类型，用二值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
分析高血压病患者９种体质评分及相对应的生存质量各维度评分，探讨其相关性。结果　中医体质中的痰湿体
质与ＳＦ３６量表中的总体健康和生理功能呈负相关；阳虚体质与总体健康呈负相关；阴虚体质与生理功能和精神
健康呈负相关；气虚质与生理功能和总体健康呈负相关；气郁体质与精神健康和生理功能呈负相关；血瘀体质与

总体健康呈负相关；平和质与总体健康、精神健康以及活力呈正相关（均Ｐ＜０．０１）。结论　高血压病患者中医体
质类型与生存质量不同维度具有一定相关性。

关键词：高血压病；生存质量；中医体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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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病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是引
起脑卒中、冠心病和肾功能衰竭的重要因素，严重危害

人类的身心健康［１］。研究表明，高血压病患者的生存

质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高血压病治疗的目标已不局

限于控制血压水平、保护靶器官，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医体质干预是中医药学的

特色和精华所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提示在

改善生存质量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开展本研究，

调查高血压病患者中医体质特征及生存质量情况，并

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建立以改善高血压病患者

生存质量为目的的中医体质干预方案奠定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门诊部和住院部符合高血
压病诊断的患者２２５例，男性１０９例，占４８．４４％；女性
１１６例，占５１．５６％；平均年龄（６０．４０±１．６２）岁。
１２　诊断标准　高血压诊断参照２００５年修订的《中

基金项目：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ｌｅ１５）
作者单位：７１２０４６陕西省咸阳市，陕西中医学院护理系（陈明

霞，王瑞莉，刘芳）；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护理

部（荆朝霞）

通讯作者：陈明霞，Ｅｍａｉｌ：３１３３８８９７＠ｑｑ．ｃｏｍ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建议的成人血压标准［２］。

１３　纳入标准　①符合高血压诊断标准；②初诊患者
或已确诊高血压现服药控制血压的患者；③排除下列
疾病继发的高血压患者：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动脉狭

窄、慢性肾衰竭、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嗜铬细胞瘤、库

欣综合征；④年龄在４０～７５岁之间者；⑤同意参与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诊断和纳入标准者；②心、
肺、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及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③因文化水平不能很好地理解问卷内容者；④因精神
疾病等原因无法合作者。

１５　生存质量调查方法　采用 ＳＦ３６量表［３］调查。

含３６个条目，分为总体健康、生理功能、躯体疼痛、生
理职能、情感职能、活力、社会功能、精神健康等８个维
度。采用自答形式进行，运用李克累加法对各维度分

值进行计算得出原始分数，进而用下面公式计算出转

换分数，转换分数＝（原始分数 －最低可能分数／可能
分数范围）×１００［４］。
１６　中医体质判定方法　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制定
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进行体质判定；判定方

法：回答该标准中的全部问题，每一问题按５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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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亚量表的原始分，进而用下面公式计算出转换

分数，转化分＝［（原始分－条目数）／（条目数×４）］×
１００［５］。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采用二值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
ＳＦ３６量表８个维度得分与中医体质评分分值之间的
相关性。

２　结　果
２１　生存质量调查结果　２２５例患者ＳＦ３６生存质量
量表评分结果提示，各维度评分由低到高分别为总体

健康、社会功能、躯体疼痛、生理职能、活力、精神健康、

情感职能、生理功能，见表１。
表１　ＳＦ３６生存质量量表评分情况

维度 例数 得分

总体健康 ２２５ ５７．６３±１４．７７
生理功能 ２２５ ８１．０３±１７．７４
生理职能 ２２５ ６９．８９±１８．５５
躯体疼痛 ２２５ ６７．３２±１０．５５
活力 ２２５ ７０．４３±１３．０２
社会功能 ２２５ ６４．２５±１７．２３
情感职能 ２２５ ７６．３８±１８．１２
精神健康 ２２５ ７３．１３±１４．２１

２２　中医体质类型调查结果　２２５例被调查者中，从
９种体质类型分布来看，平和质 ３４例；偏颇体质 １９１
例。其中单纯偏颇体质８７例，兼夹偏颇体质１０４例，
其中兼夹２种体质者７７人，兼夹３种体质者２３人，兼
夹４种体质者４人。被调查者中，患者体质中平和质
占１５．１１％；偏颇体质由低到高分别为特禀质、血瘀
质、湿热质、气郁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

见表２。
表２　中医９种体质分布情况及评分

体质类型 例数 所占比例（％） 得分

平和质 ３４ １５．１１ ６７．５５±０．５４
气虚质 ４１ １８．２２ ２３．７５±０．６４
阳虚质 ４５ ２０．００ ２５．１１±０．６９
阴虚质 ５４ ２４．００ ２７．４８±０．４９
痰湿质 ６７ ２９．７８ １９．９３±０．５９
湿热质 ２９ １２．８９ １６．９３±０．５５
血瘀质 ３６ １６．００ ２４．４４±０．６２
气郁质 ３５ １５．５６ １８．０２±０．６０
特秉质 １９ ８．４４ １３．６７±０．５１

２３　中医体质分型与 ＳＦ３６量表各维度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
析　在２５５例高血压病患者中，中医体质中的痰湿体
质与 ＳＦ３６量表中的总体健康和生理功能呈负相关；
阳虚体质与总体健康呈负相关；阴虚体质与生理功能

和精神健康呈负相关；气虚质与生理功能和总体健康

呈负相关；气郁体质与精神健康和生理功能呈负相关；

血瘀体质与总体健康呈负相关；平和质与总体健康、精

神健康以及活力呈正相关（均Ｐ＜０．０１），见表３。

３　讨　论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保障系统的完善、医学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患者的就医观念也在转变，产生

了更加多元化的治疗需求［６］。生存质量作为医学干预

的终点指标之一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概念为“个体

在其生活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背景下对所处地位和状态

及其相关的目标、期望、标准、关心的一种感受”。高血

压病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合并症病死率高，且病

程冗长，基本上需要终生治疗等特点，随着医学模式的

改变、生存质量理念的提出，单把血压下降作为判断治

疗效果指标已不能满足临床实际情况，患者的心理状

态、主观感觉、社会活动、工作能力等生存质量内容日

益受到重视。研究结果也显示，高血压病患者的生存

质量有不同程度的减退［７］。中医药学包含丰富多彩的

诊疗思想与方法，在其“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诊治疾

病过程中重视评价患者的焦虑、痛苦等主观感受，同时

注重考察自然、社会对人体的影响，因此有理由推测在

改善生存质量方面可能具有一定优势，初步临床研究

也证实中医措施防治高血压病确实在改善生存质量方

面有一定疗效［８］。但是，当前采用中医药干预高血压

病患者生存质量主要根据高血压病发生后的症状、体

征来辨证论治或施护，由于证侯的时效性及易变性导

致病证的分型繁简不同，临床上的可行性差。中医体

质学认为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中形成的在形态结构、

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

质。因此我们认为采用中医体质辨治方法在提高高血

压病患者生存质量方面可能具有一定优势，进而开展

高血压病患者中医体质与生存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研

究。

表３　中医９型体质与ＳＦ３６量表８个维度之间的
二值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体质类型 χ２值 Ｐ值

平和质 ８３．７９６ ０．００１
气虚质 ６２．５８７ ０．０００
阳虚质 ２５．１８５ ０．００５
阴虚质 ５０．８５１ ０．０００
痰湿质 ２５．４３６ ０．００１
湿热质 ２４．４３６ ０．００１
血瘀质 ３１．４５１ ０．０００
气郁质 ３６．５３７ ０．０００
特秉质 １０．７５６ ０．５３１

　　本研究运用浙江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翻译
的中文版ＳＦ３６量表对高血压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行
测评，结果表明高血压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各维度（除

ＢＰ）得分普遍低于血压正常人群，提示被调查高血压
病患者生存质量明显下降。采用王琦教授编制中医体

质量表评价高血压病患者体质分布，结果提示，９种体
质中平和质所致比例为１５．１１％，参考相关文献［９１０］，

较健康人群明显下降，偏颇体质由低到高分别为：特禀

质、血瘀质、湿热质、气郁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

痰湿质。进一步通过二值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生存
质量与体质分布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中医体质中的痰

湿体质与ＳＦ３６量表中的总体健康和生理功能呈负相
关；阳虚体质与总体健康呈负相关；阴虚体质与生理功

能和精神健康呈负相关；气虚质与生理功能和总体健

康呈负相关；气郁体质与精神健康和生理功能呈负相

关；血瘀体质与总体健康呈负相关；平 （下转第１６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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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品管圈在推进神经内科静脉留置针应用中的作用
郭君怡，董爱淑，黄乐听，李美霖，张丽智，梁艳，叶迈蕴

摘要：目的　应用品管圈的管理方法与技巧，分析神经内科外周静脉留置针存在问题，找出原因并制定出相应的
措施，提高神经内科静脉留置针的留置时间。方法　成立暖霞品管圈，选定活动主题，拟定活动计划，调查留置针
留置现状及影响因素，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出拔管比例，借助鱼骨图分析原因，圈员共同拟定对策，并按计划实施，
统计活动前后留置时间，从而确认活动效果。结果　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比２０１２年１—６月留置针留置时间相应延
长，平均留置时间由（３４．２１±０．３１）ｈ提高至（６６．２６±０．２３）ｈ，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将品管圈应
用到推进神经内科静脉留置针的应用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延长了留置针的留置时间，患者不良反应及穿刺痛苦减

少，减少了住院费用，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也减少了护士的工作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品管圈；静脉留置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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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经内科患者的治疗过程中，静脉滴注高渗脱
水剂、高渗营养液、血管活性药物等是重要的治疗方

法，然而此类药物多刺激性大、渗透压高、用药频次多，

对静脉的刺激性大甚至导致不同程度的损伤，轻者可

出现疼痛，严重者可出现静脉炎，如果发生渗漏会引起

不同皮肤及组织损伤，还会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１３］。

品管圈（ｑｕａｌｊｔｙｃｉｒｅｌｅｓ，ＱＣＣ）简称ＱＣＣ小组，是同一个
工作现场或工作相互关联区域的人员自动自发地进行

品质管理活动所组成的小组［４］。ＱＣＣ是一种自下而
上的管理方法［５］，近年来，品管圈活动在我国临床护理

工作中广泛应用。为了延长静脉留置针的留置时间及

降低留置针所引发的问题，我科开展了品管圈在推进

神经内科静脉留置针的作用活动，取得良好效果，现将

具体做法与体会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科室内以自愿自发方式组成 ＱＣＣ小
组，护士长担任顾问，１名科室业务骨干担任圈长，负
责掌握质控计划落实情况，设１名秘书进行资料整理
及校对，科室内各层级护理人员为圈员，共有圈员１０
名，负责各分管项目的实施。确定圈名称为暖霞圈，设

计的圈徽图案意喻充满青春活力的天使张开翅膀，大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州市科技局课题（Ｙ２０１４０２０６）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２７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叶迈蕴，Ｅｍａｉｌ：８２５４８８２１９＠ｑｑ．ｃｏｍ

家团结协作，共同呵护美丽的晚霞。成立后对 ＱＣＣ成
员进行培训，要求所有成员掌握 ＱＣＣ活动的原则、方
法及所需资料等。

１２　现状调查及原因分析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对神经
内科外周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进行现状分析调查，方

法是每日拔除外周静脉留置针的患者进行登记，采用

自制留置针拔管登记表，登记内容包括床号、姓名、留

置针型号、置管时间、留置部位及总使用时间、拔针原

因等，每周有专门圈员负责统计，调查结果显示，６个
月共留置４５５个留置针，留置时间平均（３４．２１±０．３１）
ｈ。统计拔管原因如下：影响滴速１４９人，占３２．７５％；
渗出９６人，占２１．１０％；堵塞６９人，占１５．１５％；时间
到６２人，占１３．６３％；不舒适拔管３７人，占８．１３％；血
肿１６人，占３．５２％；静脉炎８人，占１．７６％；自行拔管
１８人，占３．９６％。圈长组织讨论，从护士处理不及时、
护士责任感不强、患者、流程不完善４方面用鱼骨图说
明影响外周静脉留置针安全留置时间的原因，见图１。
１３　实施措施　针对现状调查和原因分析召开圈会，
对相关原因进行分析，改进存在的不足，发现问题共同

商讨，并及时改进。依据神经内科拔针的原因现状，从

护士处理不及时、护士责任感不强、患者、流程不完善

４个方面进行讨论、整改，提出对策并监督执行６个月
后进行调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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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方法　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与２０１２年１—６
月留置针留置时间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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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外周静脉留置时间短原因

２　结　果
２１　对策与实施　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每月２次圈会，
并对全科护士进行 ＱＣＣ培训，提高护理人员对 ＱＣＣ
的认识，每一次圈会分析、反馈、讨论，提出下一步改进

措施及方向。针对调查出的问题全科护士合理选择、

保护静脉，静脉选择避开关节部位，穿刺部位离开关节

３ｃｍ及以上，不在留置针留置的肢体测血压，尽可能
不选下肢静脉穿刺；根据具体情况合理选用不同型号

的留置针，使用甘露醇、脂肪乳剂选择２０Ｇ留置针，严
格按照静脉留置针操作流程进行操作，避免反复穿刺，

肝素帽位置高于穿刺点，用３Ｍ透气敷贴无张力固定，
并注明留管时间、留置护士姓名第一字母缩写；并向家

属和患者进行留置针的相关知识宣教，拔针后冲管液

充足，正确进行正压封管，如患者所用是高渗、刺激性

大等药物，需用１０ｍｌ生理盐水冲管后，再正确进行正
压封管，夹管加紧尽量靠近穿刺处，有渗血、渗液及时

处理，拔管后按压时间充足，并予以无菌输液贴保护，

并做相应登记。科室每月安排２位护士检查留置针维
护情况，收集图片；每位护士拔针时登记。责任护士要

每日评估，品管圈成员做好监督，带教老师考核标准

化，加强护士的静脉留置针意识教育。在带教方面修

订护士入科教育和新护士培训计划，增加评估、培训。

对Ｙ型留置针需做好夹管，夹管接近穿刺处，夹管到
位。对于患者，一方面对躁动、沟通障碍患者做好教

育，保护好静脉，不配合的患者给予肢体约束；另一方

面使用３Ｍ弹力胶布固定，防止脱落、移位。做好患者
和家属宣教：保持穿刺部位清洁干燥，避免剧烈活动，

不输液时可套上宽松、干净的手套或袜子，防止因意外

拔出留置针，如发现异常，及时向护士报告［６７］，加强交

接班。

２２　品管圈的实施效果　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经过半年
的ＱＣＣ资料收集、分析、反馈、整改，共留置４８９个留

置针，平均留置时间（６６．２６±０．２３）ｈ，解决了外周静
脉留置针留置时间较短的难题，不良反应也有所减少，

护理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与改进前比较，留置时间从平

均（３４．２１±０．３１）ｈ提高至（６６．２６±０．２３）ｈ，χ２＝
１４１．３２６，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３１　增强护士责任感　对神经内科的护士进行思想
教育，改变以往无明确记录状态，现在每人穿刺和拔针

都有记录，穿刺、换膜及换肝素帽有具体时间点，责任

人第一拼音缩写，做到责任到人，患者留置针如出现问

题，接诊护士负主要责任，这样做到每个人都要有责任

感。不能马虎推脱责任，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留置

针留置过程中做好细节管理，增强每个人的责任感，做

到有问题及时处理，同时避免血压监测和留置针放同

一肢体，留置针留置护士还应做好患者、陪护等的相关

知识宣教。

３２　改善流程　制定严格细致的静脉留置针留置流
程表，并认真执行，每一步骤详细记录，以便做到操作

时有流程可依，针对以往多存在的张力帖膜，专门请专

家现场演示无张力贴膜，以保证输液的顺畅及输液的

速度，同时延长了留置针留置的时间。

３３　品管圈活动提高了外周静脉留置针安全留置时
间　通过此次品管圈活动，针对留置针留置的时间反
复进行原因分析、讨论、整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与改

进前比较留置时间从平均（３４．２１±０．３１）ｈ提高至
（６６．２６±０．２３）ｈ，使留置针的留置时间明显延长，留
置针留置的不良反应明显减少，减少了反复穿刺给患

者带来的痛苦，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住院费用，使护

患关系更加和谐，提高了患者对护理静脉留置技术的

满意度。品管圈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在医院各科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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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得到了好评。

３４　圈员综合素质得到培养　开展ＱＣＣ活动可提高
圈员的综合素质［８］，ＱＣＣ活动强调让圈员自发地参与
活动，每个圈员都享有自主权与参与权，可以充分发挥

自己的管理潜能。圈员从不懂到熟练应用，使自身价

值得到最佳发挥。在实施对策过程中，圈员既是实施

者，又是管理者，充分发挥她们的积极性，激发了参与

管理的意识，培养了她们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能够运用

科学的方法主动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她们的

综合素质得到提升，提高了科室人员的团队精神，增强

了护理人员参与护理管理的意识和工作满足感，也有

利于科内形成团结进取、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９］。

总之，将品管圈应用到推进神经内科静脉留置针

的应用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延长了留置针的留置时间，

患者不良反应及穿刺痛苦减少，减少了住院费用，提高

了患者的满意度，也减少了护士的工作量。此次品管

圈活动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１０］。品管圈

综合运用大家的智慧、集体的力量和团队的精神，促进

了护理质量的持续性提高，发挥了护士的积极性、主动

性，科内管理由被动转为主动管理，提高了护理人员的

综合素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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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与总体健康、精神健康以及活力呈正相关。

分析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平和质属于人体生理、心

理、社会功能健康完善的类型，因此与生存质量中的总

体健康水平、活力和心理等维度评分正相关。统计结

果表明特秉质与生存质量各维度评分之间不能建立有

统计学意义的回归方程，其原因考虑特秉质与过敏体

质类同，一般不对人体的生存质量产生影响。阴虚质

与精神健康呈明显负相关，考虑阴虚则不能涵阳有关，

临床表现为烦躁、易怒等精神健康恶化的情况，阴虚质

在生理功能方面有所降低，说明虽然阴虚则阳亢，但仍

属于虚证，在人体的大部分功能上仍下降明显。痰湿

质、阳虚质、气虚质、气郁质以及血瘀质与人的总体健

康均负相关，考虑总体健康与人体阳气的功能有关，体

内阳气充盛，则气机和顺，血行通利，气血调达则痰湿、

瘀血无从生起，进而保持较高的健康水平。结果表明

气虚质和痰湿质与生理功能负相关，提示生理功能与

中医五脏之气功能状态以及有无痰湿等病邪的困阻有

一定关系。气郁质与精神健康负相关，这与临床上肝

气郁滞，气血不能布达，人体萎靡不振的中医认识也是

相一致的。

研究结果表明，高血压病患者中医体质特点和生

存质量情况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相关性，这为进一步

筛选和开发调整纠正偏颇体质的有效方药，从调整体

质人手，提高高血压病患者生存质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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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气管插管拔除后肺部感染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干预
王玲，童蓉，施虹

摘要：目的　探讨气管插管拔除后肺部感染相关因素及护理措施。方法　调查 １１２例ＩＣＵ接受气管插管的患者
在拔除气管插管后，出现肺部感染是否与年龄、性别、低蛋白血症、胸腹部创伤性疼痛、咳痰无力、长时间卧床、意

识状态有关，将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找出相关因素，给予护理干预措施。结果　１１２例气管插管拔除患者，
发生肺部感染５１例，占４５．５４％，无肺部感染６１例，占５４．４６％；其中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有２１．５７％（１１／５１）
因肺部感染加重而再次置管；肺部感染与低蛋白血症、胸腹部创伤性疼痛、咳痰无力、长时间卧床、意识状态有关

（Ｐ＜０．０５），而与年龄和性别无关（Ｐ＞０．０５）。结论　对于气管插管拔出后的患者继续给予营养支持，适当镇痛
剂应用，进行有效排痰，对意识不清患者加强鼻胃管管理和口腔护理，缩短卧床时间，能减少肺部感染的发生率，

从而提高拔管的成功率，降低再置管的风险。

关键词：气管插管；肺部感染；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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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部感染是人工气道去除后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它能够延长重症患者原发疾病的恢复时间，使住院时

间延长。为进一步了解气管插管拔除后患者肺部感染

的相关因素，对我院ＩＣＵ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接
受人工气道建立的１１２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提
出相应的护理措施。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我院 ＩＣＵ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２
月１１２例气管插管患者进行调查，男性８０例，女性３２
例，年龄１４～７０岁，平均年龄４２．５岁，其中胸腹联合
创伤１７例，腹部创伤１５例，颅脑损伤２５例，ＣＯＰＤ２７
例，脑出血１１例，各种药物中毒１７例。所有患者均应
用呼吸机支持治疗时间３～２０ｄ，经口置管６９例，经鼻
置管４３例，不排除患者在拔除气管插管前有呼吸机相
关炎性肺炎（ＶＡＰ）。
１２　研究方法　制定气管插管拔除后相关性肺炎调
查表，内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是否低蛋白血症、胸腹

部创伤性疼痛、咳嗽无力、长时间卧床、意识状态以及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内科
通讯作者：王玲，Ｅｍａｉｌ：２２４０４１７７８３＠ｑｑ．ｃｏｍ

患者依从性程度。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所收集的资料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软
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１１２例气管插管拔除患者，发生肺部感染５１例，
占４５．５４％，无肺部感染６１例，占５４．４６％；其中发生
肺部感染的患者中有 １１例因肺部感染加重，痰液较
多，氧合障碍而需再次置管，占肺部感染率 ２１．５７％
（１１／５１）。气管插管拔除后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情况
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气管插管拔除后肺部感染与低蛋
白血症、胸腹部创伤性疼痛、卧床时间、咳嗽无力、意识

状态５个因素有关（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与年龄和性别无关（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人工气道的危险因素　人工气道的建立，有利于
清除呼吸道分泌物，纠正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并为

人工正压呼吸及气管内给药等提供条件。ＶＡＰ是机
械通气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ＶＡＰ的发生率在接受
机械通气患者中为 ２１％ ～７７％，病死率为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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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较高的感染率直接关系到患者预后，特别是老

年患者由于免疫功能低下，基础疾病多，已经成为肺炎

的多发人群，也是老年人主要死亡原因之一［２］。其年

龄、机械通气时间、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机械通气

３ｄ后，心功能缓解情况是ＶＡＰ发生的危险因素［３］，而

患者常常合并其他脏器功能衰竭加之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症导致的高代谢状态，使储存的脂肪、蛋白质分解加

速，这都使气管插管拔除后肺部感染继续存在，且有些

患者需再次置管或机械通气，而机械通气时间每延长

１ｄ，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将增加１％［４］；部分患者加上

长时间应用激素和广谱抗生素，增加了肺部感染的机

会［５］。本文回顾性分析了１１２例气管插管拔除患者，
发生肺部感染５１例，占４５．５４％，无肺部感染６１例，占
５４．４６％；其中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有１１例再次置
管，占肺部感染率２１．５７％（１１／５１）。良好的肺部感染
控制能够降低再置管率，促进原发疾病的恢复。

表１　气管插管拔除后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

项目 类别 例数 肺部感染 非肺部感染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８０ ３６ ４４ １．１８６ ＞０．０５
女 ３２ １５ １７

年龄（岁） ＜６０ ６３ ２８ ３５ １．０８５ ＞０．０５
≥６０ ４９ ２３ ２６

低蛋白血症 有 ３６ ３０ ６ ５．３５９ ＜０．０５
无 ７６ ２１ ５５

胸腹部创伤性疼痛 有 ３０ １９ １１ ６．６５７ ＜０．０５
无 １１ ２ ９

卧床时间（ｄ） ＜１２ ５５ １６ ３９ ３．１９０ ＜０．０５
≥１２ ４７ ２２ ２５

咳嗽无力 有 ８５ ６１ ２４ ４．３７４ ＜０．０５
无 ２７ ４ ２３

意识状态 正常 ８７ １７ ７０ ４．６３１ ＜０．０５
异常 ２５ ７ １８

３２　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　从气管插管拔除后相关
性肺炎调查表中得到气管插管拔除后肺部感染与低蛋

白血症、胸腹部创伤性疼痛、卧床时间、咳嗽无力、意识

状态５个因素有关（Ｐ＜０．０５），而与年龄和性别无关
（Ｐ＞０．０５）。针对相关因素给予相应的护理干预措
施。

３２１　纠正低蛋白血症　气管插管拔除后，患者不能
经口膳食者，可采取肠内、肠外营养支持疗法。根据营

养支持最新指南，只要胃肠道有功能，就要合理应用肠

内营养。因其能保护肠黏膜屏障和防止细菌易位。营

养管选择耐受性良好的复尔凯胃管，根据患者机体内

环境状况选择合适营养液，注意合理使用抗生素，防止

肠道菌群失调而造成腹泻的发生；输注时床头抬高

３５°～４５°，翻身或做其他操作时防止胃管滑脱，造成误
吸而加重肺部感染。

３２２　加强有效排痰　气管插管拔出后多数患者叙
述咳痰无力，痰液黏稠不易咳出，多项研究表明把振动

排痰机用于ＣＯＰＤ加重期进行排痰能收到较好的排痰
效果，可改善患者的血气与肺功能状态，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６］。在呼吸机相关肺炎的护理中，运用循证护理

能缩短 ＶＡＰ治愈时间，明显提高护理质量，使患者满

意［７］。加强有效排痰方法：①振动排痰仪与氧气面罩
雾化吸入交叉应用，配合振动排痰的深穿透性及定向

叩击，能很好地促使黏液液化，增强排痰效果，有利于

控制感染［８］。②采取半卧位，有研究表明水平仰卧位
患者ＶＡＰ的发生率比半卧位高８％。要告知清醒患者
半卧位的重要性。③预防交叉感染，ＩＣＵ的院内感染
发生率一般在４０％。医务人员的手是医院感染的主
要传播途径之一，加强手卫生的意识，降低交叉感染的

发生。

３２３　意识障碍的护理　加强口腔护理及时清除口
腔分泌物，防止误吸和误咽。在应用营养液的过程中

抬高床头，经常观察营养管的留置深度，减少营养液返

流机会，如发现有胃潴留、腹胀现象，应停止肠内营养

液应用，从而减少因呕吐和返流而致的误吸现象发生。

对不能有效排痰着，必要时给予人工吸引。

３２４　疼痛的护理　疼痛是影响患者使用振动排痰
仪器整体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振动排痰仪的使用，会

牵拉或刺激伤口使患者疼痛加剧［９］，对于胸腹部外伤

的患者，这也是造成气管插管拔出后肺部感染的主要

因素。而胸腹部术后患者使用振动排痰仪使用效果优

于手工叩背［１０］，所以要告知患者有效排痰的重要意

义。为了减轻疼痛可以使用治疗量的镇痛剂，并作用

药后评估和记录镇痛效果。非药物治疗时帮助患者取

舒适体位，咳嗽时双手在腹部两侧向内加压，胸部外伤

时使用弹力固定带或胸带减轻疼痛，并嘱患者在深吸

气后突发用力咳嗽，以提高有效排痰。

通过以上护理干预措施，能大大降低气管插管拔

除后肺部感染率，及再次气管插管率，缩短患者住院天

数，减轻家庭、社会经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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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循证护理在周围静脉输液无痛穿刺中的应用
马杰，雷婷婷，年夫春，邵艳，朱静

摘要：目的　将循证护理应用于临床，寻求科学依据，探讨周围静脉输液患者无痛穿刺的科学方法，为患者提供
优质护理服务，提升患者满意度。方法　随机选取蚌医一附院骨科２０１３年１—３月收治的７０例周围静脉输液患
者，采用自身对照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静脉穿刺方法，观察组按照循证护理的模式，引入最佳研究证据，在周围

静脉输液无痛穿刺的实施过程中将最佳证据作为指导依据，改进了穿刺手势、穿刺方法、进针角度等，并在穿刺过

程中实施心理干预。观察２组患者穿刺时的疼痛情况，对２组患者的疼痛体验进行比较，进行统计学分析。结
果　２组患者疼痛程度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循证指导使静脉输液无痛穿刺更具有科学
性和有效性。循证护理作为一种理想的实践活动，指导护理人员应用最佳护理措施，对患者实施科学有效的护

理，提高了照护水平，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及家属的需求。

关键词：循证护理；静脉穿刺；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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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静脉输液是临床常用的治疗手段，在静脉输
液穿刺过程中，做到无痛穿刺或减轻穿刺疼痛感，不仅

体现了护理人员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更体现了护士自

身的业务能力和对患者的高度责任心，增加了患者的

安全感和舒适感，提高了优质护理服务质量。如何稳、

准、快、好地将治疗药物输注到患者体内，最大限度地

减轻患者在输液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感，已成为广大护

理工作者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１］。我科应用循

证护理，通过寻找最佳实证指导临床实践，并系统评价

实施效果，从而使静脉输液无痛穿刺更具有科学性和

有效性，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３月，随机选取在骨科通
过周围静脉输液治疗的７０例住院患者，所有患者均神
志清楚，无疼痛感觉障碍，表达能力正常，其中男性３８
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２４～７６岁。穿刺部位均为手背静
脉。７０例患者采用自身对照法，双日应用传统穿刺法
为对照组，单日实施循证后的“无痛”穿刺方法为观察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雷婷婷，Ｅｍａｉｌ：４５６ｍｊ＠１６３．ｃｏｍ

组，按二次实验日加二次常规日为一组对照例次，共

２８０人次，由本文作者亲自穿刺完成。
１２　护理方法　随机选择的７０例骨科住院患者，对
照组于双日用传统穿刺法，既选择静脉，扎止血带，嘱

患者握拳，消毒穿刺部位皮肤，护士左手绷紧皮肤，右

手持针，针尖斜面朝上，从血管一侧刺入皮肤，于皮下

潜行一段后刺入血管，见回血后继续将针梗送入２／３，
患者松拳，松止血带，开调节器，固定针头，调节滴数；

观察组于单日实施循证后的“无痛”穿刺方法。按二

次实验日加二次常规日为一组对照例次，共２８０人次。
观察组实施循证护理的步骤与方法如下。

１２１　确定循证问题　周围静脉输液患者，在接受静
脉穿刺时普遍会产生疼痛体验，而这种疼痛体验影响

了患者接受输液治疗的积极性，甚至拒绝输液治疗，从

而导致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最佳时期被延误。因此，如

何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静脉穿刺疼痛或无痛，成为需

要解决的护理循证问题。

１２２　循求证据　应用计算机网络检索有关文献，查
阅相关资料，对资料的可靠性、实用性进行分析、评价，

并将所获得的证据和专业技能、临床经验及患者的愿

望与需求相结合，获得６条可靠的证据来指导护理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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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１２２１　心理干预　ＬｉｎｄｓａｙＳ［２］对穿刺过程中向静
脉穿刺对象施以认知和行为心理干预进行了研究，发

现分散注意力是缓解疼痛的有效方法。

１２２２　选用锋利的小号穿刺针　选用５．５号针头
可以减少针头与表皮的接触面积，刺过皮肤时阻力小，

容易穿刺，且对皮肤刺激小，疼痛较轻［３］。

１２２３　选择乏神经区注射部位　徐云等［４］提出了

手背部无痛区的选择：尺骨茎突、桡骨茎突和第三掌骨

头所形成的三角区内（乏神经区），此区内静脉穿刺疼

痛明显低于其他区域。

１２２４　采用空杯状握手法　常规消毒皮肤后，嘱患
者自然放松，手腕下垂，除拇指外，其余４指并拢向掌
心面，使手背隆起如握空杯状［５］。

１２２５　采用大角度快速进针方法　静脉穿刺针从
血管上方与皮肤呈４５°快速进针，既减轻了患者的疼
痛，又提高了一次穿刺成功率［６］。

１２２６　减少进针长度　在能够牢固固定针头的前
提下，尽量减少针梗进入血管的长度。

１２３　实施方法　随机选择的７０例患者，协助其取
舒适卧位，选择手背乏神经区静脉，扎止血带，嘱患者

握拳成空杯状，消毒穿刺部位皮肤，操作者左手固定静

脉，右手持５．５号穿刺针，从血管上方与皮肤呈约４５°
角快速进针，针头穿过皮肤及血管上壁后，见回血后将

针头沿静脉方向平行送入少许，松开止血带，嘱患者缓

慢松拳，打开调节器，固定针头，调节滴数。整个过程

中注意对患者采取心理干预，如与患者聊些轻松愉快

的话题，或听些令人心身愉悦的音乐，以有效转移患者

注意力。

１３　判定标准　疼痛程度评判标准参照国际常用疼
痛评分法马克盖尔法［７］。无痛：患者接受静脉穿刺时，

面部表情无改变，无任何反应，询问无局部痛感；微痛：

面部表情无改变，询问有局部短暂的微痛，微痛时间不

超过１０ｓ；剧痛：患者在接受静脉穿刺时，面部表情紧
张，皱眉，张口，甚至出声，有缩回上肢的抵抗动作，询

问穿刺点很痛，疼痛时间超过１５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本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疼痛程度比较，对照组：７０名患者采用传
统穿刺法１４０人次，其中无痛６３例（４５．０％），微痛５９
例（４２．１％），剧痛１８例（１２．９％）；观察组：７０名患者
采用“无痛”穿刺法 １４０人次，其中无痛 １１６例
（８２．９％），微痛２２例（１５．７％），剧痛２例（１．４％）；通
过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学软件分析得出，χ２＝４５．３９，Ｐ＜
０．０５，２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循证护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ＥＢＮ）被誉为
“２１世纪临床新思维”，是近１０年护理领域中兴起的

新观点、新思维，它为现代高级护理实践提供了新的思

维模式，其科学性、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广大护理工作者

的认可和推广［８］。循证护理强调了以解决临床护理问

题为出发点，以最佳证据作为临床实践指导依据，增强

了临床护理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提高了临床护理质

量［９］。我们将循证护理应用于周围静脉输液无痛穿刺

中，通过寻找到的最佳证据来指导具体实践，使各项操

作步骤有证可循、有据可依，科学、有效地改善了患者

穿刺时的疼痛体验。

静脉穿刺时首选“乏神经区”部位，因为该区域内

神经末梢分布稀疏，穿刺时疼痛明显小于其他区域。

尤其是首次静脉输液患者，“乏神经区”的选择，还可

减轻患者对下次静脉输液的心理畏惧感。

患者采用空杯状握手法，能够使血管充分暴露，也

有利于操作者固定，并且此种握手法与传统握拳法相

比，可有效缓解手背的肌张力，从而降低穿刺时的阻力

而减轻疼痛；此外，握手状还能让患者有亲切感，可缓

解其紧张、恐惧心理［１０］。

静脉穿刺时采用小号（５．５号）穿刺针，并增大进
针角度迅速进针，可使针尖与皮肤接触点面积减少，这

样进针阻力减小了，因皮肤受损范围小而减轻了的疼

痛。具体进针角度，可结合患者胖瘦和自身的血管情

况，在约４５°角上下调整。此外，迅速进针也缩短了患
者疼痛体验的时间。针梗进入血管内时间越长，对血

管壁造成的机械刺激强度和损伤面积也就越大，导致

血管壁的损伤程度也就会越严重［１１］，因此，在能够牢

固固定针头的前提下，尽量减少针梗进入血管的长度。

疼痛与患者的注意力关系密切，对刺激的注意力

加强则疼痛加重，分散其注意力则疼痛减轻［１２］。在整

个静脉输液操作过程中，护士应熟练、沉着和自信，注

意和患者轻松愉快地进行交流，针对性地采取心理干

预措施，有效转移患者注意力，从而降低患者对疼痛的

敏感性。

将循证意识渗透到静脉输液的过程中，避免了护

理工作的盲目性和主观性，使无痛静脉输液穿刺更具

有科学性、有效性和规范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患者及

家属的需求，从而提高了护理质量和工作效率［１３］，值

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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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无菌原则，成功制作模型，依据实验的成功与失败

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本实验可知人工血管成形

法制作腹主动脉瘤成功率为９７．１％（３４／３５），带少许
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成功率为５３．３％（８／１５），腔内
技术动脉瘤成形术成功率为２０％（２／１０），人工血管成
形法制作腹主动脉瘤成功率显著高于带少许肌肉的腹

膜组织成形法及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成形法制作腹主动脉

瘤成功率高于腔内技术动脉瘤成形术，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人工血管成形法制作腹主动脉瘤模型，效果确

切，取材方便，术中操作不复杂，术后实验用猪可以长

期存活，便于进行操作培训。带少许肌肉的腹膜组织

成形法制作腹主动脉瘤模型优点是自身取材，经济实

惠，但制成的动脉瘤有破裂倾向，饲养动物过程中可能

因为动脉瘤破裂而导致动物猝死［９］。腔内技术动脉瘤

成形术制作腹主动脉瘤模型优点是避免了开腹及主动

脉切开，方法简单，但单纯球囊血管瘤成形术，甚至在

很高的压力下并不能产生动脉瘤，甚至导致动脉破

裂［１０］。相关文献指出［１１１２］，人工血管、自体或异体静

脉间自移植，腹横筋膜或腹直肌鞘补片，自体静脉补

片，空场补片以及人工血管补片法等。用筋膜、自体静

脉或空场制作的腹主动脉瘤易于破裂，破裂时间往往

在１周内，无法继续手术，不便于随访，也不便于及时
取材进行组织学检查。异体静脉取材较复杂，还有发

生排异反应的风险。采用静脉或人工血管移植术需要

全程游离腹主动脉，结扎腰动脉，创伤大，分离时容易

引起淋巴漏，而且结扎腰动脉有可能导致截瘫。

３３　本模型的应用价值　我们通过人工血管成形法
制作猪腹主动脉瘤模型，方法可靠，取材方便，可重复

性强。①进行 ＥＶＡＲ治疗 ＡＡＡ的方法学研究：ＥＶＡＲ
对手术者导管技术、外科技术、并发症及围手术处理水

平的要求很高，且ＡＡＡ手术本身即带有一定风险。建
立ＡＡＡ动物模型后可用来进行ＥＶＡＲ的操作练习，以
提高手术技巧，提高术者操作水平，丰富对并发症处理

的经验。②开发国产化腔内隔绝器具的前期课题基
础：我们已与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联合进行国产化

腔内隔绝器具的开发研究，本模型的成功建立，为国产

器具的应用研究奠定了良好的体内应用模型基础。③
瘤体内血流动力学的研究对象：瘤体内的血流动力学

变化对动脉瘤形态、大小有重要影响。可利用本模型

研究瘤壁的受力分布情况，对动脉瘤的进展规律、破裂

机制提供血流动力学研究资料。

综上所述，本模型设计通过不同方法的比较选出

人工血管成形法，制作成腹主动脉瘤模型，针对性强，

制作规范，是培训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初学者的良

好实验动物模型，和进行 ＡＡＡ的血流动力学研究、
ＥＶＡＲ围手术期研究极具实用价值的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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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后房型有晶体眼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护理
马莉莉

摘要：目的　探讨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矫正高度近视的术前、术中、术后的护理方法。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１
月１日—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的４３例（８６只眼）高度近视患者，行后房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手术前后检测
患眼的视力、眼压、屈光状态等，检眼镜观察眼底情况，裂隙灯观察角膜、瞳孔、透明晶状体以及术后人工晶体情

况，对手术前后的护理过程、方法进行总结回顾。结果　８６只眼均在表面麻醉下植入ＳＴＡＡＲ公司生产的人工晶
体（ＩＣＬ），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有丰富经验的术者完成，患者能密切配合手术，术前最佳矫正视力：０．４～１．０
（０．６９±０．２７），术后裸眼视力０．４～１．５（１．０８±０．２８），术后裸眼视力均≥术前最佳矫正视力，所有患者对术后视
力效果表示满意，并无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　术后密切观察术眼病情变化，并及时发现和正确处理术后的并发
症，以及有效的心理护理和手术前后护理都有助于提高手术成功率。对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治疗的患者进

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地提高患者的视力矫正程度。

关键词：高度近视；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护理；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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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ｓ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ｈａｋｉｃ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ｏ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ｉｅ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ｎａｋｅｄ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ａｌｌ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ｎｏ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ｓｔｈｅ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ｓｕｃｈａｓ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ｍｙｏｐｉａ；Ｐｈａｋｉｃ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目前，矫正近视的常用手术方法包括角膜屈光手
术和眼内屈光手术。在临床角膜屈光手术最常见的为

ＬＡＳＩＫ术，在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的临床应用中，
ＬＡＳＩＫ克服了ＰＲＫ治疗高度近视的弱点，提高了手术
效果［１］，成为临床应用最广泛的矫正近视的手术方法，

但又因其自身的优缺点引起眼科医师的争论［２］。由于

受角膜厚度的限制，大多数屈光手术医生对大于－１２．
０Ｄ的近视患者不主张进行 ＬＡＳＩＫ手术［３］，因其预测

性和安全性降低。眼内屈光手术最常见的为后房型有

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ｈａｋｉｃｉｎ
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具有矫正高度近视且其预测
性好、安全可逆，能够保留眼睛的自然调节功能［４］，并

发症少，术后患者视觉质量和视力明显优于角膜屈光

手术，是矫正中、高度近视的一项新技术［５］。现将医院

开展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矫正高度近视的手术护理

配合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４３例８６只眼，年龄１９～３５岁，
平均２７岁，男性２５例，女性１８例，全部患者均为高度
近视，裸眼视力均＜０．１，且均能按时随访。
１２　手术方法　行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
前２周采用毛果芸香碱缩瞳，于１１点和２点位用ＹＡＧ

作者单位：２７２０００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

激光行周边虹膜切除术［６］。手术当日，术前１ｈ给予
复方托吡卡胺眼药水散瞳，术前３０ｍｉｎ盐酸丙美卡因
眼液表面麻醉术眼，消毒铺巾后术者将晶体置于专用

推注器，浸泡于复方氯化钠溶液中，于１１点位用３．２
度刀做透明角膜隧道式无缝线切口，前房注入透明质

酸钠，将预装好的人工晶状体植入前房，待晶体展开

后，用调位钩将人工晶状体的４个脚先后植入睫状沟，
并调节其呈水平位置，注意不要触及光学区，吸除透明

质酸钠，卡米可林缩瞳，充盈前房，水密切口，无需缝

合。

１３　术前检查　常规全身体检，包括输血前三抗、血
常规、尿常规、凝血功能、肝功能、胸透、心电图等；常规

眼科专科检查：①裸眼视力、矫正视力、裂隙灯检查、眼
底检查、眼压、冲洗泪道等；②屈光度检查，前房深度测
量，角膜曲率测量，房角镜检查，眼轴长度，角膜厚度，

角膜内皮细胞计数，三面镜检查眼底、前房角等；③手
术显微镜下用游标卡尺手工测量角膜水平直径（ｗｈｉｔｅ
ｔｏｗｈｉｔｅ，ＷＴＷ）；人工晶状体的计算由 ＳＴＡＡＲ公司提
供的专用软件完成。④术前１周行激光虹膜周边切除
术。

１４　适应证和禁忌证
１４１　适应证　①年龄在１８～４５岁之间；②患者近
视矫正视力良好，屈光状态稳定，１年内波动不超过
１Ｄ，屈光度数在－１０Ｄ以上者；③必须是精神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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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备合理的摘镜愿望和合适的术后期待心态；④前
房深度（ＡＣＤ）要求≥２．８ｍｍ；⑤角膜内皮细胞计数
ＥＣＣ≥２２５０个／ｍｍ２；⑥排除眼部禁忌症，如视网膜裂
孔、浅前房、黄斑病变等，有接受屈光手术的主观意愿；

⑦知情同意。
１４２　禁忌证　①有全身免疫性疾病或系统性疾病
者；②角膜内皮营养不良或其他角膜病变者；③晶体混
浊或晶体悬韧带松弛或断裂；④青光眼或前房角狭窄
的患者；暗适应下瞳孔过大者；⑤有内眼手术史者；⑥
眼及眼附属器活动性炎症、肿瘤；⑦女性月经期、妊娠
期、哺乳期。

１５　护理方法
１５１　术前治疗与护理　心理护理：术前评估患者的
心理状况，向患者讲解手术前后配合的重要性，给予心

理安慰；告知患者术中咳嗽不能控制时要提前说明，经

医生允许后方可咳嗽；训练其眼球注视功能，以便更好

地配合医生手术。

双眼滴抗生素眼药水３ｄ，冲洗泪道，检查泪道是
否通畅，是否有脓性分泌物，以免术后感染［７］。手术当

日，用肥皂彻底清洁面部，更换病员服，术前半小时为

眼做局部皮肤清洁处置，结膜囊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

无菌纱布覆盖。

术前用药：术前１ｈ用复方托品酰胺散瞳，每隔１０
ｍｉｎ滴眼１次，共３次，充分散大瞳孔，以利于术者操
作。

１５２　术中注意事项　①手术一般为患者实施表面
麻醉，术中患者神志清醒，嘱患者尽量避免咳嗽、打喷

嚏，如不能控制应及时告诉医生，经允许方可咳嗽。②
患者术中须保持头部不动，如有不适，立即告知医生。

③手术关键在于预防控制感染，尽量减少手术间内人
员，注意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程。由于人工晶体价格

昂贵，又是专人专门定制晶体，巡回护士在打开前要和

主刀医生、洗手护士再次核对患者姓名、眼别及晶体度

数［８］，有散光者根据数据信息提示主刀医生人工晶体

上标记轴位的旋转方向和度数。④术中术者操作要
轻、稳、快，尽量缩短手术时间，夹取晶体时勿触及光学

面，植入晶体时尽量避免摩擦角膜内皮。

１５３　术后护理
１５３１　术眼护理　术后当天嘱患者闭目卧床休息，
尽量避免剧烈咳嗽、用力摇头，避免碰撞揉搓术眼，勿

低头时间过久，术后２ｈ即开放滴眼。换药、滴眼药水
时要注意严格无菌操作，预防感染。

１５３２　指导患者注意用眼卫生　勿用手揉眼；淋浴
时，防止肥皂水流入术眼；饮食宜清淡、易消化，禁烟

酒，尽量少吃辛辣、油炸等刺激性强的食物，保持大便

通畅。

１５３３　严密观察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如一过性高
眼压，表现为患者主诉眼痛或同侧头痛，可能有恶心、

呕吐等症状，应及时测眼压，向医生汇报，遵医嘱做降

眼压处理［７］。

１５４　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护理
１５４１　角膜水肿　角膜内皮失代偿或手术时间过
长，摩擦过多所致，是该手术最严重的并发症［９］。嘱患

者不要用力揉眼，术者在术中操作要轻柔，勿触及角膜

内皮。

１５４２　光晕或眩光　多发生在人工晶体有效光学
直径小而瞳孔大或是人工晶体偏移的患者。

１５４３　高眼压　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粘弹剂吸
除不清，是一过性的眼压升高，使用降眼压药物治疗。

②激素反应性高眼压，通常停用激素性眼药使用降眼
压药可恢复正常。

１５５　健康指导
１５５１　按时点眼　嘱患者出院后继续遵医嘱按时
用药，并教会患者自行滴眼水的方法。

１５５２　保护术眼　注意劳逸结合，勿剧烈活动，要
注意保护术眼，防止外力作用于眼部，洗脸时不要用力

擦洗和揉眼。

１５５３　定期复查　告知患者术后定期复查的重要
性和注意事项，交代术后随访的时间，术后随访时间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不同，一般在１～６个月不等，手术
后需要建立电话随访本。如果突然出现眼红、眼痛、恶

心、呕吐、视物模糊变形、视力急剧下降等症状时，应立

即来院就诊。

２　结　果
２１　视力　８６只眼均在表面麻醉下植入 ＳＴＡＡＲ公
司生产的人工晶体（ＩＣＬ）。术前屈光度数等效球镜值
为－１０．００Ｄ～－１９．００Ｄ，平均 －１３．５０±３．５０Ｄ；散光
在０．５０～４．００Ｄ，裸眼视力均＜０．１，排除高眼压、葡萄
膜炎、视网膜病变及其它眼部或全身手术禁忌症。术

前最佳矫正视力：０．４～１．０（０．６９±０．２７），术后裸眼视
力０．４～１．５（１．０８±０．２８），术后裸眼视力均≥术前最
佳矫正视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４．４３７，Ｐ＝
０．８５１＞０．０５）。
２２　并发症　４眼眼压一过性升高，经降眼压治疗，１
周内恢复正常。无患者诉眩光情况。未发现晶状体浑

浊、色素性青光眼病例。

３　讨　论
　　后房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适合于高度近
视、散光大及角膜厚度过薄等不能耐受 ＬＡＳＩＫ术的患
者。ＬＡＳＩＫ手术仍存在屈光欠矫尤其是屈光回退的问
题［１０］。与之相比，ＩＣＬ在矫治高度近视的同时不损伤
角膜正常组织，而且让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视觉质量

效果，可以改善高度近视患者的生活质量，可作为准分

子激光手术的有效补充，且具有以下优点：①手术简
单，安全快捷：手术切口小，不会改变眼球组织的结构

和形状，保留了眼睛的自然调节功能。②矫治范围广，
不损伤角膜，视觉质量卓越。③可逆性强，可随时取
出：如果患者的视力发生了明显改变或出现其他眼疾

而导致所植入的ＩＣＬ不再适合，可以随（下转第１７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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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徐欣，刘美满，王兆霞

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为提升其心理资本水平，更好地服务临床提供干
预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对临床６０名护理硕士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采用护士心理资本问卷中文修订
版，包含４个维度：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４个维度，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适于我国文化背景的护士心
理资本评估。结果　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量表总分为９５．５７±１０．１５，处于中上等水平，自我效能维度平均得
分为９５．５７±１０．１５；希望维度平均得分为２９．００±３．７６；韧性维度平均得分为２３．０７±３．４５；乐观维度平均得分为
１３．１４±１０．１５。不同年龄、职称、科室、月薪、婚姻状况特征护士中，心理资本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职务、是否倒班、用工性质、是否承担或参与课题研究是影响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
本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的整体水平较好，护理管理者应依据其主要影响因素，实
施有效干预，促进护理硕士达到最佳生理和心理状态，更好地发挥优势服务临床。

关键词：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影响因素；护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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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ｕｒｓｅｓｗｉｔｈｍａｓｔｅｒｄｅｇｒｅｅ，
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ｓ６０ｎｕｒｓｅｓｗｉｔｈｍａｓｔｅｒｄｅｇｒｅｅ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ｗｉｔｈ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ｈｏｐｅ，ｔｅｎ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ｗａｓｕ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ｕｒｓｅｓｗｉｔｈｍａｓｔｅｒｄｅｇｒｅｅｗａｓ（９５．５７±１０．１５）ｔｈａｔｗａｓａｔ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９５．５７±１０．１５）ｆｏｒ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２９．００±３．７６）ｆｏｒｈｏｐｅ，（２３．０７±３．４５）ｆｏｒｔｅｎａｃｉｔｙ，ａｎｄ
（１３．１４±１０．１５）ｆ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ｎｕｒ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ｔｉｔｌ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ｏｓｔ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ａｌａｒｙ，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ｓ（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
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ｕｔｙ，ｓｈｉｆｔ，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ｏ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ｅｒｅ
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ｕｒｓ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ｕｒｓｅｓ
ｗｉｔｈｍａｓｔｅｒｄｅｇｒｅｅｉｓ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ｍｔｏｈａｖｅｂｅｓｔｓｔａｔｕ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ｕｒｓｅｓｗｉｔｈｍａｓｔｅｒｄｅｇｒｅ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ｕｒｓ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心理资本是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后，目前管理学
领域备受关注的又一重要资源，它是指个体所拥有的

积极心理资源，其构成部分（自信或自我效能感、希望、

乐观和坚韧性）都是类似于状态的积极心理力量，是可

以客观测量和投资开发的。研究表明，护士心理资本

情况与护士敬业度、组织承诺等积极工作态度呈正相

关，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并对工作绩效有较显著

的预测作用［１２］。

当今护理人力资源配置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

求之间存在不平衡，护士群体因此承受巨大的职业压

力［３］。护理研究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受过护理最高

等教育的培养，对缓解临床高层次护理人员短缺，提升

临床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临

床护理硕士的心理资本现状，为护理教育者、管理者和

研究者提供促进护理研究生护士达到最佳生理和心理

状态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从事临床工作的护理硕士研究生（实
习，在职硕士学历，非护理岗位除外），且近期家庭或工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８北京煤炭总医院护理部
通讯作者：徐欣，Ｅｍａｉｌ：１８１２２３１１３７＠ｑｑ．ｃｏｍ

作中无重大突发事件，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

１２　研究工具　①研究者一般资料：通过自设性别，
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务，职称等方面。②护士心理
资本问卷，采用中文修订版，该问卷是由 Ｌｕｔｈａｎｓ等编
制，骆宏等［４］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该测评工具适于

我国文化背景，可用于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的评估。该

问卷共有４个维度，依次为自我效能（６个条目），希望
（６个条目），韧性（５个条目），乐观（３个条目），共２０
个条目。心理资本量表及四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１８～０．９２３，重测信度为０．５１０～０．８７４，具有较好的
信效度，可用于调查研究。本量表评分采用６级评分
法，１～６分别表示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
同意”“有点同意”“同意”“非常同意”，量表总分范围

为２０～１２０分，得分越高表示护士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１３　资料收集　调查者于２０１３年４—６月，通过采取
便利取样，共选取北京市５家三级综合医院工作的护
理硕士，在征得各医院科研伦理委员会或其他相关部

门的许可批准下，并委托医院护理部利用护士开会或

集体学习等机会，在护士知情同意，自愿参与并必须符

合研究对象的标准下，发放问卷，并当场收回，然后寄

给研究者。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７１份，回收６５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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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率为９１．５４％，通过剔除问卷答案上呈现一定规律
性或漏填等不完整问卷，有效问卷共６０份，有效回收
率为９２．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主要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并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受调查者临床护理硕士一般资料　６０人受调查
者中，最高学历均为护理研究生；均为女性；年龄２７～
３８周岁，平均（３２．５５±３．０５）岁；工作年限１～８年，平
均工作年限（４．０３±２．２９）年；４０％的受调查者为初级
职称；７６．７％的受调查者已婚；５３．３％的受调查者参与
倒班。

２２　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得分情况　心理资本量
表总分的平均分为９５．５７±１０．１５；自我效能维度平均
得分为９５．５７±１０．１５；希望维度平均得分为２９．００±
３．７６；韧性维度平均得分为２３．０７±３．４５；乐观维度平
均得分为１３．１４±１０．１５。
２３　不同特征临床护士科研诚信意识得分比较　具
体见表１。
２４　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将心理
资本得分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特征心理资本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的项目作为变量，进行多元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职务、是否倒班、用工性质、是否

承担或参与课题研究４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且可以
解释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得分的３８．９％变异。见
表２。

３　讨　论
３１　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得分状况　本研究中临
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得分水平处于中上等水平，说明

其心理资本的整体水平较好，本结果要高于杨海燕

等［５］对 ＩＣＵ护士心理资本得分的结果，与骆宏［６］、赵

晓燕［７］等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各维度得分高低不

等，其中以自我效能维度得分最高，乐观维度得分最

低，表明其心理资本各维度发展水平不平衡，护理硕士

的心理资本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３２　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３２１　倒班　本研究结果得出倒班影响着临床护理
硕士的心理资本状况，这与护士值倒班尤其是夜班打

乱了护士生活规律和家庭生活秩序，使护士生物钟被

打乱，心力、体力遭到透支，并且常常会给倒班护士带

来种种心理压力和身体的不适［８］；研究还表明夜班强

度与积极人格特征呈显著正相关［９］；低年资护士夜班

的焦虑水平要高于高年资护士等有直接的关系。因

此，护理管理者应多关注倒班护士心理健康状态。

３２２　用工性质　本调查表明７５．０％受调查者为医
院正式职工，这要高于目前多数医疗单位中的正式人

员比例，因护士硕士总体人数较少，医疗单位为吸引护

理高等人才，给予较高的待遇水平。研究表明［１０］，合

同护士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归属、尊重、成就等方面的满

意度不足，人际敏感方面的心理问题要比正式护士严

重与复杂，这可能是导致正式护士的心理资本得分高

于合同护士的原因。医院及护理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合

同护士的人文关怀及日常关爱，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表１　不同特征临床护士意识得分比较（ｘ±ｓ）

项目 类别 例数 心理资本得分 ｔ／Ｆ值 Ｐ值

年龄（周岁） ２７～３０ １５ ９４．２０±６．０６ １．７１９ ０．２０６
３１～３５ ３５ ９４．０８±４．９６
３６～３８ １０ ９８．８０±３．５６

工作年限 ≤１ １２ ９２．６０±４．３４ ４．９８０ ０．０２０
２～５ ３０ ９６．２０±７．４７
６～８ １８ １０５．２０±６．３８

职称 初级 ２４ ９３．４０±５．６８ ２．３９１ ０．１４２
中级 ２２ ９７．６７±２．５２
高级 １４ １０１．２±６．６５

职务 护士 ３１ ８７．２０±４．０９ １１．８９３ ０．００６
护士长 ２１ ９８．００±１．００
护理部副主任或主任 ８ １０６．００±９．９０

月薪 ５０００以下 １２ ９０．２０±３．３５ １．５１０ ０．２４９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 ２９ ９４．４０±２．８８
８０００以上 １９ ９５．９０±７．７１

婚姻状况 已婚 ４６ ９１．２０±３．１９ １．１１７ ０．２７９
未婚 １４ ９４．２０±５．６５

用工性质 正式 ４５ ９５．４０±６．４１ ２．３３９ ０．０３１
合同 １５ ８８．４０±２．７０

近期是否承担或

参与课题研究

是

否

３６
２４

８９．７２±４．７０
９６．０８±８．１７

２．４４０ ０．０２７

是否倒班 是 ３２ ８７．９３±５．８６ ２．３８３ ０．０２４
否 ２８ ９４．８１±９．３０

所在科室 内科 ２１ ９４．００±４．１０ ０．８６９ ０．５１２
外科 １７ ９５．６７±６．７３
妇产 ５ ９３．３３±８．９７
儿科 ３ ９７．８３±５．１９
急诊 ６ ９５．２５±４．５７
其他 ８ ９７．６７±２．５２

　　注：经ＬＳＤ两两比较发现，工作年限≤１年组与工作年限２～５年组
心理资本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工作年限６～８年组
得分均显著高于≤１年组与２～５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护士长组得分与护理部主任（含副主任）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护士组得分均低于护士长及护理部主任（含副主任）组得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临床护理硕士心理资本总分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ｉ＝６０）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ｔ值 Ｐ值

常数项 ４９．６２８  ２１．６４４ ０．０００
是否倒班 ６．３６４ ０．２２８ ４．０３１ ０．０００
用工性质 ２．９５２ ０．４０４ ８．３３８ ０．０００
职务 ２．７８５ ０．１５２ ３．９５３ ０．０００
是否承担或参与课题 ２．１０５ ０．１３３ ２．８６０ ０．０００

３２３　职务　本研究表明护士长及护理部主任（含副
主任）心理资本得分要显著高于护士得分，这与杨海燕

等［５］发现护士长得分要高于护士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随着护理管理岗位选拔竞聘机制在大多数医疗单位中

的运用，护理管理者自身综合素质较高，沟通能力强，

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自我价值得到实现；同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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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较高的认可度，生活规律，生物钟运行正常，心理

资本得分较高，表现出较高的心理资本水平。

３２３　课题研究　本研究分析表明近期承担或参与
课题研究的护士其心理资本水平要低于无课题参与的

护士，这与课题研究分散工作精力，增加工作压力等具

有相关性。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护理科研缺乏基金支

持，课题中标率相对较低，激励机制少，护士日常工作

忙，科研时间、地点、材料等方面缺少相应的支持［１１］，

多数承担科研的护士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完成，

医院应加大对兼顾科研人员在科研资金、时间、地点等

方面的支持，并应采取一些科研激励措施，如增加院级

科研奖的种类和数量，提供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等，来

调动护士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促进和维护护理工作的

高质量。

医院管理者应关注护理硕士的心理资本水平，注

重对其的开发，以促使护理硕士在临床工作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和自身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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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栓塞介入治疗中，栓塞材料的选择应根据肾内出血

血管的直径及出血灶的情况而决定。明胶海绵属于无

毒、无抗原性的蛋白胶类物质，它是目前超选择性肾动

脉栓塞介入治疗中较理想的栓塞剂。其作用机理是能

在栓塞处可起到网架作用，被红细胞填塞而引起血小

板凝集和纤维蛋白原沉积。孔耀中等［７］认为肾活检后

出血血管造影及动脉栓塞治疗的时机及指证：①经输
血、止血保守治疗６ｈ，但 ＨＢ降低 ＞２０ｇ／Ｌ，伴有血压
降低等休克症状；②经输血、止血保守治疗１～３ｄ仍
有肉眼血尿和血凝块者；③止血药减量、停药后出血反
复发作，怀疑有肾血管器质损伤的病例。手术过程中

应避免误栓和过度栓塞，其都会使肾组织受损面积增

大。

肾穿刺术导致肾动静脉瘘形成，是因为穿刺损伤

肾小动脉和小静脉，动脉血直接流入静脉内。在介入

造影下显示为一根供血动脉直接或通过一个动脉瘤样

扩张注入一根或多根静脉，出现肾动脉期肾静脉早期

显像的征象。尽管部分动静脉瘘可自行消失，但如果

患者术后出现持续性血尿、难以控制的高血压、高输出

量性心功能衰竭时，需干预治疗［８］。有研究报道经输

尿管导管逆行肾盂灌注凝血酶治疗肾穿刺术后大出

血，动物实验已证实灌注凝血酶治疗肾穿刺术后大出

血的疗效及安全性，但临床阶段尚需进一步证实［９］。

若上述方法治疗仍未见明显好转，应及早进行开放性

外科手术治疗。据报道在医源性肾损伤出血保守治疗

失败后，手术探查、止血的成功率常不高，且会加重术

前已有的不同程度的肾损害，对血管畸形破裂出血者

往往需行全肾或半肾切除［１０］。随着放射介入栓塞技

术的日益成熟，开放手术的必要性及优势逐渐减少。

但出现下列情况应及时选择开放性手术，挽救患者的

生命：①治疗后，出血仍然不能得到控制。②经过放射
介入栓塞术，发现损伤的血管为肾脏一级大血管。③
出现巨大肾周血肿或合并其他重要脏器损伤。

综上所述，术前高血压史，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是

可能肾活检术后大出血的高危因素。术后出血仍居于

穿刺术后并发症的首位。肾动脉介入栓塞术是治疗肾

穿刺术后大出血的最佳诊治手段［１１］，能迅速止血，达

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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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老年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早期鼻饲的临床护理观察
吕银红，宋效玲，鲍文娅，宋桂芝

摘要：目的　探讨对老年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进行早期留置胃管鼻饲流质饮食配合精心护理的治疗效果，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方法　选择住院老年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５２例，随机分为观察组２７例和对照组２５例，２组患者
均给予常规的药物及静脉营养支持，在此基础上对照组采用经口进食，７～１０ｄ后再进行鼻饲；观察组入院后即遵
医嘱给予留置胃管鼻饲饮食，观察２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患者营养状态等相关情况。结果　２组
患者入院时白蛋白、血红蛋白含量比较无显著差异，住院１４ｄ进行比较，观察组上述指标均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便秘、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总发生率为１１．１１％，显著低于
对照组的４８．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住院时间缩短（Ｐ＜０．０５）。结论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
者实施早期鼻饲饮食能够改善患者营养状态、缩短住院日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脑卒中；老年人；吞咽障碍；鼻饲；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７４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７２０２

　　脑卒中是由于脑局部血液循环障碍所导致的神经
功能缺损综合症，其发病率、病死率和患病率与年龄成

正相关［１］，因此老年人较多见。吞咽障碍是脑卒中常

见合并症，超过５０％的脑卒中患者发病后伴随有不同
程度的吞咽障碍，患者常因禁食或进食方法不当［２］，而

容易导致机体营养不良及便秘、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

等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

目前对存在吞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尚缺乏有效的治疗

措施，鼻饲营养支持作为一种替代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选取老年脑卒中吞咽障碍的患者５７例，部分给
予早期留置胃管进行鼻饲饮食，观察其临床效果，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８月住院
的老年脑卒中伴有吞咽障碍的患者５２例，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２７例，男性２２例，女性５例，年
龄６２～８５岁，平均（７１．８３±５．６２）岁，其中脑出血１０
例，脑梗死 １７例。对照组 ２５例，男性 １８例，女性 ７
例，年龄６３～８２岁，平均（７０．８２±４．５７）岁，其中脑出
血１１例，脑梗死 １４例。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均符合
１９９５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经
头颅ＣＴ或ＭＲＩ检查确诊者，其中脑出血患者适合内
科治疗，经洼田饮水试验［３］，吞咽功能评估≥３级，均
排除合并有严重心、肝、肾等疾病及意识障碍。２组患
者在性别、年龄、病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遵医嘱给予常规药物、静
脉营养及保持呼吸道通畅等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

治疗的基础上由责任护士于入院当天遵医嘱给予留置

胃管，胃管选择由扬州市新星硅胶厂生产的一次性

Ｆ１６硅胶胃管。第一天给予小米汁１００～１５０ｍｌ，每６
ｈ一次，观察患者如无不适症状，于第２天鼻饲自制清
淡营养餐：用胡萝卜、各种蔬菜、鸡蛋黄等榨汁后，加入

小米面或豆面制成粥进行鼻饲；第３天开始增加汤类
营养餐：鱼汤、瘦肉汤等去除表面油渍，鼻饲时间：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矿工总医院老年内科
通讯作者：吕银红，Ｅｍａｉｌ：１５９５６１２９２１６＠１６３．ｃｏｍ

７：００～１１：００～１６：００～２０：００与正常进食时间相仿，
鼻饲量增至每次２００～２５０ｍｌ。２次鼻饲之间增加一
次果汁或牛奶，鼻饲前后各注入温开水２０ｍｌ。鼻饲内
容根据患者病情、体重和营养状态按 ２５～３５ｋＣａｌ／
（ｋｇ·ｄ）标准进行配方［４］，其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各占１５％、２５％和６０％。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
上采用经口进食，７～１０ｄ后再进行鼻饲。
１３　护理措施
１３１　心理护理　老年人大脑皮层萎缩，反应迟钝，
脑卒中后又出现吞咽困难导致进食模式的改变，易产

生悲观情绪，患者及家属往往对插胃管产生恐惧感，拒

绝插胃管影响疾病的恢复，需耐心与患者及家属交流

沟通，讲解鼻饲饮食的重要性，并让患者及家属共同参

与治疗与护理，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１３２　鼻饲卧位的选择　鼻饲时根据患者的情况将
床头抬高３０°～９０°，使患者处于半卧位或坐位，注入食
物后尽量使患者保持该体位３０～６０ｍｉｎ，既可以减少
食物反流，又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１３３　鼻饲管及营养餐的管理　鼻饲管给予妥善固
定防止脱管，每次鼻饲前后均注入２０ｍｌ温开水，一方
面确定胃管的位置，另一方面达到冲洗管道的作用。

注入食物速度宜慢，每次１５～２０ｍｉｎ，注入完毕及时将
胃管关闭，末端用清洁纱布包裹。营养餐新鲜配制放

入４℃冰箱保存２４ｈ，每次鼻饲时倒出需要量加热至
３９～４０℃，保证营养餐的卫生。
１３４　口腔护理及吞咽功能锻炼　患者不从口腔进
食，致使口腔黏膜干燥，给予口腔护理每日２次，根据
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溶液，防止口腔内细菌生长，并发

感染。每次鼻饲前进行吞咽训练，采用咽部冷刺激和

空咽运动［５］，用冰冻棉棒轻刺激咽后壁、软腭及舌根，

寒冷刺激可提高吞咽反射敏感性，指导患者做空咽动

作，以达到在鼻饲饮食的同时也加强了吞咽功能锻炼，

从而使患者能够早日拔管。

１３５　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　①鼻饲过程中严密观
察患者有无呛咳、食物反流现象，监测体温情况，观察

组患者有１例体温大于３８．５℃，胸片示肺部感染，遵
医嘱及时给予抗感染治疗及加强呼吸道管理，病情得

到有效控制。②每日记录患者大便的次数并注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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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液和大便的颜色，以观察有无便秘及消化道出血倾

向，观察组患者无消化道出血发生，有２例３ｄ未排大
便，及时给予腹部顺时针按摩，营养餐内加入香蕉泥、

蜂蜜等通便食物后，患者于第４天顺利排便。
１４　评价指标与标准　①在患者入院的第１天和第
１４天分别进行血生化、血常规、胸片等常规检查。②
便秘以≥３ｄ排便一次，粪便干硬伴排便困难为标准。
③肺部感染及消化道出血根据相关检查及临床症状进
行判定。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数据用（ｘ±ｓ）、百分率表示，进行 ｔ和 χ２检
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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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１。２组并
发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６１，Ｐ＜０．０１）。
表１　２组老年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并发症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便秘 消化道出血 肺部感染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２７ ２（７．４１） ０（０．００） １（３．７０） ３（１１．１１）
对照组 ２５ ７（２８．００） ２（８．００） ３（１２．００） １２（４４．００）

２２　２组患者营养疗效及住院天数比较　２组患者入
院时白蛋白、血红蛋白含量比较无显著差异，住院１４ｄ
进行比较，观察组上述指标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住院时间缩短（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老年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营养疗效、住院天数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入院第１天

白蛋白（ｇ／Ｌ） 血红蛋白（ｇ／Ｌ）
入院第１４天

白蛋白（ｇ／Ｌ） 血红蛋白（ｇ／Ｌ）
住院天数

观察组 ２７ ３６．１±５．８ １０９．２±２１．２ ３８．６±３．７ １２４．１±２２．３ ２４．８±３．６
对照组 ２５ ３６．７±４．８ １１２．３±２１．１ ３５．８±３．２ １２０．２±２１．０ ２８．４±４．７
ｔ值 ０．８０ １．２０ ２．１５ ４．９４ ２．０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脑卒中产生的损伤因素会危害患者咽喉部分，使
患者产生吞咽困难［６］，从而导致食物无法经由正常的

消化途径进行摄取与吸收，脑卒中后患者由于机体处

于高分解状态，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尤其在吞咽困难

和老年脑卒中患者中更多见［７］，同时易合并肺部感染、

应激性溃疡等并发症。低水平的血清白蛋白 ＜３５ｇ／Ｌ
可明显延长住院时间，康复延迟，增加感染率［４］。老年

人由于机体消化功能减退，大部分牙齿脱落，入院时血

清白蛋白就处于低于正常水平。有研究表明营养不良

是影响脑卒中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进行留置胃

管进行肠内营养饮食可以促进肠蠕动，改善肝功能，使

蛋白质自身合成增加。由表２可见患者住院１４ｄ观察
组与对照组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比较（Ｐ＜０．０５）具
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早期鼻饲可以改善脑卒中吞咽障

碍患者的营养状况有利于疾病的恢复。脑卒中早期机

体处于高应激状态，易在发病７ｄ内并发消化道出血，
而小米汁呈碱性，能中和胃酸，提高胃液ｐＨ值；米汁黏
稠度较高，能在黏膜表面形成一种保护膜，保护胃黏膜

及微小溃疡面，早期给予鼻饲小米汁可预防消化道出

血的发生，由表１可见对照组有２例发生消化道出血，
而观察组患者未发生。

老年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易并发肺部感染其原因

主要有：①老年脑卒中患者多合并有慢性支气管炎，卒
中后卧床时间长，支气管分泌物随重力流向肺底，极易

遭受病原体侵袭，诱发肺部感染［８］。②吞咽功能障碍
造成进食呛咳，引起误吸。③脑卒中患者由于咳嗽及
吞咽反射迟钝或消失，鼻咽部细菌随分泌物被吸入肺

内，引起感染。早期鼻饲避免了呛咳、误吸的发生，同

时有研究证实［９］，鼻饲时采取床头抬高３０°～９０°，鼻饲
后保持此体位３０～６０ｍｉｎ，可减少食物反流，减少吸入
性肺炎的发生率。另有文献报道［１０］脑卒中吞咽障碍

者早期置鼻饲管能够保证营养的摄入，提高机体抵抗

力，从而预防肺部感染的发生，本研究与其结果一致。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早期鼻饲能够摄入足够的营

养，为进行功能锻炼提供了体力保障，同时在每次鼻饲

前配合吞咽功能训练，防止因留置胃管而导致神经功

能康复延迟，以便尽早拔管恢复经口进食。由于脑卒

中患者卧床时间长，吞咽障碍，饮水进食少，加之应用

脱水剂，易发生便秘，而便秘又可诱发脑出血再次复发

加重病情，早期鼻饲能够保证患者水分及粗纤维素食

物的摄入，配合腹部顺时针按摩（即升结肠横结肠降
结肠乙状结肠），每天２～３次，每次１０～２０回［１１］，有

效减少了便秘的发生，由表１见观察组患者便秘发生
率为７．４１％，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８．００％。

综上所述，对老年脑卒中伴吞咽障碍的患者进行

早期鼻饲并给予相应的护理干预，既可以保证患者足

够的营养，又能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利于患者

早日康复，缩短了住院时间，从而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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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综合护理干预对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致
口腔黏膜反应的效果观察

沈永菊，李淑华，段诗苗，郭文雯，王艳，闻素玲，江浩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致口腔黏膜反应的效果。方法　将１０８例头颈部肿瘤患
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５４例。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于放疗
第２、４、６周时对口腔黏膜反应进行评估。结果　干预组在第４、６周及放疗结束时口腔黏膜反应同级发生率比对
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患者顺利完成放疗，而对照组因口腔黏膜反应过重，中断治疗者３例，
影响了放疗疗效。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能有效减轻头颈部肿瘤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程度和延缓口腔黏膜反
应的出现时间，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护理干预；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口腔黏膜反应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７３　Ｒ７３９．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７４０３

　　放射治疗是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之
一。由于头颈部重要器官众多，在放疗过程中不良反

应情况复杂，而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是头颈部肿瘤患

者最难以忍受的急性反应。口腔疼痛不适，黏膜糜烂、

溃疡，甚至合并感染，患者进食困难，大大降低生活质

量，严重者需暂停或终止放疗，影响放疗疗效。但目前

尚无特殊疗法，只能重在预防。我科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对收治的１０８例头颈部肿瘤患者进行随
机分组观察，其中对５４例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有
效降低和延缓口腔黏膜反应的发生率，取得了良好效

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
科收治的１０８例经病理确诊并行放射治疗的头颈部恶
性肿瘤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其中男性６５
例，女性４３例；年龄１６～８１岁，平均年龄５７．４岁。其
中鼻咽癌６５例，鼻腔和鼻窦恶性肿瘤 １７例，喉癌 ８
例，舌癌和口底癌７例，扁桃体癌８例，牙龈癌３例。２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放疗方案等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头颈部肿瘤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临床分期

Ⅰ Ⅱ Ⅲ Ⅳ
干预组 ５４ ３４ ２０ ５７．０±１４．５ ７ ２２ １９ ６
对照组 ５４ ３１ ２３ ５７．８±１３．６ ６ ２６ １８ ４
ｔ／χ２值 χ２＝０．４９ ｔ＝０．１６ χ２＝０．８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和指导，包括介
绍放疗常规知识、如何配合放疗、对症处理各种不良反

应及并发症的预防等。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同时进行全程的综合护理干预。

１２１　综合护理干预
１２１１　放疗前干预　①做好相关的健康指导，介绍
住院环境，向患者和家属耐心讲解该病的相关放疗知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通讯作者：江浩，Ｅｍａｉｌ：ｂｂｓｈｅｎｙｘ＠ｓｉｎａ．ｃｏｍ

识及治疗效果，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处理方

法及注意事项，特别强调预防作用。②进行口腔检查，
认真评估口腔健康，对现有口腔疾病提前处理，如清除

牙结石，填补龋齿等。拟定口腔护理计划，保持患者口

腔清洁，每次进食后和睡前均用含氟牙膏、软牙刷轻

柔、正确刷牙。③心理干预，提高患者心理应激能力。
根据不同患者对疾病认识的水平和其心理状态，采取

不同的心理护理；并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情，不同的部位

和可能出现的放疗不良反应，详细向其说明放疗的有

效性和重要性及注意事项。主动耐心地和患者交流、

沟通，取得患者信任，关心安慰患者，消除其焦虑情绪

和恐惧心理。必要时请同病种治疗成功的患者现身说

法，提高其自我护理意识，消除不良心理，稳定情绪，以

乐观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和护理。

１２１２　放疗中干预　①饮食指导。掌握患者的营
养状况和饮食需求，宜进食高蛋白、高维生素及含碳水

化合物丰富的食物，食物宜柔软、细碎、煮烂为好，少吃

多餐，避免辛辣、刺激、过硬等易损伤黏膜的食物。饭

后漱口，禁烟酒。当口腔黏膜反应严重时，适当静脉补

充营养，以提高机体抵抗力。放疗３周后唾液腺分泌
功能部分破坏，淀粉酶降低，需指导患者进易消化的食

物，必要时补充一些酸性食物，当唾液腺功能进一步被

破坏，需要患者多进食含维生素 Ｂ２及维生素 Ｃ丰富
的食物，必要时补充淀粉酶。②口腔黏膜的护理。每
日检测患者口腔的ｐＨ值，观察口腔黏膜状态，评估黏
膜反应等级，有针对性地进行护理和指导。坚持每日

漱口３～４次，每次２０～３０ｍｌ，每次时间≥３ｍｉｎ，含漱
时双唇紧闭，鼓腮和吮吸交替进行，以保证漱口液与每

个角落充分接触。漱口液的选择可根据 ｐＨ值检测结
果，以使口腔内ｐＨ值维持在在６．５～７．５之间，充分发
挥口腔的防御作用。ｐＨ６．５～７．５用１／５０００呋喃西
林液，ｐＨ＜６．５用２％碳酸氢钠液或 ３％的过氧化氢
液，ｐＨ＞７．５用２％硼酸液。漱口和口腔护理后创面
喷中成药喷剂如金黄散、桂林西瓜霜或溃疡散等，必要

时予雾化吸入，生理盐水 ＋庆大霉素注射液 ＋糜蛋白
酶＋地塞米松雾化吸入，每天２次，消炎镇痛。炎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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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时需作细菌培养，以选择合适抗生素。鼓励多饮水，

不少于２０００ｍｌ／ｄ，也可用清热解毒作用的中草药代茶
饮，保持口腔湿润，减轻黏膜反应。③其他：指导患者
经常做张口叩齿运动，使口腔黏膜皱襞处充分进行气

体交换，破坏厌氧菌生存环境，防止引起口腔的继发感

染；积极进行张口训练，以防止张口困难及颈部活动受

限等并发症的发生；鼓励患者多参与娱乐活动，分散注

意力，减轻不良反应；鼓励亲朋好友多探望，充分提供

社会支持。

１２１３　放疗后干预　①放射线损伤唾液腺，其功能
短期内不能恢复，致口腔酸度增加，利用细菌生长，且

射线可导致放射性龋齿。因此，出院后应长期保持口

腔卫生，坚持使用含氟牙膏，用软毛牙刷刷牙。放疗后

３～４年内禁止拔牙，防止出现放射性颌骨骨髓炎。②
继续加强营养，选择易消化、营养丰富、无刺激性的食

品，多饮水，多吃新鲜蔬菜及水果，增加抗病能力。根

据个人的身体条件及爱好选择一些适合的运动或娱乐

如散步、慢跑、太极拳、下棋等，提高机体免疫力和身体

素质。③重点突出出院后家庭护理的重要性。积极的
家庭护理能够解决患者出院后遇到的口腔护理、功能

锻炼、心理护理等问题。通过对患者家属进行培训和

健康教育，并提供系统的指导资料，使患者在出院后仍

能得到生活上的护理、社会支持。

１３　评价标准　由２名责任护士每周对患者口腔黏
膜变化反应进行常规检查评估，并做好记录。根据肿

瘤放射治疗学组（ＲＴＯＧ）制定的急性放射损伤分级标
准［１］，将口腔黏膜损伤分为５级。０级：无变化；Ⅰ级：
有充血表现，可有轻度疼痛，无需镇痛药；Ⅱ级：片状黏
膜炎或有炎性分泌物，或有中度疼痛需镇痛药；Ⅲ级：
融合的纤维性剥脱炎，可伴有重度疼痛，需麻醉药；Ⅳ
级：有溃疡出血、坏死。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包进
行数据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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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黏膜反应分级以放射治疗中最重时为准，随
着疗程变长，２组患者口腔黏膜反应的症状均加重，第
２周时２组患者口腔黏膜反应程度发生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第４周时干预组以Ⅱ级最多，无
Ⅳ级，而对照组以Ⅲ级最多，Ⅳ级者有５例，且因反应
过重，３例无法耐受而中断放疗，中断放疗时间为３～７
ｄ。第６周时干预组以０～Ⅰ级最多，无Ⅳ级，而对照
组以Ⅱ级最多，Ⅳ级者１例。２组患者在第４、６周时
黏膜反应程度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头颈部肿瘤放疗不同时间段口腔黏膜反应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第２周

０～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第４周

０～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第６周

０～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干预组 ５４ ５３ １ ０ ０ ０ ４１ １３ ０ ３３ １８ ３ ０
对照组 ５４ ４９ ５ ０ ０ ０ ２２ ２７ ５ ９ ３６ ８ １
χ２值 １．５９ １１．８０ ２２．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　论
　　口腔黏膜反应是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中最常见的
急性不良反应［２３］，当口腔黏膜上皮细胞接受２０～３０
Ｇｙ的剂量照射后，细胞增殖减慢，再生修复能力下降，
退变、脱落显著，小血管内皮细胞损伤闭塞，黏膜完整

性受到破坏，微生物进入导致黏膜炎症，加上唾液腺不

可避免的受到照射，浆细胞凋亡，引起唾液分泌量明显

减少，口腔自洁作用降低，进而导致口腔黏膜炎性改

变，出现黏膜充血水肿、炎性渗出。放射线还会使放射

野内的微血管受损，管腔变窄或堵塞，局部供血不良，

严重者甚至出现口腔黏膜溃疡出血。急性放射性口腔

黏膜反应无特殊疗法，只能重在预防，因此做好患者的

思想工作，取得患者和家属的支持，同时正确评估观察

黏膜反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使损伤的黏膜组

织尽快愈合，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干预组患者在

放射治疗的自始至终都接受了综合护理干预，特别是

心理的疏导、每日口腔黏膜反应程度的观察和评估及

漱口液的选择，无不体现出护理的无微不至，在第４、６
周时，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程度上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中、重度口腔黏膜反应的出现时间延迟于对照组，说明

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对减轻头颈部肿瘤放疗致口腔黏膜

反应有显著效果，与相关报道［４７］一致。放射治疗至第

６周时，干预组Ⅱ、Ⅲ度黏膜反应均下降，而对照组Ⅱ
度黏膜反应增加，Ⅲ度黏膜反应减少，说明综合护理干
预促进了损伤的黏膜组织的愈合，而黏膜的自身再生

修复机制的加强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改变，以健康为中心的护理

理念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综合护理干预是全方

位、多阶段、多角度的护理［８９］，近年来得到广大医护工

作者的关注，这些护理方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的

精神压力，帮助患者对自身的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对

放疗所致的不良反应有更充分的准备，提高了患者的

心理应激能力和治疗的依从性［１０１１］，减轻了放疗所致

的不良反应，确保了治疗的顺利进行。

总之，对头颈部肿瘤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能有

效减轻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程度和延缓口腔黏膜反应

的出现时间，有效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顺利

完成了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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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在脑卒中患者预防足下垂
中的效果观察
陶如华，陈玲玲，关畅

摘要：目的　介绍“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的制作方法，探讨脑卒中偏瘫患者使用“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在预防足
下垂方面的临床效果，以及降低脑卒中患者足下垂发生的方法。方法　随机选取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
科２０１２年６—１１月收治的脑卒中偏瘫患者２０例为对照组，平均年龄（５２．００±４．３４）岁，肌力≤２级，对照组使用足
底垫软枕配合肢体康复训练；选取该院神经内科２０１３年５—９月收治的脑卒中偏瘫患者２０例为试验组，平均年龄
（５４．００±３．２２）岁，肌力≤２级，试验组入院第１天即佩戴该款“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配合肢体康复训练。２周后比
较２组患者足下垂发生情况。结果　试验组２０例患者，２周后有４例出现伸肌痉挛，３例出现踝关节足趾屈，５例无
背屈功能，有２例出现背屈功能减弱；对照组２０例患者，２周后有１４例出现伸肌痉挛，１２例出现踝关节足趾屈，１７
例无背屈功能，有１６例出现背屈功能减弱；对照组出现伸肌痉挛、踝关节足趾屈、无背屈功能及背屈功能减弱明显
高于试验组（Ｐ＜０．０５）。结论　脑卒中患者采用该款“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配合肢体康复训练可降低足下垂的发
生率。该护具具有保护患肢的功能位的功能，可有效地预防足下垂的发生并促进患肢康复。

关键词：脑卒中；“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足下垂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７４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７６０２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６０岁以上
的老年人已超过１．５３亿，为了促进健康老龄化目标的
实现，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１］。然而，老年人脑梗死的发病率不断递增，同时脑

卒中致残和复发的病例越来越多［２］。６８％的急性脑卒
中患者伴有下肢瘫痪的症状，而足下垂发生率高达

５４％［３］。介于此，若不给予脑卒中患者相应的预防措

施，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行走步态及行走的稳定性，严重

者须进行手术矫正［４］。然而，对于足下垂的治疗，不仅

医疗费用高昂，住院时间及康复时间较长，治疗效果也

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性。所以，如果能使脑卒中患者

在初期得到有效的预防，避免足下垂的发生，不但可以

大大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治疗费用，还可以减少

社会及患者家庭的负担，并且对患者今后生活自理能

力的恢复将产生巨大的影响［５］。我院神经内科自主设

计了一款“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在脑卒中患者在肢

体康复训练的同时配合使用，可以有效保持踝关节功

能位（背曲９０度中立位），在预防足下垂的发生、减少
并发症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本研究旨在

观察该护具在预防足下垂方面的临床效果，探讨降低

脑卒中患者足下垂发生的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６—１１月入住本科室的
２０例脑卒中偏瘫患者为对照组，平均年龄（５２．００±
４．３４）岁，肌力≤２级，对照组用足底垫软枕配合康复
训练；２０１３年５—９月入住本院神经内科的２０例脑卒
中偏瘫患者为试验组，平均年龄（５４．００±３．２２）岁，肌
力≤２级，试验组入院第１天即佩戴该款自制的防足
下垂护具配合康复训练。２组患者年龄、性别、病情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陶如华，Ｅｍａｉｌ：ｂｂｔｚｗｃｙ＠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护具制作方法　①材料：棉布，编织带，环扣，
魔术贴；②制作：将编织带穿上环扣，使其可依据需要
调节长短，用编织带连接足部带和腿部带，整体呈

“工”字型。足部带和腿部带两端分别缝制魔术贴公

面与母面，使其可粘合。如图１所示。

图１　“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
１２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和试验组均进行常规对症
治疗。对照组采用足底垫软枕，配合肢体的主动和被

动运动等康复训练的方法，康复训练要将肢体置于功

能位，即使患足保持背屈、外翻位，脚掌置于床面，护士

扶持患者侧膝关节，保持髋内收，完成髋关节屈曲运动

和膝关节的伸展运动，并配合小腿三头肌按摩［６］，力度

轻柔，整套动作每天２次，每次４～６遍。试验组在上
述康复训练的基础上配合使用“工”字型防足下垂护

具。将此护具足部带置于前脚掌处，腿部带置于小腿

肌肉最饱满处上方，调节至合适松紧度后粘合魔术贴

固定，调节连接带长度将足部置于背曲９０度功能位。
“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使用方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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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评价指标　观察比较对照组和试验组的患者
住院２周后足下垂的发生情况。这里主要观察患者踝
关节是否出现足趾屈，能否完成背屈动作或是否出现

背屈功能的减弱，下肢有无伸肌痉挛现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２组有效率比较采用校正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伸肌痉挛、踝关节足趾屈、不能背屈或者
背屈功能减弱情况发生率的比较见表１。
表１　２组脑卒中偏瘫患者足下垂发生率的比较（ｎｉ＝２０）

组别
伸肌痉挛

（有／无）
踝关节足趾屈

（有／无）
背屈功能

（有／无）
背屈功能减弱

（有／无）
实验组 ４／１６ ３／１７ １５／５ ２／１８
对照组 １４／６ １２／８ ３／１７ １６／４
χ２值 ８．１８ ６．８２ １２．２２ １７．０７
Ｐ值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的特点　脑卒中是影响
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其特点主要为病死率高，存

活患者的致残率高且易于复发。脑卒中患者中最为常

见的功能障碍为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即患肢和健肢的

运动不对称，表现为典型的异常步行模式，这严重影响

到患者的步行及生活自理能力［７］。在预防足下垂的护

理中，尽最大努力协助患者恢复下肢功能活动并让患

者感受到舒适与便捷，是脑卒中患者护理工作的重要

部分。早期合理、科学的康复训练有助于减少脑卒中

患者后遗症，这一措施已获得了临床实践证明［８９］，目

前临床预防足下垂的方法很多，但不能解决其根本问

题［１０１１］。传统方法是采用脚掌下垫枕或用足托板保持

功能位，近年来出现了防足下垂功能鞋、防足下垂定位

器和防足下垂牵引装置，现已有很多国内外研究证实

足部或踝部持续佩戴动踝防旋防足下垂短腿支具的矫

形器可以有效预防足下垂，甚至提出最快、最直接控制

足下垂的方法为踝足矫形器，然而踝足矫形器需要固

定踝关节，产生了限制踝关节活动等缺点，并且矫形器

质地坚硬，使用麻烦，其适用场合非常有限。本院神经

内科设计的改良版“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获得了由

安徽省护理学会举办的２０１３年护理创新大赛三等奖，
并于２０１３年４月运用于临床。该产品制作方法简单

易学，可以手工缝制。取材容易且成本低，所采用材料

皆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另外，该产品使用棉

布制作，质地柔软，患者使用舒适且无捆绑感，不会磨

损皮肤，亦不会阻碍血液循环。牵引带的调节亦十分

便捷，可持续保持适当的牵引力，并且适用于各种体

位，患者翻身、睡眠及半坐位时均不影响使用，同时也

便于观察趾端血运。患者使用方便，也适用于任何场

合。

３２　“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的临床效果　本研究显
示“工”字型防足下垂护具在预防患肢出现伸肌痉挛、

踝关节足趾屈、不能背屈或者背屈功能减弱等足下垂

典型症状中具有显著效果，试验组足下垂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因此，该护具可有效的预防足
下垂的发生，减少并发症，早期佩戴“工”字型防足下

垂护具能有效预防长期卧床伴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

足下垂的发生，临床应用效果较好，值得在临床使用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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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奥曲肽与垂体后叶素联合治疗肝硬化失代偿期
第一次上消化道出血的临床观察

刘伟，李珊珊，周磊，张旭

摘要：目的　评价奥曲肽与垂体后叶素联合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第一次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疗效果的临床
观察。方法　将７５例患者按住院顺序分为２组，所有患者给予相同的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３８例）先用奥
曲肽０．１ｍｇ静脉推注（５ｍｉｎ），随后以０．６ｍｇ溶于４８ｍｌ生理盐水中，２ｍｌ／ｈ持续泵入，联合垂体后叶素，以０．２
Ｕ／ｍｉｎ持续静滴；对照组（３７例）仅使用奥曲肽，剂量和方法同治疗组。呕血停止者，每４ｈ经患者胃管抽取胃内
容物一次，出血停止定义为从胃管抽取出的内容物的颜色转为清亮，记录从开始用药到停止出血所用的时间。结

果　治疗后平均止血时间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为（４１．４±３．３）ｈ、（５１．８±２．６）ｈ，治疗组明显短于对照组（ｔ＝
３．１６，Ｐ＝０．０３４）；总有效率治疗组为９２％，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３％（χ２＝４．７８９，Ｐ＝０．０２９）。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联合应用奥曲肽和垂体后叶素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第一次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疗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关键词：上消化道出血；肝硬化失代偿期；生长抑素；垂体后叶素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３．２　Ｒ５７５．２　Ｒ９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７８０２

　　上消化道出血为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最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第一次发生上消化道

出血是这类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病死率高达

５０％［１］，虽然胃镜下局部使用注射硬化剂、套扎曲张静

脉、注射组织黏合剂等治疗方法对上消化道出血的急

诊治疗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对技术的要求相对较

高和患者本人及家属对胃镜下的治疗的顾虑使得内镜

下治疗难以对患者普遍开展，故药物治疗仍是上述部

分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 ［２］。我科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使用奥曲肽与垂体后叶素联合治疗肝
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第一次发生上消化道出血患者３８
例，具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选取
在我科住院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且符合：①从没有
用过一级预防措施，并且为第一次上消化道出血；②对
药物均无过敏史；③没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病史。选择
病例７５例，并且按就诊时间的先后顺序分为２组。治
疗组病例３８例，其中男性为２３例，女性为１５例，年龄
为３６～８２岁，平均年龄为（４７．５±１０．５）岁，病因分别
为：肝炎后肝硬化为２３例，酒精性肝硬化为１３例，不
明原因肝硬化为２例；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Ｂ级为３３例，Ｃ
级为５例。对照组病例３７例，男性为２０例，女性为１７
例，年龄为３８～８１岁，平均年龄为（４６．７±１１．３）岁，病
因分别为：肝炎后肝硬化为２１例，酒精性肝硬化为９
例，不明原因肝硬化为 ７例：其中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Ｂ
级为３０例，Ｃ级为７例。２组患者的病情轻重、出血严
重性、性别及年龄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胃镜检查的情况　所有的病例中行胃镜检查的
病例为３２例。２０例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 （治疗组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
通讯作者：刘伟，Ｅｍａｉｌ：１８１６３５０９５＠ｑｑ．ｃｏｍ

１１例，对照组为９例），８例门脉高压性胃病（治疗组
和对照组各４例），４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且合并
门脉高压胃病（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２例）。
１３　治疗方法　２组综合治疗方法基本相同。口服
及静脉运用止血药物、保肝降酶、抑酸、支持治疗，同时

根据失血情况补充血容量，血浆、红细胞悬液及人血白

蛋白必要时输注，抗生素等必要时运用。治疗组先用

奥曲肽０．１ｍｇ静脉推注（５ｍｉｎ），随后以０．６ｍｇ溶于
４８ｍｌ生理盐水中，２ｍｌ／ｈ持续泵入，联合垂体后叶素
以０．２Ｕ／ｍｉｎ持续静脉滴注。对照组在综合治疗（综
合治疗与治疗组病例完全相同）的基础上仅使用奥曲

肽，用量用法和治疗组完全相同，奥曲肽使用时间最长

为５ｄ。
１４　观察方法　持续运用心电监护仪记录呼吸频率、
血氧饱和度、心脏电活动、脉搏、血压等；密切观察病情

变化，详细记录大便性状和２４ｈ出入量；呕血停止者，
每４ｈ经胃管抽取胃内容物一次，出血停止定义为胃
内容物颜色转为清亮，记录从开始用药到出血停止总

共所用的时间。

１５　疗效评价标准　共分为３级，显效：用药４８ｈ后
经胃管抽吸液量较前明显减少，颜色变淡明显，便血消

失，大便转黄，生命体征恢复正常且持续平稳；有效：用

药４８～７２ｈ经胃管抽吸液转为清亮，生命体征平稳；
无效：用药７２ｈ胃管抽吸液仍为血性，生命体征不平
稳，必须改用其他治疗措施。（显效 ＋有效）／总例
数×１００％［３］＝总有效率。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
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止血时间比较　患者经治疗后治疗组止血
时间为（４１．４±３．３）ｈ，明显短于对照组的（５１．８±
２．６）ｈ，经检验，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１６，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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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４）。
２２　２组止血疗效比较　治疗后的２组患者，按疗效
判定标准，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止血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３７ １８（４９） ９（２４） １０（２７） ２７（７３）
治疗组 ３８ ２４（６３） １１（２９） ３（８） ３５（９２）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的不良反应　用药后２组患者各出现恶心
症状３例，肌肉注射胃复安后均症状消失。治疗组出
现腹痛５例，给予硝酸甘油０．５ｍｇ加入垂体后叶素液
体中静滴后腹痛症状消失；便意频者３例，未给予特殊
处理，后自行缓解。

３　讨　论
　　奥曲肽与垂体后叶素的联合应用，是肝硬化食管
胃静脉曲张第一次出血的首选治疗措施［４］，奥曲肽为

人工合成的八肽生长抑素类似物［５７］，其半衰期长，作

用持续时间长，给药方式静脉注射和皮下注射均可。

静脉注射是通过收缩内脏血管，选择性减少内脏血流

量，减低门静脉压力及减少门静脉侧支循环血流量的

作用［８］，对患者全身血流动力学无明显影响［９］；垂体

后叶素对平滑肌有强烈的收缩作用，通过收缩平滑肌

而使全身及内脏血管收缩，减低门脉血流量，减低曲张

静脉压力，从而达到了止血的目的。奥曲肽和垂体后

叶素均已广泛用于消化道出血的临床治疗，但是因为

肝硬化失代偿期致消化道出血的机制较为复杂，病情

较为危重，故临床医生会尽可能动用各种可能有效的

治疗措施以挽救患者的生命。本次研究采用奥曲肽和

垂体后叶素联合应用治疗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第一次

上消化道出血的。其止血平均时间明显缩短。止血总

有效率明显提高达 ９２％，明显优于单独使用奥曲肽
者，治疗的效果可能是因为两者联合应用后通过不同

的作用机制减低门静脉压力，收缩全身内脏血管，达到

快速止血的目的。该方案安全，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必须指出的是奥曲肽在首次给予负荷剂量

后，必须持续静脉泵入方能取得较好的疗效。维持胃

内的ｐＨ值大于６是上消化道出血止血较为关键的因

素之一，这是因为控制胃内 ｐＨ值大于６可改善血小
板的部分聚集功能，使血液的凝血反应得以进行，同时

也可以抑制胃蛋白酶以及部分胃液的消化作用，以利

于纤维蛋白酶血栓的稳定［１０］，所以质子泵抑制剂的应

用尤为重要。

失血患者需要短期内必须补足血容量，同时必须

持续运用止血药物才能发挥出其最佳疗效，所以锁骨

下静脉穿刺也为抢救措施之一，密切监测中心静脉压，

调整静脉补液的速度和量，预防医源性心功能不全，并

且避免因补充血容量过度增加而使门脉压力升高而导

致再次出血；但是当患者本人及家属拒绝行锁骨下静

脉穿刺时，留置静脉穿刺针便为重要的替补措施，也为

抢救患者能同时持续使用两种以上药物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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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血浆 Ｂ型脑钠肽在急性呼吸困难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刘亚伟，徐邦夫，胡建功，王春光

摘要：目的　探讨血浆脑钠肽（ＢＮＰ）在鉴别心源性呼吸困难和肺源性呼吸困难的临床价值。方法　急诊科收治
的急性呼吸困难患者６３例，其中心源性呼吸困难３６例（Ａ组），肺源性呼吸困难２７例（Ｂ组），同期健康体检者
２１例（Ｃ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快速检测血浆 ＢＮＰ水平，同时测定 Ａ、Ｂ两组入院时的左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比较３组患者血浆ＢＮＰ的差别及ＢＮＰ与ＬＶＥＦ之间的关系。结果　①６３例患者中诊断为心源性呼吸
困难组３６例ＢＮＰ均值为（６１６．４±３６．８）ｐｇ／ｍｌ，２７例诊为肺源性呼吸困难组ＢＮＰ均值为（８７．６±３４．２）ｐｇ／ｍｌ，心
源性呼吸困难组血浆ＢＮＰ含量显著高于肺源性呼吸困难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②以１００
ｐｇ／ｍｌ为阈值诊断心力衰竭的价值最高，其准确率、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９４％、９０％、９５％；③心源性呼吸困难组
ＢＮＰ与ＬＶＥＦ成负相关（ｒ＝－０．７２，Ｐ＜０．０５）。结论　快速检测血浆ＢＮＰ对鉴别急性心源性及肺源性呼吸困难
有重要临床价值，可作为心力衰竭的诊断指标。

关键词：脑钠肽；心源性呼吸困难；肺源性呼吸困难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１．８　Ｒ４４６．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８００２

　　急性呼吸困难是急诊中常见的急危重症状之一，
具有非特异性，多常见于心脏和肺部疾病，及时准确鉴

别心源性呼吸困难和非心源性呼吸困难对医师治疗策

略的确定有重要意义。脑钠肽（ＢＮＰ）是由心室肌细胞
分泌的脑钠肽前体降解形成的一种活性代谢产物，在

心肌压力和容积应激作用下释放入血。研究表明，升

高的 ＢＮＰ可帮助快速鉴别患者呼吸困难病因是否为
心源性［１２］。本研究通过对急性呼吸困难患者血浆

ＢＮＰ的检测，结合超声心动图检查，探讨 ＢＮＰ对急性
呼吸困难患者病因的鉴别诊断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界首市人民医院急诊科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收治的急性呼吸困难患者６３例为
研究对象。所有患者行 Ｘ线胸片、心脏彩超检查，根
据临床资料及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判断患者是否伴
有充血性心力衰竭（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Ｆ），分
别诊断为心源性呼吸困难和肺源性呼吸困难，其中心

源性呼吸困难组３６例（Ａ组 ＬＶＥＦ＜５０％），肺源性呼
吸困难组２７例（Ｂ组 ＬＶＥＦ＞５０％），以同期我院体检
中心常规体检的健康老年人群２１例为对照组（Ｃ组）。
Ａ组：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７例，平均年龄（５８．７±１２．２）
岁，基础疾病：包括冠心病１９例，高血压心脏病１１例，
肺源性心脏病５例，扩张性心肌病１例，入院时按美国
纽约心脏病学会（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标准分级，心功
能Ⅱ级５例，Ⅲ级７例，Ⅳ级２４。Ｂ组：男性１５例，女
性１２例，平均年龄（６０．３±１２．７）岁，基础疾病：包括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１２例，肺炎５例，支气管
哮喘９例，肺间质纤维化１例，无明显右心功能不全症
状、体征，无基础心脏病。Ｃ组：男性１４例，女性７例，
平均年龄（５８．５±１２．８）岁，无慢性心肺疾病。３组患
者年龄、性别比例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ＢＮＰ检测　所有患者就诊急诊科即刻外周静脉

作者单位：２３６５００安徽省界首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刘亚伟，Ｅｍａｉｌ：１０３７３６７５３８＠ｑｑ．ｃｏｍ

采血２ｍｌ，ＥＤＴＡ抗凝，离心（１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ｍｉｎ）分
离血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ＢＮＰ，试剂盒由
上海放射免疫分析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提供。患者入院

当天行心脏彩超检查，并记录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
常规心电图、胸部 Ｘ线、肺功能检查等。健康体检 Ｃ
组，体检当天抽静脉血２ｍｌ，处理同Ａ、Ｂ两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研究资料均使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
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
多组间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最

小显著差值法（ＬＳＤ）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与 ＢＮＰ间的关系采用 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３组血浆 ＢＮＰ浓度比较　Ａ组显著高于 Ｂ组
（Ｐ＜０．０１）和 Ｃ组（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１。

表１　３组血浆ＢＮＰ水平及ＬＶＥＦ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ＢＮＰ（ｐｇ／ｍｌ） ＬＶＥＦ（％）

心源性呼吸困难组（Ａ组） ３６ ６１６．４±３６．８ ３６．３±１１．４
肺源性呼吸困难组（Ｂ组） ２７ ８７．６±３４．２ ５０．３±９．６
健康对照组（Ｃ组） ２１ ４６．３±１２．５ ６４．２±８．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２　ＢＮＰ诊断心源性呼吸困难的价值　分别以不同
水平的ＢＮＰ（５０ｐｇ／Ｌ、１００ｐｇ／Ｌ、１５０ｐｇ／Ｌ）作为阈值诊
断心源性呼吸困难的灵感度、特异度、准确性如表２，
以１００ｐｇ／ｍｌ为阈值时诊断心衰的价值最高，其诊断
准确率达９４％，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９０％、９５％。
表２　不同浓度ＢＮＰ诊断心源性呼吸困难的诊断价值比较

ＢＮＰ（ｐｇ／ｍｌ）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性（％）

５０ １００ ６１ ８２
１００ ９０ ９５ ９４
１５０ ８４ ９４ ８５

２３　血浆ＢＮＰ与ＬＶＥＦ相关性　Ａ组患者血浆 ＢＮＰ
与ＬＶＥＦ之间存在负相关（ｒ＝－０．７２，Ｐ＜０．０５）；Ｂ组
患者血浆ＢＮＰ与 ＬＶＥＦ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性（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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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３　讨　论
　　ＢＮＰ是一种主要由心室肌细胞合成和分泌的肽类
激素，有对抗肾上腺素、肾素血管紧张素和精氨酸加
压素系统的水钠潴留的生理作用。ＢＮＰ分泌的主要条
件是心室负荷和心室壁张力的增加，心室肌细胞受到

轻度牵拉，即可使 ＢＮＰ合成增多，心室细胞首先合成
无生理活性的激素前体，激素前体分解后产生活性的

ＢＮＰ和无活性的Ｎ末端片段，这意味着ＢＮＰ可以作为
心室功能障碍的一个敏感和特异的指标。已有数项研

究证实，心脏特别是左室功能的降低与血浆 ＢＮＰ浓度
升高有关联，因此可通过测定血浆ＢＮＰ诊断心衰［１，３］。

近几年ＢＮＰ已用于 ＣＨＦ的诊断、鉴别诊断、预后判断
等方面的研究。另有研究显示血浆 ＢＮＰ在鉴别心源
性呼吸困难与非心源呼吸方面有很高的价值［４６］。

呼吸困难是急诊科最常见的症状，主要见于心力

衰竭和肺部疾病，心衰病情变化快，病死率高，快速确

诊心力衰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部分心力衰竭患者的

症状和体征表现不典型，对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很难

采集到准确的病史，胸片、心电图检查对诊断又缺乏特

异性，也常常因条件的限制无法立即接受心脏超声检

查，临床医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急性呼吸困难作出正

确的鉴别诊断［７］。ＢＮＰ的应用使快速鉴别急性呼吸
困难的原因成可能，一方面 ＢＮＰ检测简单、快速，３０
ｍｉｎ内能给出检验结果，另一方面 ＢＮＰ对鉴别心源性
呼吸困难与非心源性呼吸困难具有高度特异性和敏感

性，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可以快速准确的判断急性呼

吸困难的原因［８］。

本研究显示心源性呼吸困难组和非心源性呼吸困

难组 ＢＮＰ浓度分别为（６１６．４±３６．８）ｐｇ／ｍｌ与
（８７．６±３４．２）ｐｇ／ｍｌ，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这主要是由于心力衰竭时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系统（ＲＡＡＳ）被激活，血管紧张素Ⅰ转变酶的活性增
强 ，致血管紧张素Ⅰ转变为血管紧张素Ⅱ增多，导致
循环阻力增强，并激活醛固酮系统，引起水钠潴留，使

容量负荷过重，心室壁张力明显增加，导致心室肌合成

和释放了大量ＢＮＰ，而其它原因所致呼吸困难缺少这
一环节。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以不同水平的 ＢＮＰ（５０
ｐｇ／Ｌ、１００ｐｇ／Ｌ、１５０ｐｇ／Ｌ）作为诊断心力衰竭的阈值
进行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检测，当阈值设定在１００
ｐｇ／Ｌ时，诊断价值最高，其特异度、灵敏度、准确性分
别达９５％、９０％、９４％，由此可见血浆水平 ＢＮＰ１００
ｐｇ／Ｌ对于诊断心力衰竭及临床鉴别诊断有重大意义，
这与刘倩等［９１０］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０１２欧洲心脏病协
会ＣＨＦ指南中再次明确声明，使用血浆ＢＮＰ水平可帮
助筛选急诊呼吸困难的患者，如果 ＢＮＰ＜１００ｐｇ／ｍｌ，
基本上可排除心衰［１１］，我们的研究也验证了以 １００
ｐｇ／ｍｌ为阈值鉴别心源性与非心源呼吸困难的标准同

样适合我国人群。

另外本研究显示，ＢＮＰ浓度与ＬＶＥＦ呈负相关，表
明随着心功能的恶化，血浆 ＢＮＰ的水平会逐步升高，
这与周会敏等［１２１３］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ＢＮＰ的检测
不仅可用于呼吸困难的鉴别诊断，同时也可作为判断

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的指标，用于治疗效果的评估，有助

于及时调整治疗，提高疗效，另一方面也可为患者的长

期心衰治疗提供指导。

综上所述，测定血浆ＢＮＰ是一种快速、简便、敏感
的检查方法，可以用于急性呼吸困难的鉴别诊断，提高

快速诊断疾病的准确性，可以作为心衰早期诊断的检

测指标，应作为急诊呼吸困难患者的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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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脑血管 ＣＴＡ点征与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早期血肿扩大关系的初步研究

刘兵荣，马继民，肖瑾，梁彦中，丁新生

摘要：目的　探讨脑血管ＣＴＡ检查中造影剂外渗与急性期高血压脑出血血肿扩大的关系。方法　将６５例急性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在发病６ｈ内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平扫及ＣＴＡ检查，并在发病２４ｈ后复查ＣＴ平扫。有２名
放射科医师在ＣＴＡ原始图像中寻找点征，同时对比２次检查的血肿体积。对２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生化检查进
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早期血肿扩大发生率为３８．１％，血肿形态、糖尿病、血凝血酶原时间２组间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ＴＡ原始图像预测血肿扩大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７９．１％、
９７．４％、９５．００％、８８．３７％。点征阳性患者初诊与复诊的血肿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脑血
管ＣＴＡ检查中，造影剂外渗与急性期高血压脑出血血肿扩大有明显相关性。
关键词：脑出血；血肿扩大；造影剂外渗；相关因素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８２０３

　　高血压性脑出血（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ｒａ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
ｒｒａｇｅ，ＩＣＨ）因发病急，症状重，首诊平扫 ＣＴ往往进行
的较早，此时的血肿并不稳定，２４ｈ复查 ＣＴ往往能够
发现血肿较前扩大。血肿扩大是指２４ｈ内血肿体积
增加３３％以上，早期血肿扩大是ＩＣＨ病人致死致残重
要和独立的危险因素［１］。近年的研究表明，使用重组

活化Ⅶ因子进行止血治疗，减少血肿扩大，对于部分患
者有效，但是治疗病例的选择十分重要［２３］，如果我们

能够在ＩＣＨ发生的早期准确预测血肿扩大的风险，对
指导临床治疗及评估患者预后都将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前用来预测血肿扩大的影像学依据就是早期 ＣＴＡ
上出现的“点征”。为此，对我院收治的６５例急性ＩＣＨ
患者行脑血管 ＣＴＡ检查，观察有无造影剂外渗，并分
析造影剂外渗、一般情况、生化检查与脑出血血肿扩大

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住院治疗的 ＩＣＨ患者６５例，发
病６ｈ内，诊断均符合１９９５年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学
术会议关于脑出血的诊断标准。６５例患者中，男性４２
例、女性 ２３例，年龄 ３８～７８岁，平均年龄（５６．２±
１１．９）岁；２８例患者有明确糖尿病病史。血肿分布为：
基底节区３７例（５６．９％），丘脑１７例（２６．２％），脑干３
例（４．６％），小脑 ２例（３．１％），大脑半球 ６例
（９．２％）。
１２　入组标准　①原发性脑出血；②年龄１８～８０岁；
③发病≤７２ｈ；④获得知情同意。
１３　排除标准　①经证实继发性脑内出血；②计划在
发病２４ｈ内行外科手术者；③入院时深昏迷；④重大
疾病；⑤肾功能损害、甲状腺疾病、造影剂过敏。
１４　检查方法
１４１　ＣＴ检查　患者入院时即行首次头颅ＣＴ检查，

作者单位：２４３０００安徽省马鞍山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刘兵荣，马
继民，肖瑾，梁彦中）；２１００２９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丁新生）

通讯作者：刘兵荣，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ｂｒａｈ＠１６３．ｃｏｍ

均采用多田氏公式计算血肿体积，所有患者入院２４ｈ
后复查头颅ＣＴ，再次计算血肿量。采用 Ｂｒｏｔｔ标准，将
先后２次头颅 ＣＴ血肿体积比较，体积扩大超过３３％
者诊断为早期血肿扩大。当血肿体积≥２０ｍｌ时，２张
颅脑ＣＴ检查血肿体积增加＞１０％确诊为血肿扩大。
１４２　脑血管 ＣＴＡ检查　选用我院德国西门子 ＣＴ
机，延迟１７ｓ后开始螺旋扫描，可根据患者年龄、心脏
功能适当调整，扫描延迟时间按１８～２２ｓ进行。扫描
参数：准值器宽度 ０．７５ｍｍ×１６．００ｍｍ，层厚 ０．７５
ｍｍ。
１４３　图像后处理及评价　检查结束后，使用 ＣＴ平
扫图像测量血肿体积，并在０．７５ｍｍ层厚的ＣＴＡ原始
图像中寻找点征。有２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在相互
不了解对方判断结果的情况下独立判断，判断是否存

在点征。在ＣＴＡ原始图像中，点征定义为在血肿范围
内非血管走行区直径１～２ｍｍ的点状高密度影［４］（见

图１～３）。

　　注：白色箭头所指右侧颞枕
叶脑出血。

图１　入院时头颅ＣＴ图像

　　注：白色箭头所指可见非血
管走行区点状高密度影———点

征。

图２　入院时患者ＣＴＡ原始
图像

１４４　检测血凝血酶原时间　入院第２天早晨空腹
肘静脉取血１．８ｍｌ，用ＳｙｓｍｅｘＣＡ７０００全自动血液凝
固分析仪自动检测血凝血酶原时间（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ｔｉｍｅ，
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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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血肿扩大改变。

图３　入院２４ｈ后复查头颅ＣＴ图像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首先
对２位放射科医师的判断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Ｋａｐｐａ
值分别为０．８６和０．７７，均 ＞０．７５，说明检查结果一致
性好，结果可靠。计算ＣＴＡ原始图像点征预测血肿扩
大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对患

者初诊、复诊的血肿体积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性

分布的资料用（ｘ±ｓ）表示，并进行配对 ｔ检验；所有定
量资料均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百
分比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６５例病例入组，死亡２例，实际入组６３例。２位
放射科医师对点征的判断有较好的一致性（κ值为
０．８６和０．７７，均 ＞０．７５）。早期血肿扩大发生率为
３８．１％。点征阳性患者初诊和复诊的血肿体积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点征阴性患者初诊和复
诊的血肿体积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脑出血ＣＴＡ点征阳性、阴性组间血肿扩大
及体积改变的比较（ｎ）

ＣＴＡ点征
脑出血血肿扩大

阳性 阴性
合计 初诊血肿体积（ｍｌ） 复诊血肿体积（ｍｌ） Ｐ值

影像征阳性 １９ １ ２０ １９．１（９．９～３３．７） ４６．１（６．０～２１．８） ０．００２
影像征阴性 ５ ３８ ４３ ９．８（６．０～２１．８） ９．６（６．０～２１．８） ０．１０５
合计 ２４ ３９ ６３

　　ＣＴＡ原始图像点征预测血肿扩大的灵敏度为
７９．１％；特异度为 ９７．４％；总符合率 ８８．３％；误诊率
２．５６％；漏诊率 ２０．８３％。ＣＴＡ阳性预测血肿扩大的
阳性预测值为９５％；阴性预测值８８．３７％。脑出血早
期血肿扩大组患者与稳定组患者血肿的形态、一般情

况、生化的比较，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血肿形态、一般情况及生化指标（ｎ，％）

血肿扩大 例数 年龄（岁） 男性 糖尿病
凝血酶原时间

正常 延长

血肿形态

规则 不规则

阳性 ２４ ５２．４±９．５ １３（５４．２） １８（７５．０） １５（６２．５） ９（３７．５） １４（５８．３） １０（４１．７）
阴性 ３９ ５５．９±７．９ ２７（６９．２） １０（２５．６） ３２（８２．０） ７（２９．２） ３１（７９．５） ８（２０．５）
Ｐ值 ０．７５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９

　　早期血肿扩大组不规则血肿、糖尿病、凝血酶原时
间明显多于稳定组（Ｐ＜０．０５），早期血肿扩大组的年
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年龄是保护性因素。

３　讨　论
３１　早期血肿扩大的概念及标准　ＩＣＨ是一种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既往认为，ＩＣＨ发病３０ｍｉｎ内出
血即停止。近年来进行了动态观察，发现２０％ ～４０％
的患者在发病２４ｈ内，血肿仍继续扩大，称为活动性
出血或早期再出血。脑出血早期血肿扩大与ＩＣＨ后神
经系统症状加重密切相关，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因而

日益受到重视［５］。

血肿的体积是影响患者病死率和预后的重要独立

预示因子，血肿早期的体积扩张是导致血肿形状多样

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临床上除了选择和发现合适快捷

的方法准确评估血肿的体积外，还要积极探讨与临床、

影像相关的血肿早期体积扩张的预示因子，这对于规

范ＩＣＨ的早期治疗、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Ｂｒｏｔｔ等发现 ＩＣＨ发病 ２４ｈ内复查头部
ＣＴ，有３８％的患者可见血肿扩大，而且多数发生在发
病４ｈ内。胡成弟［６］报道少数发生在６～２４ｈ。同时
也认为，血肿体积增加３３％，即可判定为血肿扩大，因
血肿体积增加３３％意味着血肿直径增加１０％。本研
究６５例病例入组，死亡２例，实际入组６３例。研究结

果提示早期血肿扩大发生率为 ３８．１％，与报道一
致［７］。

３２　ＩＣＨ患者ＣＴＡ原始图像的点征与血肿扩大的关
系　ＣＴ血管造影（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ＴＡ）可以观察到 ＩＣＨ患者血肿局部的活动性对比剂
外渗情况，被命名为“点征”。研究表明，“点征”与血

肿局部的活动性出血有关，是 ＩＣＨ患者血肿扩大和死
亡率增加的风险因素［４，８］。目前国际上对 ＩＣＨ患者
ＣＴＡ原始图像及增强 ＣＴ图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ＷａｄａＲ等［４］研究表明 ＣＴＡ原始图像点征与
血肿扩大有关，ＫｉｍＪ等［８］研究更进一步证实 ＣＴＡ原
始图像点征可以独立预测血肿扩大，而 ＤｅｌｇａｄｏＡＪＥ
等［９］研究提出 ＣＴＡ原始图像点征还可以用来筛选止
血治疗的病例。我们的研究提示，ＣＴＡ原始图像点征
预测血肿扩大的灵敏度为７９．１％；特异度为９７．４％；
总符合率 ８８．３％；误诊率 ２．５６％；漏诊率 ２０．８３％。
ＣＴＡ阳性预测血肿扩大的阳性预测值为９５％；阴性预
测值为８８．３７％，进一步证实 ＣＴＡ原始图像点征可以
准确的预测血肿扩大，其灵敏度及特异性均较高。且

该征象易于发现，可靠性高，对治疗及预后评估给予有

用的提示和指导［１０］。

本研究不仅分析了 ＣＴＡ原始图像点征这一项引
起血肿扩大的危险因素，同时对患者的一般情况、血肿

形态及凝血酶原时间、糖尿病的因素纳入综合分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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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早期血肿扩大组不规则血肿、糖尿病、凝血酶原时间

明显多于稳定组（Ｐ＜０．０５），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１］。早

期血肿扩大组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年龄是

保护性因素，结果进一步证实 ＣＴＡ预测血肿扩大的事
实。

本研究的关键在于能够完成急诊 ＣＴＡ检查。我
们为急性脑出血患者建立了一条便捷通畅的“绿色通

道”，以保证就诊的患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基线

ＣＴ检查（ＣＴ平扫和 ＣＴＡ），而不会因为检查耽误患者
的治疗。这一尝试对于今后开展和推广急性脑出血一

站式ＣＴ检查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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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止血作用［３］。因操作简便、创伤小，出血少、挤压

止血效果最佳，因此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越来越

受到医生们的推崇［６１２］，凝血功能异常不是其绝对禁

忌证，也有报道应用于凝血机制较差的患者［１３］。

为研究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在全身肝素化抗

凝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我们进行了对照观察。研究

了２组共６０例患者，其中３０例为接受全身肝素化抗
凝，ＡＰＴＴ维持在４５～６０ｓ的患者；另外３０例凝血功能
正常。同样接受标准化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后，

收集术后出血时间、２４ｈ内出血量、个体总出血量、术
后１周内切口感染例数等数据。在２组共６０例患者
中，除观察组７例、对照组３例患者因转院或病故等因
素脱组，无法获得７ｄ内感染数据外，其他数据均完整
获得。依据本研究结果可见：①比较术后总出血时间，
观察组与对照组均为２ｈ左右，观察组出血时间略长，
２组比较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总出血时间不超过３
ｈ，无临床实际意义；②比较２４ｈ出血量和总出血量，
观察组与对照组均于２４ｈ止血，总出血量观察组平均
（１７．６７±９．１６）ｍｌ与对照组（１６．９７±７．０１）ｍｌ无明显
差异；③术后７ｄ感染例数相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接受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全身

肝素化抗凝治疗的患者，单步经皮旋转气管切开术是

相对安全的。但应注意：①颈前解剖结构不清、１８岁
以下的患者不宜应用；②术前应行颈部超声检查定位，
避开甲状腺下极和皮下小静脉；③操作最好在纤维支
气管镜直视下进行［１４］；④操作尽量规范，避免反复穿
刺；⑤皮肤切口应尽量小，小于１．０ｃｍ为宜，以保持切
口张力，切口亦不宜过深，注意勿切及皮下组织；⑥如
出现难以控制的大出血，可暂停持续性床旁血液滤过

治疗，给予鱼精蛋白中和肝素，必要时手术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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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线性消融顽固性房室结
折返型心动过速的疗效观察

罗凡

摘要：目的　研究Ｋｏｃｈ基底部线性消融治疗顽固性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１２
例经常规方法行房室结双径路消融失败的患者，采用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线性消融。先于冠状静脉窦口上方进行线
性消融（Ｌ１线），消融起点的心内电图为小Ａ大Ｖ波，终点为大Ａ大 Ｖ波。如果仍能诱发心动过速，则按同样方
法在Ｋｏｃｈ三角的中位水平进行线（Ｌ２线）。结果　１２例均成功消融，线性消融成功率为１００％，消融术中和术后
随访均无并发症出现。其中８例于Ｌ１线即消融成功，４例于经Ｌ２线消融后成功；５例验证时仍存在房室结前向
跳跃性传导现象，其中２例存在心房单回波，慢径阻断率为５８．３％，２例消融中未出现交界心律。随访１年，所有
患者无复发。结论　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线性消融治疗顽固性房室结折返型心动过速安全有效。
关键词：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线性消融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７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８５０２

　　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ＡＶＮＲＴ）是临床最常见
的心律失常之一，其发生机制是心房肌与房室结之间

移行细胞区各向异性传导增加参与慢径路的形成，导

致快慢径路之间产生折返从而形成心动过速。射频导

管消融（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ＲＦＣＡ）治疗房
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ａｔｒｉｏ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ｎｏｄａｌｒｅｅｎｔｒａｎｔ
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ＡＶＮＲＴ）安全、有效，其成功率为 ９８％以
上，并发症低于２％［１］。但某些特殊病例经常规中位

或下位点状消融法反复多次放点仍不能成功，不仅导

致手术成功率下降，且手术并发症的可能性增加。因

此，本研究选择了经常规消融失败的１２例 ＡＶＮＲＴ患
者，对其采取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线性消融，效果满意，报
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期间，选
择常规消融方法困难的 ＡＶＮＲＴ患者共 １２例，年龄
１２～７３岁，平均（４５．６±１５．３）岁，男性 ７例，女性 ５
例，排除器质性心脏病，所有病例近期均未使用过抗心

律失常药物。患者的入选标准为：①反复多次消融过
程中无交界性心律出现，放电次数至少１０次以上；②
反复消融后心动过速仍可诱发，或电生理检查验证仍

有两个以上的心房回波出现，放电次数至少 １０次以
上。

１２　电生理检查　局部麻醉后穿刺左锁骨下静脉，左
右侧股静脉，分别置入６Ｆ十极冠状窦电极（ＣＳ）以及６
Ｆ四极标测电极，记录ＣＳ、高位右心房（ＨＲＡ）、希氏束
（Ｈｉｓ）及右心室心尖部（ＲＶＡ），连接体表心电图，同步
记录体表及腔内电图。分别行心房和心室分级递增刺

激和程序刺激，观察记录房室结快慢径的电生理特性

及心动过速诱发条件，所有患者均符合 ＡＶＮＲＴ诊断
标准。

１３　射频消融与观察指标　ＡＶＮＲＴ诊断明确后，经
右股静脉鞘置入温控消融导管，保留其他心内导管电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

极。首先采用常规中位或下位点状消融法，即在希氏

束和冠状窦口（ＣＳＯ）之间下１／３区域寻找小 Ａ大 Ｖ
靶点（Ａ／Ｖ＜０．５），避开希氏束，设置消融温度６０℃，
功率３０Ｗ，消融３０ｓ如未出现交界性心律则停止放
电，调整消融导管头端，重新寻找靶点。如有交界性早

搏或频率＜１２０次／ｍｉｎ的交界性心律出现则持续放电
至６０ｓ以上。若见出现房室（ＡＶ）传导阻滞、室房
（ＶＡ）阻滞或＞１２０次／ｍｉｎ以上的快速性交界性心动
过速则立即停止放电。每次完成一次有效放电后行程

序刺激以检验消融效果，如未达消融终点（静滴异丙肾

上腺素后程序刺激仍能诱发心动过速或 ＞２个以上心
房回波，则需再次寻找靶点放电消融，但均需避开希氏

束（Ｈｉｓ）。
经上述常规方法放电消融１０次以上均失败者，则

采取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线性消融。其方法为右前斜位
３０，消融电极头端放置于三尖瓣环（ＴＡ）平冠状窦口上
缘水平，记录到极小 Ａ波大 Ｖ波，以此点作为线性消
融起始靶点，以６０℃、３０Ｗ进行放电，每点放电３０～
６０ｓ，每点消融完毕后则缓慢回撤导管并加以顺时针
旋转，继续消融下一点，Ａ／Ｖ比例逐渐增大，保持各消
融点在同一水平，直到出现 Ａ／Ｖ≥１，此点为消融终点
（Ｌ１线）。若在逐点消融过程中无交界性心律出现，则
适当增加功率，累计消融６０～９０ｓ。若心动过速还能
诱发，则在Ｌ１线的上方（Ｋｏｃｈ三角的中位水平）按前
述的方法再行线性消融（Ｌ２线），直至达到消融终点。
消融后再次进行程序刺激加以验证。上述方案参照陈

明龙等线性消融法［２］。

１４　随访　术后在院期间常规心电监护，出院后电话
随访，如有心悸发作则随时就诊，如怀疑复发则考虑行

食道调搏加以验证。

２　结　果
　　１２例均成功消融，线性消融成功率为１００％，消融
术中和术后随访均无并发症出现。其中８例于 Ｌ１线
即消融成功，４例于经Ｌ２线消融后成功；５例验证时仍
存在房室结前向跳跃性传导现象，其中２例存在心房

·５８６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单回波，慢径阻断率为５８．３％，２例消融中未出现交界
心律。随访半年至１年，所有患者无复发。

３　讨　论
　　射频消融术根治 ＡＶＮＲＴ微创、高效、安全，常规
中位及下位点状消融术式已被广泛采用［３］。但 ＡＶＮ
ＲＴ的发生机制仍不甚明确，从而导致常规消融方法在
部分顽固性病例的治疗中遭遇失败。

关于 ＡＶＮＲＴ的发生机制目前普遍的观点如下：
房室结快径径路短，传导速度快，由 Ｋｏｃｈ三角顶部通
过移行细胞与心房肌相连构成；移行细胞排列不均一，

路径迂曲，传导速度慢，向房室结的右下后延伸直至冠

状静脉窦口（ＣＳＯ）附近，构成房室结慢径［４］。快、慢径

之间还可能存在房室与心房的中间连接径路。慢快
型ＡＶＮＲＴ是慢径缓慢前向传导，至房室结附近快径
时超出其不应期，遂经快径逆传回心房，并很快经过

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的组织折回慢径构成折返，心房组织
参与了折返。快慢型 ＡＶＮＲＴ的折返方向则刚好相
反；慢慢型ＡＶＮＲＴ则是中间径路与慢径路参与的折
返。Ｏｔｏｍｏ则认为 ＡＶＮＲＴ折返环不局限于房室结及
邻近心房组织，房间隔左右侧组织及冠状动脉窦近端

组织可能参与ＡＶＮＲＴ的形成，慢快型ＡＶＮＲＴ激动传
导顺序可能为ＣＳＯ→房室结→房间隔左侧组织→冠状
静脉窦近端→ＣＳＯ，以此完成整个折返。该折返激动
模式与以往的Ｋｏｃｈ三角内折返模式完全不同。另外，
左侧房结连接的存在并左后间隔成功消融治疗 ＡＶＮ
ＲＴ也支持此折返模式［５］。

房室结慢径往往不是一条纤维而是几组纤维，其

主要分布于三尖瓣环近窦口附近，消融此点通常可阻

断慢径或者充分改良其电生理性质。但部分患者慢径

可能分散于Ｋｏｃｈ三角中下部较宽的区域，因此在此类
患者中采取常规中下位点状消融时仅根据 Ｘ线的影
像位置及心内电图的ＡＶ比例，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且
单纯在紧靠三尖瓣环侧消融有时难以产生足够的慢径

损伤而根治 ＡＶＮＲＴ，往往需反复多次放电，不仅不能
提高消融成功率，还可增加相关的手术并发症［６７］。陈

明龙等［２］报道在常规消融方法失败的病例采取 Ｋｏｃｈ
三角底部或更高水平作横向的连续性消融，避免盲目

放电消融，并高效、安全地损伤甚至阻断慢径传导，使

ＡＶＮＲＴ不再发生。骆合德等［８］对采用常规方法消融

复发病例采用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线性消融治疗，获得了
较为满意的成功率，且安全性较好。本研究中所有患

者均线性消融成功，且术后随访无复发，其结果跟既往

报道相似。

线性消融治疗 ＡＶＮＲＴ自１９９２年以来，已有多名
医生［９１０］作了尝试，他们采用的方法不完全相同，对

ＡＶＮＲＴ的治疗均有很高的成功率，但阻断慢径传导在
各研究组又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中所有病例虽获消

融成功但仍有部分患者验证时仍有房室结前向跳跃现

象，甚至出现心房回波，提示仍有慢径残留，慢径阻断

率较低为５８．３％，可能与笔者选择常规消融方法困难
的病例有关。此类患者慢径分布范围较广，线性消融

虽未能完全阻断部分慢径，但已对其产生最大程度损

伤，导致慢径电生理性质改变，折返不易形成，或不能

匹配形成心动过速［１１１２］。

总之，经本研究初步证明Ｋｏｃｈ三角基底部线性消
融治疗顽固性房室结折返型心动过速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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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胃溃疡合并胃出血的
临床效果
蒋财有

摘要：目的　探讨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对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怀化市第二
人民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因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收住消化内科治疗的８６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
分为２组，每组４３例，分别予以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观察组）和单用奥美拉唑（对照组）进行治疗，比较２组
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症状评分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显效率为６２．８％，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３４．９％；无效率为４．６％，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３．２％，治疗后症状评分为５．０±０．９，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９．４±１．１，
各项不良反应发生率基本持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胃溃疡合并胃出血临床
疗效好，症状评分低，不良反应无特殊性增高，适合临床广泛应用。

关键词：奥美拉唑；铝碳酸镁；胃溃疡；胃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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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溃疡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此病很容
易合并胃出血，使患者出现腹痛、腹胀、嗳气、便血、呕

血等症状，严重时还可出现胃穿孔［１３］。该病严重威胁

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对于其治疗方法我们更侧重于内

科保守治疗，而治疗药物的首选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本文就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和传统单用奥美拉唑治

疗进行对比，发现联合用药效果较好，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
年６月期间因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收住消化内科治疗的
８６例患者临床资料，随机分为２组，每组４３例，观察
组予以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对照组予以单用

奥美拉唑治疗。观察组患者中男性３０例，女性１３例；
年龄３１～５５岁，平均年龄（４０．０±２．６）岁；首发溃疡并
出血３２例，再次溃疡并出血１１例。对照组患者中男
性 ２５例，女性 １８例；年龄 ２８～５７岁，平均年龄
（４２．０±３．５）岁；首发溃疡并出血３０例，再次溃疡并出
血１３例，所有患者均无合并其他器质性病变，入院后
护理工作相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予以纠正酸碱失衡等基
础治疗，给予克拉霉素５０ｍｇ／次，２次／ｄ，口服，甲硝唑
４０ｍｇ／次，２次／ｄ。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奥美拉唑，
２０ｍｇ／次，２次／ｄ，铝碳酸镁１００ｍｇ／次，１次／ｄ，每日晨
起服用，疗程为２周；对照组则给予奥美拉唑同实验组
相同剂量进行治疗。２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定期复查
肝功能，以防药物副作用损害肝功能。

１３　疗效评定　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症状
评分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临床疗效分为显效、有

效和无效，并计算总有效率；症状评分包括治疗前和治

疗后；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大便次数增多、眩晕、口

干和总不良反应率。胃部溃疡和炎症均完全消失为显

效，胃镜提示胃部溃疡完全消失或溃疡的面积显著减

小达到１０％以上，炎症消失或明显缓解为有效，胃部
溃疡面积减小不足１０％或无变化甚至扩大，炎症未改

作者单位：４１８２９９湖南省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靖州医院消化内科

善为无效，总有效率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
数×１００％［４］。症状评分包括各症状临床表现改善情

况，０分：症状消失，１分：症状明显减轻，不影响日常生
活，２分：症状减轻，但影响日常生活，３分：症状未改变
或加重，严重不利于日常生活的进行［５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疗效比较　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
症状评分，观察组显效率为６２．８％，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３４．９％，无效率为 ４．６％，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２３．
２％，治疗后症状评分为５．０±０．９，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９．４±１．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
症状评分情况（ｘ±ｓ，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症状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３ ２７（６２．８） １４（３２．６） ２（４．６） ４１（９５．４） １２．３±１．８ ５．０±０．９
对照组 ４３ １５（３４．９） １８（４１．９）１０（２３．２） ３３（７６．８） １２．４±１．６ ９．４±１．１

２２　２组不良反应情况　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后不良
反应情况，观察组恶心呕吐、大便次数增多和口干均发

生１例（占２．３％），观察组眩晕１例（占２．３％），稍高
于对照组０例，观察组共发生不良反应情况４例（占
９．２％），稍高于对照组的３例（占６．９％）。各项不良
反应发生率基本持平，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３　讨　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迅
速发展提高，生活节奏也随之越来越快，都市人群很难

合理化规律饮食，长此以往对胃部的损害十分严重，而

不够重视胃部不适也造成了胃溃疡的高发性，胃出血

也是胃溃疡后易发生的并发症，且预后往往不理想，易

发生胃穿孔，甚至危及生命。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总结，

引起胃溃疡的诱因有很多种，以日常高压力生活节奏、

大量摄入高脂肪类食物、长期嗜酒、吸烟、继发性感染、

常食生冷食物等为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下转第１６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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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的危险因素分析
胡文洁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的危险因素，以制定股骨颈骨折术后的治疗规范，有效降低股
骨头坏死的发生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２７例经闭合复位加压空心螺内钉内固定治疗的股骨颈骨折患者的临床
资料，并经过随访。探讨股骨颈坏死的发生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１７例发生股骨头坏死，发生率为１３．４％ （１７／１２７）。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股骨头坏死与 Ｇａｒｄｅｎ分型（Ⅲ、
Ⅳ型）（ＯＲ＝４．０２５，９５％ＣＩ２．４８７～６．５１４）、受伤至手术时间（ＯＲ＝２．１４７，９５％ＣＩ１．６５２～２．７９０）、解剖复位
（ＯＲ＝０．４８２，９５％ＣＩ０．３２６～０．７１３）、内固定取出（ＯＲ＝１．９８６，９５％ＣＩ１．５８６～２．４８７）和术后开始负重时间
（ＯＲ＝１．８７２，９５％ＣＩ１．４４７～２．４２２）有关。结论　Ｇａｒｄｅｎ分型、受伤至手术时间、复位质量、术后负重时间和内固
定是否取出是影响股骨颈骨折接受闭合复位加压空心螺内钉内固定术后发生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危险因素。应根

据这些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降低股骨头坏死的发生。

关键词：股骨颈骨折；股骨头坏死；危险因素；内固定；闭合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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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由于骨质疏松骨强度下降及髋周肌群退
变，是发生股骨颈骨折的常见人群。临床治疗中出现

股骨头坏死和骨折不愈合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尽

管髋关节置换能明显避免上述并发症的发生，但由于

创伤大，并且有一定的使用年限，并不适用于全部人

群［１］。已经证实闭合复位加压空心螺内钉内固定治疗

股骨颈骨折可以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骨折的愈合率

得到了明显提高，关节功能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资料

显示其并未明显降低股骨头坏死的发生率［２３］。股骨

头坏死主要是股骨头部位的血供障碍导致，而血供又

与多种因素有关。本研究主要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老

年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的相关危险因素，以制

定股骨颈骨折术后的治疗规范，有效降低股骨头坏死

的发生率。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来源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
月于某某医院骨科经闭合复位加压空心螺内钉内固定

治疗的股骨颈骨折患者，共１２７例。其中男性７８例，
女性４９例，年龄６１～８９岁，平均（７１．５±５．７）岁，受伤
原因跌伤９５例、交通伤３２例，骨折 Ｇａｒｄｅｎ分型Ⅰ型
１４例、Ⅱ型５３例、Ⅲ型４１例、Ⅳ型１９例，受伤至手术
时间３～１６ｄ，平均（６．２±２．３）ｄ。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制定统一的临
床研究表，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主要内容包括年龄、

性别、Ｇａｒｄｅｎ分型、受伤至手术时间、复位质量、内固定
是否取出、术后负重时间。分析这些因素与股骨头坏

死的关系。

１３　相关判定标准　①Ｈａｒｒｉｓ评分标准：包括疼痛、
功能、无畸形和活动度，总分１００分；②复位质量：分为
解剖复位和功能复位，解剖复位是指骨折断端对位和

对线良好，髋关节活动正常，无疼痛；功能复位是指骨

折断端未达到完全的对位对线复位，但患者髋关节活

动范围达到正常的７５％及以上，无疼痛。

作者单位：３１５３００浙江省慈溪市人民医院骨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对结
果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计量资料以（ｘ±ｓ）表
示，相关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结果　１２７例均具有完整的随访资料，随访
时间１６～５１个月，平均（３１．６±８．９）个月，随访方式主
要是定期门诊检查、电话随访、问卷调查等。末次随访

时Ｈａｒｒｉｓ评分７３～１００分，平均（８４．３±４．６）分。１７
例发生股骨头坏死，发生率为１３．４％，发生时间为术
后９～４９个月，平均（１８．３±７．２）个月。
２２　股骨头坏死的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单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分析股骨头坏死与年龄、Ｇａｒｄｅｎ分型（Ⅲ、Ⅳ
型）、受伤至手术时间、解剖复位、内固定取出和术后开

始负重时间有关（Ｐ＜０．０５），与性别无关（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的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危险因素 β Ｓ．Ｅ． ＯＲ值 ９５％ＣＩｆｏｒＯＲ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０．６１６ ０．２１７ １．８５２ １．４２３～２．４１０ ４．９２ ０．０２７
性别（男性） ０．４８５ ０．３５０ １．６２４ １．３２５～１．９９０ ２．４７ ０．１２８
Ｇａｒｄｅｎ分型（Ⅲ、Ⅳ型） １．４３７ ０．１２８ ４．２１０ ２．５２１～７．０３１ ４３．２６ ０．０００
受伤至手术时间 ０．８１７ ０．４２３ ２．２６３ １．６８１～３．０４７ ７．２０ ０．００８
解剖复位 －０．５９２ ０．１４０ ０．５５３ ０．４２５～０．７２０ １４．３５ ０．０００
内固定取出 ０．７４９ ０．２５８ ２．１１４ １．４４８～３．０８６ ６．２６ ０．０１４
术后负重时间 ０．７２６ ０．４０３ ２．０６７ １．５２７～２．７９８ ５．３４ ０．０２１

２３　股骨头坏死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分析股骨头坏死与Ｇａｒｄｅｎ分型（Ⅲ、Ⅳ型）、受伤
至手术时间、解剖复位、内固定取出和术后开始负重时

间有关（Ｐ＜０．０５），与年龄无关（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后股骨头坏死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危险因素 β Ｓ．Ｅ． ＯＲ值 ９５％ＣＩｆｏｒＯＲ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０．４６９ ０．２１２ １．５９８ １．３３８～１．９０９ ３．５２ ０．０５８
Ｇａｒｄｅｎ分型（Ⅲ、Ⅳ型） １．３９３ ０．３２６ ４．０２５ ２．４８７～６．５１４ ４７．２５ ０．０００
受伤至手术时间 ０．７６４ ０．２３８ ２．１４７ １．６５２～２．７９０ ８．１０ ０．００２
解剖复位 －０．７３０ ０．０９２ ０．４８２ ０．３２６～０．７１３ １６．２４ ０．０００
内固定取出 ０．６８６ ０．２６９ １．９８６ １．５８６～２．４８７ ６．８４ ０．００８
术后负重时间 ０．６２７ ０．３０２ １．８７２ １．４４７～２．４２２ ５．８７ 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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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股骨头坏死是股骨颈骨折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一
般发生于股骨颈骨折愈合后，其发生率较高，是导致治

疗失败、再次手术的主要原因，也是髋关节置换手术的

主要病例来源。股骨头坏死容易引起病痛，并伴有关

节活动和负重行走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血液供应障碍是导致股骨头坏死的主要病因，

股骨颈基底动脉是股骨头供血的主要途径，且分支较

少，股骨颈骨折会对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并且骨折

发生后关节囊内的压力会增高，产生“填塞效应”，影

响股骨头供血［４５］。

结果显示Ｇａｒｄｅｎ分型（Ⅲ、Ⅳ型）、受伤至手术时
间、解剖复位、内固定取出和术后负重时间是导致股骨

头坏死的主要因素。其中解剖复位的 ＯＲ为０．４８２，β
为－０．７３０，说明解剖复位能明显降低股骨头坏死的发
生风险，是股骨头坏死的保护因素。股骨颈骨折的精

确复位是术后骨折良好愈合的前提，并且能显著降低

股骨头坏死的发生，若存在股骨颈骨折复位不良的愈

合，会引起股骨头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股骨头内的负

重骨小梁转向负重区承载应力减低，出现应力损伤［６］，

这也是为什么坏死总是发生在患者骨折愈合、负重行

走之后的原因。Ｇａｒｄｅｎ分型Ⅲ、Ⅳ型是股骨颈骨折的
最危险的因素，其 ＯＲ为４．０２５。文献研究［７８］均显示

Ｇａｒｄｅｎ分型是决定内固定术后股骨头坏死的最直接的
因素，Ⅲ、Ⅳ型尤其是Ⅳ型其术后股骨头坏死的发生率
更高，文献报道其甚至达到了５０％。Ｇａｒｄｅｎ分型被认
为是评价股骨颈骨折移位程度的标准，其中Ⅰ、Ⅱ型无
移位，Ⅲ型为部分移位，Ⅳ型为骨折完全移位，股骨颈
段有明显外旋和上移。骨折移位越严重，血管损伤越

严重，对血供的影响越大。受伤至手术时间越长，术后

发生股骨头坏死的风险越高。王奉雷［９］研究显示受伤

后２周内进行手术，股骨头坏死发生率为８．００％，而２
周后进行手术的股骨头发生率高达２１．５７％，支持本
文观点。这是因为细胞的变化一般在受伤４８ｈ后即
可发生，在１６ｄ以上则会发生全部缺血性坏死，而在
受伤后３周内，未碎裂的中骨细胞仍未完全消失［１０］，

及早进行手术复位治疗，可以有效促进愈合，避免血管

长期遭受损伤。内固定取出是否可以增加股骨头坏死

的发生历来持有不同的观点，一方面认为空心钉可以

诱导骨生长，并且对股骨头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不应

该取出［１１］；但也有学者认为空心钉会引起股骨头内压

力增高，增加了股骨头坏死的几率，应该取出［１２］。本

研究显示内固定取出可以增加股骨头坏死的发生风

险，笔者认为股骨头取出过程中可能对重建的血管造

成了损伤，并且空心钉取出后生物力学发生了变化，引

起了骨小梁重排，可能会诱发血管畸形闭塞。术后负

重时间越长，股骨头坏死的发生率越高，这与很多早期

即开始进行负重训练的患者不听从医生意见，引起内

固定失败有关。

综上所述，Ｇａｒｄｅｎ分型、受伤至手术时间、复位质
量、术后负重时间和内固定是否取出是影响股骨颈骨

折接受闭合复位加压空心螺内钉内固定术后发生股骨

头坏死的主要危险因素。应根据这些因素，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以降低股骨头坏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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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唑来膦酸联合化疗治疗多发性骨髓瘤骨病的临床观察
盖灿，孙伟，韩慧杰，耿华云，陆跃武

摘要：目的　评价唑来膦酸在多发性骨髓瘤骨病治疗过程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　对３０例确诊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进行随机分组，联合化疗组采用唑来膦酸 ＋ＶＡＤ方案，对照组只给予 ＶＡＤ方案化疗，每个疗程后均比
较患者骨痛缓解时间和程度，评价其疗效，３个月及６个月后分别检查骨影像学，观察骨病灶状况。结果　联合
化疗组１５例，显效２例，有效９例，总有效率７３．３％，对照组１５例，显效１例，有效６例，总有效率４６．７％。联合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疼痛缓解时间也短于对照组；联合化疗组影像学检查发现有１３例骨病灶范围不
同程度改善，且药物不良反应轻微。结论　唑来膦酸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骨痛有效率高，缓解时间短，不良反
应小。

关键词：唑来膦酸；多发性骨髓瘤；骨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３．３　Ｒ７３０．５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９００２

　　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浆细胞恶性肿瘤，约９０％患
者在病程中出现骨病，包括溶骨性病变、病理性骨折及

骨质疏松等。骨痛为主要症状之一，其主诉发生率在

５０％～７０％左右。骨髓瘤骨病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
量，甚至可能导致患者致残及死亡。唑来膦酸为第三

代二磷酸盐，具有独特的含氮杂环结构。研究表明，唑

来膦酸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的活化和增生，促进成骨细

胞增殖，从而抑制骨破坏，逆转骨损害，能够降低骨髓

瘤导致的高钙血症，减少尿钙的吸收，并可增加骨密

度［１２］。我科采用唑来膦酸及化疗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患者共３０人，现将临床观察到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组标准：收集了我科自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收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共３０人，
随机分为２组，其中联合治疗组男性１１人，女性４人，
单纯化疗组男性 １０人，女性 ５人，患者年龄 ４６～８１
岁，中位年龄６４．８岁。２组在年龄、性别等方面差别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有患者均符合《血液病
诊断及疗效标准》，治疗初所有患者经骨髓细胞学、Ｍ
蛋白检测等检查确诊，均有骨痛主诉，并经 Ｘ线、ＣＴ、
磁共振等检查证实存在骨损害，其中骨质疏松者 ２３
例，溶骨性病变１０例，病理性骨折４例，合并存在２项
骨病者１６例，合并存在３项骨病者３例。所有病例入
组前均未接受过二磷酸盐的治疗。

排除标准：孕妇、哺乳妇；不能正常表达主观症状

者；存在严重心脏、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有颌面外伤、口

腔疾病史者，存在严重肝功能异常者。

１２　治疗方法　联合治疗组采用唑来膦酸钠（江苏正
大天晴医药有限公司）联合标准 ＶＡＤ方案（长春新碱
０．４ｍｇ／ｄ，ｄ１～４；阿霉素 １０ｍｇ／ｄ，ｄ１～４；地塞米松 ４０
ｍｇ／ｄ，ｄ１～４、ｄ９～１２、ｄ１７～２０）。每２８ｄ为１个疗程；唑来膦
酸钠４ｍｇ加入０．９％氯化钠溶液１００ｍｌ中静滴，时
间＞１５ｍｉｎ，与化疗同时进行，每 ４周重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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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３～６次。化疗组以相同 ＶＡＤ方案治疗，但不接受
二磷酸盐治疗，适当给以止痛治疗。

１３　评定标准　所有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均按ＷＨＯ
疼痛分级。０度：不痛；Ⅰ度：轻痛，为间歇痛，可不用
药；Ⅱ度：中度痛，为持续痛，影响休息，需用止痛药；Ⅲ
度：重度痛，为持续剧痛，不用药不能缓解痛；Ⅳ度：严
重痛，为持续剧痛伴血压、脉搏等植物神经系统的变

化。疗效评定标准如下，显效：疼痛下降Ⅱ度以上或完
全缓解；有效：疼痛下降Ⅰ度以上，变得可以耐受；无
效：疼痛无变化或加重。有效率为（显效 ＋有效）／总
例数×１００％。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后骨
痛的缓解情况，比较２组治疗有效率。同时在治疗第
３个月及第６个月观察影像学改变。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　联合治疗组：显效２人，有效９人，无效４
人，有效率７３．３％。单纯化疗组：显效１人，有效６人，
无效８人，有效率４６．７％（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联合治疗组疼痛缓解时间为１～４个月，平均２．５８
个月。单纯化疗组疼痛缓解时间为 ２～５个月，平均
３．４个月。骨痛缓解时间联合组短于化疗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对照患者治疗前后的影
像学表现，联合组在３个月评价时观察到３例溶骨性
病灶范围缩小１０％以上，５例骨密度增加，２例病理性
骨折处有骨痂形成；６个月评价时有５例溶骨性病灶
缩小１０％以上，１３例骨密度增加，３例病理性骨折处
有骨痂形成。化疗组未发现影像学改变，且有４例病
变范围有所扩大。

２２　不良反应　在唑来膦酸治疗组中，出现头晕者２
例（１３．３％），一过性低血压 １例（６．７％），便秘 ４例
（２６．７％），下肢浮肿２例（１３．３％），未出现呼吸困难、
下颌骨坏死等严重不良反应。上述不良反应在给予对

症处理后均好转消失，患者耐受性良好。

·０９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３　讨　论
　　多发性骨髓瘤（ＭＭ）骨病主要以多发溶骨性病
变，骨质疏松，病理性骨折及严重骨痛为特点。其发生

机制为骨髓瘤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激活破骨细胞，同

时抑制成骨细胞活性，最终导致骨代谢异常［３］。病理

改变主要在松质骨，可出现病变的骨小梁破坏，骨皮质

变薄或被腐蚀破坏，骨质变软变脆［４］。我科进行的相

关对照研究结果显示，唑来膦酸联合ＶＡＤ方案治疗多
发性骨髓瘤骨病的有效率为７３．３％，平均起效时间２．
５８个月，有１３例患者获得影像学改善，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与李淑英［５］、杜遵民等［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无症状

多发性骨髓瘤（ＡＭＭ）具有转换到活跃的多发性骨髓
瘤（ＭＭ）的高风险［７］。唑来膦酸能降低多发性骨髓瘤

中的骨骼事件，且被证实对活跃的多发性骨髓瘤具有

疗效，还能延长从无症状多发性骨髓瘤至多发性骨髓

瘤的进展时间［８］。新的研究还表明，唑来膦酸对于多

发性骨髓瘤细胞有明显的细胞毒性，具有抗骨髓瘤潜

力，有利于提高生存率，且与多种细胞毒性药物联合使

用具有协同作用，可使肿瘤细胞阻滞于 Ｓ期／Ｇ２期／Ｍ
期，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其减少不同肿瘤细胞数目的效

应呈剂量依赖性［９１０］。２０１０年一项国际大型前瞻性、
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即 ＭＲＣＭｙｅｌｏｍａⅨ研究
结果显示，唑来膦酸能够延长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总

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对生存期的影响与其对骨病

变的影响无关。早期应用唑来膦酸治疗新确诊的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不仅可预防骨相关事件，还可能存在抗

骨髓瘤的益处［１１］。国际骨髓瘤工作组在２０１３年提出
新诊断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无论有无溶骨病变的证

据，都应接受二膦酸盐的治疗，其一线治疗药物为唑来

膦酸［１２］。可以认为，唑来膦酸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患

者，特别是存在骨破坏的患者，有起效时间短，缓解率

高，不良反应小的优势，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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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喉罩通气全身麻醉在剖宫产术中的临床应用
戚晓雷

摘要：目的　观察喉罩通气全身麻醉在剖宫产术中应用对产妇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４０例在砀山县人民医
院择期行剖宫产术的产妇，年龄２１～３５岁，随机分为喉罩组和气管插管组，２组均采用静脉全身麻醉，依次静脉
注射氯胺酮０．５ｍｇ／ｋｇ、丙泊酚１．０～１．５ｍｇ／ｋｇ、阿曲库铵５０ｍｇ。麻醉诱导后插入喉罩／气管导管。胎儿娩出断
脐后给予芬太尼０．２～０．３ｍｇ，静脉持续输注瑞芬太尼和丙泊酚维持麻醉。观察记录２组产妇插入喉罩／导管前、
插入喉罩／导管后、拔出喉罩／导管前、拔出喉罩／导管后的 ＭＡＰ、ＨＲ的变化、气道压峰值、返流的病例数、胎儿娩
出时的Ａｐｇａｒ评分。结果　插管组产妇插入喉罩／导管后、拔出喉罩／导管后的 ＭＡＰ、ＨＲ较喉罩组明显升高和增
快（Ｐ＜０．０５），２组产妇在一般情况、胎儿娩出时的Ａｐｇａｒ评分、气道压峰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
均未发生返流病例。结论　喉罩通气用于剖宫产术产妇全身麻醉气道的管理，对产妇的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小，浅
麻醉下也可以耐受。

关键词：喉罩通气；全身麻醉；剖宫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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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椎管内阻滞麻醉因其效果确切，对胎儿影响小，是
目前国内剖宫产手术的首选麻醉方式［１］。但对于椎管

内阻滞失败或有对椎管内阻滞禁忌症的产妇，多采用

气管插管全身麻醉，由于考虑到静脉全麻诱导药物对

胎儿的影响，不能采用常规诱导药物，常在浅麻醉下进

行气管插管，对产妇的生理干扰大。近年来随着第三

代喉罩（ＬＡＭｓｕｐｒｅｍｅ）的临床应用，因其可以有效地
防止返流误吸，并且操作方便，已经广泛应用于许多手

术的麻醉［２］。现将喉罩（ＬＡＭｓｕｐｒｅｍｅ）通气在剖宫产
全身麻醉中的临床应用，观察其对产妇血流动力学的

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择期行剖宫产术的产妇４０例，
孕足月，均未有全身系统性疾病和慢性疾病，ＡＳＡ分级
Ⅰ～Ⅱ级，年龄２１～３５岁，体重６５～９０ｋｇ。随机分为
喉罩组和插管组，每组２０例，２组均采用静脉全身麻
醉。

１２　方法　术前常规禁食，入室后产妇平卧或左倾斜
１５°～２０°，开放上肢静脉通路，静脉滴注乳酸钠林格氏
液５～６ｍｌ／ｋｇ，常规监测 ＢＰ、ＨＲ、ＥＣＧ、ＳｐＯ２。给予产
妇吸氧去氮，让术者先行消毒铺巾完成术前准备后。

开始麻醉诱导，依次静脉给予氯胺酮０．５ｍｇ／ｋｇ、丙泊
酚１．０～１．５ｍｇ／ｋｇ、阿曲库铵５０ｍｇ，２ｍｉｎ后开始手
术，同时插入合适的喉罩／导管（Ｓｕｐｒｅｍｅ喉罩 ３～４
号、气管导管ＩＤ６．５～７），喉罩插入成功后随即放置胃
管减压引流，进行机械通气，潮气量８～１０ｍｌ／ｋｇ，频率
１３次／ｍｉｎ，吸呼比为１∶１．５，同时监测 ＰｅｔＣＯ２维持在
３５～４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待胎儿娩出
断脐后，再加深麻醉，给予芬太尼０．２～０．３ｍｇ，静脉
持续输注瑞芬太尼、丙泊酚，并调整输液速度以维持血

流动力学稳定。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产妇插入喉罩／导管前、插
入喉罩／导管后、拔出喉罩／导管前、拔出喉罩／导管后
的ＭＡＰ、ＨＲ，气道压峰值、返流的病例数、胎儿娩出时

作者单位：２３５３００安徽省砀山县人民医院麻醉科

的Ａｐｇａｒ评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测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产妇年龄、身高、体重、ＡＳＡ分级、气道压峰
值、胎儿娩出时的 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 １。２组插入喉罩／导管前、拔出喉
罩／导管前的 ＭＡＰ、Ｈ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插入喉罩／导管后、拔出喉罩／导管后的 ＭＡＰ、
ＨＲ的变化，插管组均高于喉罩组（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１　２组产妇的一般情况和气道压峰值、胎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ｎｉ＝２０，ｘ±ｓ）

组别 年龄（岁）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Ｐｍｅａｋ（ｃｍＨ２Ｏ） 胎儿Ａｐｇａｒ评分

喉罩组 ２７．４０±２．６５ １６１．００±３．５６ ７２．０２±６．４３ １１．３０±２．３０ ９．４３±０．６５
插管组 ２７．５７±３．０１ａ１６２．２７±３．４３ａ７３．２３±６．２６ａ １２．５８±２．２３ａ ９．４０±０．７２ａ

　　注：与喉罩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产妇血流动力学的变化（ｎｉ＝２０，ｘ±ｓ）

组别
ＭＡＰ（ｍｍＨｇ）

插入喉罩／导管前 插入喉罩／导管后 拔除喉罩／导管前 拔除喉罩／导管后
喉罩组 ９１．７±８．９ ６９．７±９．７ １０３±１１．８ ９５．３±１１．９
插管组 ８９．１±８．９ａ ８７．９±２１．７ｂ ９６．５±２１．６ａ １０２．６±１１．３ｂ

组别
ＨＲ（次／ｍｉｎ）

插入喉罩／导管前 插入喉罩／导管后 拔除喉罩／导管前 拔除喉罩／导管后
喉罩组 ８９．２±１１．２ ７５．７±１１．２ ７２．４±１３．６ ７９．６±１３．０
插管组 ８１．１±１５．４ａ ８９．７±２１．７ｂ ７３．５±７．２ａ ９３．２±１０．８ｂ

　　注：与喉罩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目前对于椎管内麻醉失败或有对椎管内麻醉禁忌
症的产妇，多采用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由于考虑到

静脉麻醉诱导药对胎儿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氯胺酮０．５
ｍｇ／ｋｇ复合丙泊酚１～１．５ｍｇ／ｋｇ静脉诱导，比相关的
报道剂量偏小［３］。因此在浅麻醉下行气管插管，由此

引起产妇强烈的应激反应，表现为血压突然升高、心率

增快［４］，虽时间短暂，但很强烈，对产妇的生理干扰较

大。又由于足月孕产妇体内水钠潴留致舌、口腔和咽

喉部水肿，整个呼吸道黏膜毛细血管充血肿胀［５］，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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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孕妇脂肪堆积于乳房和面部，使困难气管插管的发

生率大大提高。随着喉罩（ＬＡＭｓｕｐｒｅｍｅ）的临床应
用，其独特的双管塑型设计，使其置入操作简单，置入

成功所需时间短，且置入成功率高［６］。置入后放入胃

肠引流管，大大降低返流误吸的风险［７］。其气囊周边

的设计使气罩和咽喉部紧密贴合，使气道密封性增

加［８］。尤其是喉罩的置入不需要借助器械暴露声门，

对声门无刺激，同时避免了气管插管时，直接喉镜对会

厌、舌根和咽喉部肌肉的刺激［９］，从而显著减轻了产妇

的应激反应。麻醉诱导期间血流动力学稳定性提高，

浅麻醉下也能耐受，同时也可降低新生儿抑制的发生

率［１０］。

本研究将喉罩（ＬＡＭｓｕｐｒｅｍｅ）替代气管插管应用
于剖宫产术中，２组产妇均为择期行剖宫产术，术前常
规禁食，均未发生返流、误吸和喉痉挛等。综上所述，

喉罩（ＬＡＭｓｕｐｒｅｍｅ）操作简便，避免了喉镜和气管导
管对咽喉、气道的刺激，其插入和拔除对产妇的血流动

力学影响明显优于插管组，且能得到满意的通气，安全

可靠，用于剖宫产全身麻醉有显著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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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长期用药后的蓄积和毒副反应也较以往相关药

物减少，可以作为长期镇痛的首选局麻药。本研究的

选择性神经阻滞疗法是将枸橼酸芬太尼药物注入病变

神经根，其可以迅速缓解神经根炎症，使受损神经的修

复得到很快的恢复，直接镇痛的同时阻断交感神经传

导通路，打破了疼痛的恶性循环。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９４．７％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
率６５．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０时间
点，２组的疼痛 ＶＡＳ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在Ｔ１、Ｔ２、Ｔ３、Ｔ４时间点疼痛 ＶＡＳ评分均
显著低于同组Ｔ０时间点（Ｐ值均＜０．０１），观察组改善
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２组患者治疗后１、２、３和４周的 ＰＳＱＩ评分明显
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观察
组治疗后１、２、３和４周的 ＰＳＱＩ评分显著低于对照（Ｐ
＜０．０１）。提示枸橼酸芬太尼选择性神经根阻滞疗法
可以有效的改善带状疱疹后遗症患者的疼痛对睡眠的

影响及患者的生活质量。

神经阻滞疗法包括硬膜外阻滞疗法可以有效控制

疱疹相关性疼痛，但并不能预防 ＰＨＮ的形成，而以局
麻药联合激素局部浸润则可使 ＰＨＮ局部疼痛明显缓
解［１３］。故配合适量激素能明显缩短病程和缓解疼痛，

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减轻神经组织的炎症损伤，改

善病变部位血液循环，有利于创伤修复。在用药的同

时要注意枸橼酸芬太尼的不良反应，特别是合并用药

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在用药的时候要注意剂量等。本

研究中出现了轻中度不良反应，经对症处置后缓解或

消失，提示枸橼酸芬太尼选择性神经根阻滞疗法是安

全可靠的。

综上所述，应用枸橼酸芬太尼选择性神经根阻滞

疗法对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患者是安全可靠的，不

但可以有效减少疼痛的产生，也可以有效改善疼痛对

睡眠的影响及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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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结节性甲状腺肿及甲状腺乳头状癌的 ＣＴ鉴别诊断
曹怀红，郑穗生，相丽

摘要：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ＣＴ在结节性甲状腺肿及甲状腺乳头状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总结ＣＴ诊断此两种疾
病的经验，提高鉴别诊断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４月经手术
病理证实的１２例甲状腺乳头状癌和３０例结节性甲状腺肿的ＣＴ表现，将它们分成２组（恶性／良性）并加以分析。
结果　甲状腺乳头状癌与结节性甲状腺肿在病变的密度，颈部淋巴结是否肿大无明显差异；２组患者在病灶的数
目、钙化及包膜是否完整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结节性甲状腺肿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鉴别，ＣＴ可提
供较为全面的信息，在结节性甲状腺肿及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乳头状癌；多层螺旋ＣＴ；鉴别诊断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１．３　Ｒ７３６．１　Ｒ８１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９４０３

　　据相关资料统计，甲状腺癌是近２０年发病率增长
最快的实体瘤，年增长率６．２％，甲状腺乳突状癌是甲
状腺癌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其占成人甲状腺癌的

７０％，儿童甲状腺癌几乎都是乳突状癌。而乳突状甲
状腺癌无论是病理类型还是临床症状都与结节性甲状

腺肿十分相似，临床鉴别有一定困难。故对二者的鉴

别诊断研究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１２例
甲状腺乳头状癌与３０例结节性甲状腺肿的病变，以提
高对两者诊断的准确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４２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结节性甲状
腺肿３０例和甲状腺乳头状癌１２例。所有患者均因颈
部不适、肿块或体检发现，其中２例伴有声音嘶哑，均
有完整的ＣＴ资料、手术记录及病理资料。
１２　检查方法　４２例均进行美国 ＧＥ公司生产 ｌｉｇｈｔ
６４排１２８层ＶＣＴ平扫及增强检查。常规平扫后注射
对比剂，扫描的层厚及层间距都是０．５ｍｍ。扫描完成
后将所采集原始数据传至４．４工作站行矢状位及冠状
位重建。

１３　图像比较分析　将１２甲状腺乳头状癌与３０结
节性甲状腺肿分为良、恶性２组，由２位放射科副主任
医师对２组病灶的 ＣＴ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重点观
察：①病灶数目（单发或多发）；②病灶密度（均匀或不
均匀）；③有无钙化及钙化形态（沙砾样或弧形）；④病
灶包膜是否完整（完整或不完整）；⑤有无淋巴结肿大
（淋巴结直径大于１ｃｍ。）；⑥病灶强化程度（低于或高
于正常甲状腺组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方
差分析χ２检验，统计结果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００安徽省长丰县医院放射科（曹怀红）；２３０６０１
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郑穗

生，相丽）

通讯作者：郑穗生，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ｇｓｓ０５０９＠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２　结　果
　　χ２检验表明，病灶的包膜是否完整，数目单发还
是多发及有无钙化有助鉴别甲状腺肿及甲状腺乳头状

癌，而病灶的密度、淋巴结情况对鉴别两者无太大价

值。

２１　性别与年龄　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男性３例，占
２５％，女性９例，占７５％；年龄１８～７４岁，平均４７岁；
结节性甲状腺肿组：男性７例，占２３．３％，女性２３例，
占７６．７％，患者年龄２３～７４岁，平均４５岁；２组性别、
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病变 ＣＴ表现特征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 ＣＴ
表现为均匀的稍低密度影，增强后中等到明显强化，强

化程度明显高于正常甲状腺组织。多数包膜不完整，

当乳头状甲状腺癌体积较大时 ＣＴ也表现为密度不
均，增强后肿瘤实性部分明显强化，囊性部分不强化；

结节性甲状腺肿病灶密度多不均匀，增强后病灶呈中

等度强化，强化程度低于正常甲状腺组织。其强化程

度较乳头状癌低。大多都有完整包膜。结节性甲状腺

肿大多数病灶是多发的，而甲状腺乳头状癌病灶多数

为单发。两者病灶内都可见钙化影，但其钙化形态略

不同，结节性甲状腺肿多见长条形或弧形，甲状腺乳头

状癌多是沙粒状及不规则状。具体见表１、图１～１２
（图３，图６，图９，图１２，见封三）。

３　讨　论
　　近来由于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甲状腺结节发现
率越来越高。甲状腺肿和甲状腺癌是最常见的甲状腺

良、恶性结节，正确认识他们非常重要。结节性甲状腺

肿的发生与缺碘和促甲状腺激素刺激关系密切，该病

变早期多表现为单纯性甲状腺肿，随着病变的进展，因

甲状腺组织反复增生和修复，伴纤维间隔及结节形成

转变为结节性甲状腺肿，其属于非毒性甲状腺肿的后

期阶段，即结节期的表现，是甲状腺最常见的良性病

变［１］。病理上分为弥漫型、多发型及局限型。甲状腺

癌的发生与电离辐射、过量摄入硝酸盐及职业接触多

·４９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环芳烃类物质有关。甲状腺癌病理上分为：乳头状癌、 滤泡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其中乳头状癌约占８０％。
表１　结节性甲状腺肿和甲状腺乳头状癌ＣＴ征象分析（例）

组别 例数
病灶数目

单发 多发

病灶增强密度

均匀 不均匀

钙化

有 无

淋巴结

有 无

包膜

完整 不完整

甲状腺乳头状癌 １２ ９ ３ ７ ５ ９ ３ ７ ５ １ １１
结节性甲状腺肿 ３０ ９ ２１ １２ １８ ３ ２７ １７ １３ ２３ ７
χ２值 ７．０９ １．１６ １７．７４ ２．４５ ７３．４７
Ｐ值 ０．００８ ０．２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０

　　注：见左侧甲状腺病灶内砂
砾样钙化。

图１　甲状腺乳头状癌 ＣＴ
平扫

　　注：病灶实质部分强化，强
化程度低于正常甲状腺组织，包

膜欠清晰。

图２　甲状腺乳头状癌增强
ＣＴ

　　注：病灶内可见圆点状钙
化。

图４　甲状腺乳头状癌 ＣＴ
冠状位

　　注：增强后病灶实质中等程
度强化，包膜显示模糊。

图５　甲状腺乳头状癌 ＣＴ
横断位

　　注：病灶钙化位置偏周边，
边界尚清晰。

图７　结节性甲状腺肿 ＣＴ
平扫

　　注：病变内见较大囊变，病
灶包膜清晰完整。

图８　结节性甲状腺肿增强
ＣＴ

　　注：病灶呈囊状，可见间隔
线样改变。

图１０　结节性甲状腺肿 ＣＴ
冠状位

　　注：病灶内见小结节状强化
灶，甲状腺左叶可见多发低密度

结节影。

图１１　结节性甲状腺肿 ＣＴ
横断位

　　结节性甲状腺肿无论是临床症状还是病理类型上
与乳头状甲状腺癌都十分相似，临床诊断非常困难，虽

然Ｂ超检查对甲状腺结节早诊断早发现具有重要意
义［２］，但ＣＴ扫描对判断甲状腺结节的性质具有更重要
的价值，尤其是 Ｃ能谱 ＣＴ的应用日臻增多，其价值也
得到进一步肯定［３］。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

行鉴别，①病灶数目：结节性甲状腺肿早期为弥漫性甲
状腺滤泡增大，滤泡高度扩张，滤泡壁细胞扁平，扩张

的滤泡汇集成大小不等的结节，故形成多发结节性甲

状腺肿。所以结节性甲状腺肿多为多发病灶。而甲状

腺乳头状癌是各种致癌因素引起滤泡细胞基因突变形

成。从发病原因上来说，不具备多发的条件，本组甲状

腺乳头状癌肿块主要为单发，符合其发病原因及病理

过程。当然，也有多灶性乳头状甲状腺癌，其多发生于

双侧甲状腺［４］。②病灶密度及增强表现：结节性甲状
腺肿的病理基础是滤泡的不断增生及扩大，所以可见

是乳头状结节形成，结节之间表现为间隔线影，以上特

性决定了结节性甲状腺肿的病灶密度不均。病灶内间

隔线影是诊断结节性甲状腺肿的重要参考标准［５］。而

甲状腺乳头状癌肿瘤体积较小时，ＣＴ可表现为均匀的
稍低密度影，增强后中等到明显强化，甲状腺癌的强化

高于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能与肿瘤供血丰富有关［６］。

当甲状腺乳头状癌体积较大时，由于肿瘤组织发生囊

变、坏死，残存的实性部分也表现为乳头状结构，ＣＴ也
表现为密度不均，增强后肿瘤实性部分显著强化。所

以病灶的密度和强化程度对结节性甲状腺肿与甲状腺

乳头状癌的鉴别诊断无特别的意义。③病灶有无钙化
及钙化形态：结节性甲状腺肿出现钙化不多，且钙化多

为弧形或长条形，韩志红等认为弧形钙化是结节性甲

状腺肿的特征性表现［７］。本组共３０例结节性甲状腺
肿仅３例出现钙化，且可见弧形钙化；甲状腺乳头状癌
的钙化比例较高，且多为中心沙砾样或细小点状钙化。

就本组病例来说，１２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有９例出现钙
化，与俞炎平等学者认为沙砾样钙化是甲状腺癌的特

征相一致［８］。国外学者大部分认为细颗粒状钙化对甲

状腺癌诊断具有特征性，尤其是甲状腺乳头状癌［９］。

因此甲状腺结节内出现中心沙砾样钙化倾向于甲状腺

乳头状癌的诊断。④病灶包膜是否完整：结节性甲状
腺肿为甲状腺滤泡的不断增生及高度扩张，病理上结

节性甲状腺肿包膜相对完整；而甲状腺乳头状癌是甲

状腺滤泡上皮乳头状增生和血管再生，其肿瘤细胞常

穿透包膜向周围组织浸润破坏，所以甲状腺乳头状癌

大多数无完整包膜。本组结节性甲状腺肿包膜完整２３
例，而甲状腺乳头状癌包膜完整仅１例，统计学分析也
证明二者之间具有明显差异性。⑤淋巴结肿大：淋巴
结是免疫细胞聚集和免疫应答发生的场所，本研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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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组病变周围淋巴结的形态、密度、强化特点进行分
析，有学者对淋巴结增强方式做过研究，部分学者认为

淋巴结长短轴有助于淋巴结良恶性的诊断，由于本研

究样本量较少，故未做分析。仅统计了肿大淋巴结的

有无，统计学分析重大淋巴结有无对鉴别结节性甲状

腺肿及甲状腺乳头状癌无意义。

综上所述，对结节性甲状腺肿与甲状腺乳头状癌

的鉴别，ＣＴ可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结节性甲状腺肿
与甲状腺乳头状癌在病变有无钙化及病变的单发或多

发对ＣＴ的鉴别诊断有很大价值，单发病灶数目与病灶
内中心钙化有助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病灶包膜

的完整性对二者的鉴别也具有一定价值。李瑞利

等［１０］认为弧形钙化是结节性甲状腺肿的典型表现。

这说明钙化特征在甲状腺肿及甲状腺乳头状癌鉴别诊

断中具有一定作用。鉴于本文病例较少，有些ＣＴ征象
还有待积累病例进一步研究，临床工作中二者的鉴别

有时还是有一定困难，必要时我们可结合临床生化检

查，例如雌孕受体参与乳头状癌的发生发展，检测其含

量可能对乳头状癌早诊断提供帮助［１１］。病灶组织中

锌指蛋白２１７的过表达可能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病变的
进展有关［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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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胃部括约肌舒张和收缩能力，过量分泌胃酸，

胃黏膜受侵蚀严重，出现溃疡及出血［７９］。传统治法常

以基础治疗加奥美拉唑服用，但长时间临床观察发现，

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我院现以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

对胃溃疡合并胃出血进行治疗。上述结果中可见，观

察组显效率为６２．８％，明显高于单用奥美拉唑的对照
组的 ３４．９％，无效率为 ４．６％，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２３．２％，治疗后症状评分（５．０±０．９）明显低于对照组
（９．４±１．１），各项不良反应发生率基本持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从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在各项数据中

均占有明显优势，虽两种药物联合使用，但是不良反应

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奥美拉唑属于质子泵抑制剂，效

果在临床上得到一致肯定，其抑制胃酸分泌能力强，是

由于可以从根本上抑制质子泵的活性，药物半衰期时

间长，总药效能够达１５ｈ，很大程度缓解胃酸对食管和
胃黏膜的损害，使食管和胃黏膜愈合完善，既有效控制

了胃溃疡发展，又可以治疗胃溃疡和胃出血创口。铝

碳酸镁能够有效使已分泌胃酸中和，对胃溃疡的治疗

辅助作用明显［１０１１］。

综上所述，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胃溃疡合

并胃出血临床疗效好，症状评分低，不良反应无特殊性

增高，适合临床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１］　冯莉．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效果观察

［Ｊ］．中国当代医药，２０１３，２０（２）：７８７９．
［２］　ＹｏｕｎｇＨｏｏｎＹｏｕｎ，ＹｏｎｇＪｉｎＰａｒｋ，ＪａｅＨａｋＫｉｍ，ｅｔａｌ．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１２，４
（２）：４１４３．

［３］　米玛多吉．铝碳酸镁咀嚼片联合奥美拉唑治疗胃溃疡的疗效观察
［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２０１３，４（１４）：１４５１４６．

［４］　ＮｅｖｅｎＬｊｕｂｉｃｉｃ，ＩｖａｎＢｕｄｉｍｉｒ，ＡｌｅｎＢｉｓｃａｎｉｎ．Ｅｎｄｏｃｌｉｐｓｖｓｌａｒｇｅｏｒ
ｓｍａｌｌｖｏｌｕｍｅ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ｉｎ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Ｊ］．
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８（２６）：４３４４．

［５］　乐世豪．奥美拉唑治疗胃溃疡合并出血的临床观察［Ｊ］．中国当代
医药，２０１６，１８（６）：１０２１０３．

［６］　ＨｓｉｕＣｈｉＣｈｅｎｇ，ＢｏｒＳｈｙａｎｇＳｈｅｕ．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ｐｒｏｔｏｎｐｕｍ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ｆｏｒ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ｓ［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１４，１１（１３）：５６５７．

［７］　金凤．铝碳酸镁联合奥美拉唑治疗胃溃疡的临床疗效观察［Ｊ］．实
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３，７（１５）：９４９５．

［８］　ＨｗａｉＪｅｎｇＬｉｎ．Ｒｏｌｅｏｆｐｒｏｔｏｎｐｕｍ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ｅｐｔｉｃｕｌｃｅｒ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１４（８）：８９９２．

［９］　张锦春．铝碳酸镁和奥美拉唑联合治疗胃溃疡的比较［Ｊ］．中国现
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１，５（４）：１７８１７９．

［１０］　ＲｏｍａｒｉｃＬｏｆｆｒｏ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ｕｏｄｅｎａｌｕｌｃｅｒ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ｓｄｅａｄ［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２３（１２）：１２３１２５．

［１１］　ＲｏｍａｒｉｃＬｏｆｆｒｏｙ，ＢｏｒｉｓＧｕｉｕ．Ｒｏｌ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ｅｍｂｏ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ｓｓ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ｆｒｏｍ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ｎａｌｕｌｃｅｒｓ［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７（３）：１４５１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０

·６９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全科临床研究·

甲亢性心脏病患者在治疗前后血脑钠肽水平的变化
巩东坤，李媛媛

摘要：目的　探讨甲亢性心脏病患者血清脑钠肽（ＢＮＰ）水平与心功能的相关性，研究ＢＮＰ检测在甲亢心诊断、治
疗中的作用。方法　对比分析３８例甲亢心、２７例单纯甲亢和２０例正常人的血清甲状腺激素（ＦＴ３、ＦＴ４）、ＢＮＰ水
平的差异；观察甲亢心治疗中早期抗心衰治疗（１周）、持续的抗甲状腺治疗（３月）对血 ＢＮＰ的影响。结果　甲
亢组和甲亢心组的血ＢＮＰ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１），甲亢心组的 ＦＴ３、ＢＮＰ水平高于甲亢组（Ｐ＜０．０１）、ＢＮＰ
水平和心功能分级呈正相关（ｒ＝０．７０２，Ｐ＜０．０１）。甲亢心患者治疗１周时、治疗３月后血ＢＮＰ水平较治疗前均
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治疗１周时的甲状腺激素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短期抗心衰治疗和持续抗甲状腺治疗均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改善甲亢心的心功能、降低血ＢＮＰ水平。ＢＮＰ可以作
为较好的临床观察指标。

关键词：甲亢性心脏病；脑钠肽；心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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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功能亢进性心脏病（ｈｙｐｅｒ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ＨＤ）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常见、严重并发
症之一［１］。由于甲亢产生过多的甲状腺激素，长期作

用可以导致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临床上表现为心

律失常和心力衰竭。脑钠肽（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
ＢＮＰ）是利钠肽系统成员之一，是因为心室壁张力和负
荷改变导致心室肌细胞合成和分泌的。研究认为ＢＮＰ
可以反映心功能不全者左心室的功能状况［２］，有研究

认为ＢＮＰ水平与甲亢性心脏病的心功能也正相关［３］，

但缺乏关于甲亢性心脏病治疗过程中近期抗心衰治疗

与长期抗甲亢治疗对血 ＢＮＰ水平影响异同的研究。
本文对３８例甲亢性心脏病患者进行诊断时、治疗后初
期、治疗３个月后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我院住
院及门诊诊治的甲亢及甲亢性心脏病患者６５例，其中
甲亢患者２７例、甲亢心患者３８例。另外以我院门诊
体检的正常人为对照组，２０例。甲亢组男性７例、女
性２０例，年龄３９～５５岁，平均（４３．７８±１１．２０）岁；甲
亢心组男性 １１例、女性 ２７例，年龄 ４１～５８岁，平均
（４５．１０±１２．２２）岁。对照组男性６例、女性１４例，年
龄３２～５２岁，平均（４２．２３±９．６１）岁。３组的年龄、性
别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
１。
１２　诊断标准　甲亢的诊断依据２００６年版《中国甲
状腺疾病诊治指南》标准：①临床高代谢的症状和体
征。②甲状腺体征：甲状腺肿和（或）甲状腺结节。③
血清游离甲状腺原氨酸（ＦＴ３）、血清游离甲状腺素
（ＦＴ４）增高和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降低。甲亢性心脏
病诊断依据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ＮＹＨＡ）的标准：①
确诊甲状腺功能亢进；②有心脏扩大、心力衰竭、心律
失常等其中１项异常；③排除其它心脏疾病、慢性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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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肺疾病、严重肾脏疾病等。④甲亢控制后心脏异常
明显好转或消失。并根据 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对甲亢
心患者进行分级，其中心功能Ⅰ级１１例、Ⅱ级１２例、
Ⅲ级９例、Ⅳ级６例。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甲亢治疗方法　本组患者确诊为甲亢后，给予
他巴唑１０ｍｇ，３次／ｄ，口服或者给予丙基硫氧嘧啶１００
ｍｇ，３次／ｄ，口服。定期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和甲状
腺功能，根据症状好转情况、ＦＴ３、ＦＴ４和 ＴＳＨ恢复情
况调整抗甲状腺药物剂量。有１０例甲亢心患者，因为
心功能不全或房颤及房扑心率，在控制心衰后，采用
１３１Ｉ治疗甲亢。
１３２　心脏病的处理　合并有心动过速或者快速房
颤的患者加用普萘洛尔３０～６０ｍｇ／ｄ，分３次口服；根
据心力衰竭的情况给予强心药物治疗。在１周左右，
患者的心功能不全症状均有明显好转。

１４　观察指标　甲亢心患者分别在诊断初、治疗初期
（１周）、３月后的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６ｍｌ各一次，测
定脑钠肽（荧光层析法，广州万孚 ｗｏｎｄｆｏ型智能荧光
干式定量分析仪）及血清 ＦＴ３、ＦＴ４和 ＴＳＨ（化学发光
法，西门子ｃｅｎｔａｕｒＸＰ）等各项指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
方差分析，甲亢心治疗前后自身比较用配对 ｔ检验，血
ＢＮＰ浓度以及治疗前后的差值不符合正态分布，取自
然对数（ｌｎ）转换数据后进入分析。血 ＢＮＰ与心功能
分级相关性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甲亢组和甲亢心组的血浆ＦＴ３、ＦＴ４及ＢＮＰ水平
的对比　３组的年龄、性别构成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甲亢组和甲亢心组的血 ＦＴ３、ＦＴ４、ＢＮＰ均
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１），甲亢心组的 ＦＴ３、ＢＮＰ水
平高于甲亢组（Ｐ＜０．０１），甲亢组和甲亢心组的 ＦＴ４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甲亢心组心功能分级与 ＢＮＰ的关系　从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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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Ⅳ级，甲亢心患者的血ＢＮＰ水平随着心功能不全
的程度逐渐升高（Ｐ＜０．０１），心功能Ⅲ级、Ⅳ级患者的
血ＢＮＰ水平高于心功能Ⅱ级患者（Ｐ分别 ＜０．０５、

０．０１）。见表２。血ＢＮＰ与心功能分级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性分析结果显示，ＢＮＰ水平和心功能分级呈正相关
（ｒ＝０．７０２，Ｐ＜０．０１）。

表１　３组血清甲状腺激素和ＢＮＰ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ＦＴ３（ｐｍｏｌ／Ｌ） ＦＴ４（ｐｍｏｌ／Ｌ） ＢＮＰ［ｌｎ（ｎｇ／Ｌ）］

甲亢组 ２７ ７／２０ ４３．７８±１１．２０ １３．１５±６．０７ａ ４５．４０±７．７２ａ ５．１６±０．４７ａ

甲亢心组 ３８ １１／２７ ４５．１０±１２．２２ ２０．６６±７．２４ａｂ ３９．１２±６．５４ａ ６．０２±０．６７ａｂ

对照组 ２０ ６／１４ ４２．２３±９．６１ ４．５２±１．９２ １５．２７±３．５３ ３．４７±０．５２
χ２或Ｆ值 ０．１１１ｃ ０．３３２ ５４．８２６ １１．７６４ １２７．３９５
Ｐ值 ０．９４６ ０．７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与甲亢组比较，ｂＰ＜０．０１。ｃ为χ２值。
表２　甲亢心组心功能分级与ＢＮＰ的相关性

心功能分级 例数 ＢＮＰ［ｌｎ（ｎｇ／Ｌ）］

Ⅰ级 １１ ５．３９±０．５６
Ⅱ级 １２ ５．９４±０．４９ａ

Ⅲ级 ９ ６．３８±０．３７ｂｃ

Ⅳ级 ６ ６．８１±０．２１ａｂ

Ｆ值 １４．９０８
Ｐ值 ０．０００

　　注：与心功能Ⅰ级比较，ａＰ＜０．０１；与心功能Ⅱ级比较，ｂＰ＜
０．０１，ｃＰ＜０．０５。

２３　甲亢心患者治疗前后血甲状腺激素和 ＢＮＰ的比
较　甲亢心患者治疗１周时血ＦＴ３、ＦＴ４水平与治疗前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 ＢＮＰ水平较治疗
前有下降（Ｐ＜０．０１）；治疗３月后血 ＦＴ３、ＦＴ４及 ＢＮＰ
水平较治疗前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甲亢心患者治疗１周和３月后血甲状腺激素和ＢＮＰ

水平的变化（ｘ±ｓ）

观察时间 ＦＴ３（ｐｍｏｌ／Ｌ） ＦＴ４（ｐｍｏｌ／Ｌ） ＢＮＰ［ｌｎ（ｎｇ／Ｌ）］

诊断初 ２０．６６±７．２４ ３９．１２±６．５４ ６．０２±０．６７
治疗１周前后ｄ值 －１．３５±４．２１ －１．５３±４．９３ －０．２６±０．２３ａ

治疗３个月前后ｄ值 －１３．３６±５．１０ａ －１７．０３±４．２４ａ －１．０１±０．６５ａ

　　注：与诊断初比较，ａ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甲亢性心脏病（ＨＨＤ）患者由于有过多的甲状腺
激素的作用，会影响心肌细胞的三磷酸腺苷合成、心肌

收缩，逐渐出现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的表现［４］。ＢＮＰ
是一种含有３２个氨基酸的多肽激素，它有利钠、利尿、
扩张血管、拮抗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而有抗心
衰的作用，是机体在心衰时的一种代偿性反应，主要由

心室肌细胞分泌。各种心脏疾病中，ＢＮＰ水平可以反
映心功能不全的程度［５］，在 ＨＨＤ中也有类似报道［６］：

甲亢心患者的血、尿ＢＮＰ的水平明显高于单纯甲亢患
者及正常对照，而且甲亢心患者的血 ＢＮＰ与 ＦＴ３、ＦＴ４
水平亦正相关［３，７］。但也有研究认为 ＦＴ３、ＦＴ４与 ＢＮＰ
无相关性的报道［８］。本研究对甲亢、甲亢心患者的上

述指标进行分析，甲亢心组的 ＦＴ３、ＢＮＰ水平高于甲亢
组（Ｐ＜０．０１），而两组 ＦＴ４水平差异无显著性。这说
明了ＦＴ３升高与甲亢心的发生和 ＢＮＰ升高更加密切，
是否是因为ＦＴ３对心肌细胞的作用更强烈则需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有研究者对甲亢心患者左心室功能与

ＢＮＰ进行相关性分析，认为 ＢＮＰ可以作为心功能不全
的诊断和疗效判断指标［９］。本研究按心功能分级进行

ＢＮＰ水平的比较，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心

功能不全程度的加重，血 ＢＮＰ水平逐渐升高（Ｐ＜
０．０１），二者的相关系数ｒ＝０．７０２，证实了 ＢＮＰ水平的
高低与甲亢心衰程度呈正相关。

由于甲亢时过多甲状腺素使得心肌β受体对儿茶
酚胺的敏感性增加、心肌Ｎａ＋Ｋ＋ＡＴＰ酶活性增强，促
进Ｎａ＋外流，Ｋ＋内流，影响心肌细胞电生理活动，心率
增快及心输出量增加、心脏负荷加大从而发生甲亢性

心脏病［１０］。所以，降低甲状腺激素可以减轻 Ｔ３、Ｔ４对
心肌的影响，成为根治甲亢心的最重要途径。甲亢的

治疗方法有手术、１３１Ｉ和口服药治疗３种［１］。有研究提

示甲亢心的治疗过程中心功能的恢复，除了甲状腺激

素水平的降低外，还可能与白介素１、肿瘤坏死因子
α、内皮素的降低有关［１１］。洋地黄类药物可以抗心衰、

β受体阻断剂可以减轻心肌缺血坏死、降低窦房结自
律性减慢心室率等都可以在甲亢心治疗中发挥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了甲亢心患者治疗１周时血 ＦＴ３、
ＦＴ４水平与治疗前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临床表现均有好转、血ＢＮＰ水平较治疗前有下降（Ｐ＜
０．０１），治疗３月后血 ＦＴ３、ＦＴ４及 ＢＮＰ水平较治疗前
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因此，持续
抗甲状腺药物或１３１Ｉ治疗甲亢可以使甲亢性心脏病明
显好转，其机制与甲状腺激素下降有关，但早期抗心衰

治疗对心功能的治疗作用不是通过降低甲状腺激素水

平来达到的，早期抗心衰治疗对于帮助患者恢复心功

能、安全过渡到采用口服药物、１３１Ｉ治愈甲亢、甲亢心的
恢复很重要［１２］。

综上所述，尽早抗心衰，择期选择根治甲亢的方法

治疗有利于心脏的恢复，我们的研究证明甲亢心的诊

治过程中血 ＢＮＰ水平可以作为诊断和疗效观察的临
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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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通气模式对 ＰａＣＯ２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
ＰａＣＯ２受通气功能障碍的影响更大，而这两种通气模
式均可较好地改善ＡＲＤＳ患者的通气功能有关。

众所周知，机械通气会对血流动力学产生影响，高

气道压通气尤其是使用高水平的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
会增加胸腔内压，减少静脉血回流，从而显著减少心输

出量，对血流动力学产生明显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血

压下降，心率也可发生相应的变化。李军等［１４］观察压

力控制通气模式和容量控制通气模式下不同潮气量水

平对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ＰｉＣＣＯ）监测时容量参数
的影响，在正常心功能条件下，心排血指数、胸腔内血

容量指数随潮气量水平的增加而降低，中心静脉压无

明显变化；两种呼吸模式对心排血指数、胸腔内血容量

指数影响均呈下降趋势但无明显差异，可以看出不管

是压力控制通气还是容量控制通气均可影响血流动力

学。李浩等［１５］研究发现对于重症肺炎患者的血压使

用ＰＲＶＣ模式要优于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模式，从理
论上考虑与使用 ＰＲＶＣ模式通气时气道压力较低有
关。但也有研究将６０例呼吸衰竭患者按机械通气的
方式不同随机分为 ＰＲＶＣ组和 ＳＩＭＶ组，并观察气道
峰压、平台压、呼气末正压、肺静态顺应性、血压、心率

的变化，结果发现两组患者的血压、心率无显著差

异［１６］，该研究说明 ＰＲＶＣ与 ＳＩＭＶ这两种通气模式对
呼吸衰竭患者血压、心率的影响无明显差异。而对于

ＡＲＤＳ患者，在本研究中ＰＲＶＣ组与容控ＳＩＭＶ组的收
缩压、舒张压并无明显差异，说明 ＰＲＶＣ与容控 ＳＩＭＶ
这两种通气模式对ＡＲＤＳ患者血压的影响是无显著差
异的。患者在接受 ＰＲＶＣ模式通气时气道压较 ＳＩＭＶ
模式低，推断气道压低时胸腔内压应较低，回心血量增

多，血压理应较ＳＩＭＶ模式为高，但血压可能同时还受
其他多种因素如氧合、应激等综合影响，从而可能导致

本研究中使用这两种通气模式通气时血压无明显差

异。李敏等［１７］研究表明，如ＰＥＥＰ在０～１３ｃｍＨ２Ｏ水
平的范围内增加，心脏功能正常的患者中心静脉压增

加，心排血量、心排血指数、肺毛细血管血流量及外周

血管阻力无明显变化，而对心功能低下的患者 ＰＥＥＰ
增加能明显减少静脉回心血量和肺毛细血管血流量，

心排血量、心排血指数则在一定范围内呈现不同的反

应变化。从李敏等研究可见，可能只有在较高水平

ＰＥＥＰ时，机械通气可加重心室充盈不足，导致血压明
显降低，而本研究中 ＰＥＥＰ的水平设定不高，均为 １０
ｃｍＨ２Ｏ，这可能是造成两种通气模式对血压影响无显
著差异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ＡＲＤＳ患者在使用 ＰＲＶＣ模式机械通
气时气道峰压和平台压可能较使用容控 ＳＩＭＶ模式通

气要低，由机械通气所导致的肺损伤可能较小，而改善

氧合的作用可能要优于容控 ＳＩＭＶ模式，这两种通气
模式对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血压的影响无明显差异。

由此可见，对 ＡＲＤＳ患者的机械通气治疗来说，ＰＲＶＣ
模式或许更为安全有效，这对医务人员在选择通气模

式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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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全麻诱导前肌注右美托咪啶对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鄂道香

摘要：目的　探讨静吸复合全身麻醉前给予肌注右美托咪定对于患者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选取
需要全身麻醉的８６例ＡＳＡⅠ～Ⅱ级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２组患者均采用静吸复合全身麻醉，实验组
患者在诱导前肌注右美托咪啶０．７μｇ／ｋｇ，对照组患者则在诱导前肌注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记录２组患者在入
室（Ｔ０）、诱导前（Ｔ１）、插管前１ｍｉｎ（Ｔ２）、插管时（Ｔ３）、插管后１ｍｉｎ（Ｔ４）、插管后５ｍｉｎ（Ｔ５）、拔管前１ｍｉｎ（Ｔ６）、
拔管时（Ｔ７）、拔管后５ｍｉｎ（Ｔ８）等时间点２组患者肱动脉收缩压（ＳＡＰ）、舒张压（ＤＡＰ）、心率（ＨＲ），以及２组患
者苏醒时间、拔管时间、镇静躁动评分等指标。结果　２组患者Ｔ０、Ｔ１ＳＡＰ、ＤＡＰ、Ｈ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验组Ｔ３与Ｔ７ＤＡＰ、ＨＲ均保持稳定，与Ｔ２、Ｔ６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ＳＡＰ则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与Ｔ２、Ｔ６相比，对照组患者Ｔ３与Ｔ７ＳＡＰ、ＤＡＰ、ＨＲ显著升高（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Ｔ２、Ｔ３、Ｔ４、Ｔ７、
Ｔ８ＳＡＰ、ＨＲ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苏醒时间、拔管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镇
静躁动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在静吸复合全身麻醉前给予肌注右美托咪定能够稳定患者血
流动力学变化，从而降低术后躁动的发生率。

关键词：全麻；右美托咪啶；围术期；血流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１４．２　Ｒ９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７０００２

　　静吸复合全身麻醉患者由于插管、拔管的刺激，以
及手术应激的影响，在围手术期可以引起多种应激激

素的释放以及反射性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血流动

力学的变化和应激反应的发生［１］。右美托咪啶是一种

高选择性α２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具有镇静、镇痛、
抗焦虑和抑制交感活动的作用［２］。本研究观察了静吸

复合全身麻醉前给予肌注右美托咪定对于患者围手术

期血流动力学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 ８６例本院自 ２０１３年 ２月—
２０１４年２月收治的需要进行静吸复合全身麻醉手术
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以下入组标准：①美国麻醉医师
协会（ＡＳＡ）分级Ⅰ ～Ⅱ级［３］；②年龄≥１８岁；③术前
心电图、胸片、肝肾功能等常规检查无异常；④本研究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⑤排除合并心神功能障碍、精神疾病、异常麻醉病史的
患者。将８６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患者４３例，其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１８～５８
岁，平均（４３．２±１３．１）岁，手术类型：肺癌根治术 １８
例，肝叶切除术１２例，甲状腺切除术１０例，乳腺癌根
治术３例，平均手术时间（１８６．８±４５．６）ｍｉｎ；对照组患
者４３例，其中男性２５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１８～６０岁，
平均（４３．５±１３．４）岁，手术类型：肺癌根治术１９例，肝
叶切除术１１例，甲状腺切除术１１例，乳腺癌根治术２
例，平均手术时间（１８６．８±４５．６）ｍｉｎ。２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ＢＭＩ、手术类型、手术时间等一般资料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麻醉方法　２组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均常规连接
心电图、血压监测、脉氧，同时开放外周静脉，并给予乳

酸林格氏液 １５ｍｌ／ｋｇ。实验组患者给予右美托咪啶
０．７μｇ／ｋｇ肌注，对照组患者给予相同剂量生理盐水肌

作者单位：２１４１７４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医院麻醉科

注。给药完成后进行诱导，给予咪唑安定０．０５ｍｇ／ｋｇ、
丙泊酚１ｍｇ／ｋｇ、芬太尼３μｇ／ｋｇ、维库溴铵０．１ｍｇ／ｋｇ
进行诱导，诱导完成后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设置：潮

气量（ＶＴ）６～１０ｍｌ／ｋｇ，呼吸频率（ＲＲ）１２次／ｍｉｎ，氧
流量１．５～２Ｌ／ｍｉｎ，采用２％ ～３％七氟醚、０．１～０．２
μｇ／（ｋｇ·ｍｉｎ）瑞芬太尼维持麻醉，当术者开始封皮时
将七氟醚降至１％～１．５％，封皮结束后停止吸入七氟
醚并将氧流量提高至８Ｌ／ｍｉｎ。拔管指证：①患者出现
意识、吞咽、咳嗽反射、规则自主呼吸、睁眼等；②潮气
量 ＞７ｍｌ／ｋｇ；③吸入空气时 ＳｐＯ２≥９５％，呼吸末
ＰａＣＯ２≤４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２组患者在入室（Ｔ０）、诱导前
（Ｔ１）、插管前１ｍｉｎ（Ｔ２）、插管时（Ｔ３）、插管后１ｍｉｎ
（Ｔ４）、插管后５ｍｉｎ（Ｔ５）、拔管前１ｍｉｎ（Ｔ６）、拔管时
（Ｔ７）、拔管后５ｍｉｎ（Ｔ８）等时间点２组患者肱动脉收
缩压（ＳＡＰ）、舒张压（ＤＡＰ）、心率（ＨＲ），以及２组患者
苏醒时间、拔管时间、镇静躁动评分等指标。苏醒时
间：即停止吸入七氟醚至呼唤患者能够睁眼的时间；拔

管时间：即停止给予麻醉药至拔出导管的时间；镇静
躁动评分：采用 Ｒｉｋｅｒ镇静躁动（ＳＡＳ）评分，危险躁
动、非常躁动、躁动、安静合作、镇静、非常镇静、不能唤

醒分别给７～１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对不同时间点ＳＡＰ、ＤＡＰ、ＨＲ的组内比较采用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组间比较则采用 ｔ检验，对苏醒时间、
拔管时间、镇静躁动评分等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量
资料采用（ｘ±ｓ）表示，检验水准设定为 α＝０．０５，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不同时间血流动力学的比较　２组患者
Ｔ０、Ｔ１ＳＡＰ、ＤＡＰ、Ｈ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验组 Ｔ３与 Ｔ７ＤＡＰ、ＨＲ均保持稳定，与 Ｔ２、
Ｔ６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ＳＡＰ则显著

·００７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升高（Ｐ＜０．０５）；与Ｔ２、Ｔ６相比，对照组患者 Ｔ３与 Ｔ７
ＳＡＰ、ＤＡＰ、ＨＲ显著升高（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 Ｔ２、

Ｔ３、Ｔ４、Ｔ７、Ｔ８ＳＡＰ、ＨＲ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具体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全麻患者不同时间血流动力学的比较（ｎｉ＝４３）

组别 项目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Ｔ８

实验组 ＳＡＰ（ｍｍＨｇ） １２８．５±１２．４ １２９．５±１２．７ １２０．７±１０．８ １２９．４±１１．０ １２５．５±１０．８ １２０．８±１０．９ １２２．１±１１．０ １３０．１±１１．４ １２４．４±１０．６
ＤＡＰ（ｍｍＨｇ） ６９．８±５．７ ７０．４±６．１ ６５．４±６．５ ６８．５±６．６ ６７．０±６．８ ６５．５±７．０ ６７．０±７．２ ６９．４±６．４ ６５．８±７．６
ＨＲ（次／ｍｉｎ） ６８．８±８．７ ７０．９±８．７ ６５．５±７．６ ６６．７±７．７ ６８．５±７．６ ６６．７±７．２ ６５．７±８．０ ６８．２±７．４ ６７．７±６．９

对照组 ＳＡＰ（ｍｍＨｇ） １２９．１±１２．６ １２８．８±１３．０ １２６．８±１２．５ １４０．８±１４．５ １３５．４±１２．６ １２９．６±１０．８ １２５．６±１１．０ １４２．９±１３．１ １３４．４±１２．９
ＤＡＰ（ｍｍＨｇ） ７０．０±６．０ ７１．２±６．５ ７０．０±６．４ ７９．８±６．９ ７５．６±７．０ ７１．２±６．８ ６９．７±７．１ ８０．８±７．２ ７９．８±６．８
ＨＲ（次／ｍｉｎ） ６９．１±８．９ ７１．０±７．９ ６９．８±６．８ ８０．０±７．２ ７８．５±６．９ ７２．２±６．９ ６８．９±７．２ ８１．２±７．６ ７８．８±８．２

２２　２组患者麻醉指标的比较　２组患者苏醒时间、
拔管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镇静
躁动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２。
表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全麻患者麻醉指标的比较（ｎｉ＝４３）

组别 苏醒时间（ｍｉｎ） 拔管时间（ｍｉｎ） 镇静躁动评分（分）

实验组 １８．９±６．８ １３．５±１．５ ４．１±０．８
对照组 １９．２±６．７ １４．２±２．２ ５．４±１．２
ｔ值 ０．２０６１ １．７２３９ ５．９１０８
Ｐ值 ０．８３７２ ０．０８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对于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安全
非常重要，手术患者面临着切皮、探查、出血等手术本

身刺激，以及麻醉诱导气管插管、拔管等麻醉造成的刺

激，从而导致机体对伤害性刺激产生的非特异性的应

激反应［４］。临床表现为患者在围手术期出现血压剧

增、心率增快、心肌耗氧量增加、氧供不足。本研究中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插管时（Ｔ３）、拔管时（Ｔ７）时均
出现明显的血压和心率波动。血流动力学的波动可以

导致心肌缺血、心律失常、手术部位出血、心脑血管意

外等情况的发生，尤其是对于有基础性疾病如高血压、

高龄、心功能不全的患者［５］。袁莉等［６］报道，高血压患

者麻醉诱导期间血流动力学较血压正常的患者波动更

大，更不稳定。伍明明等［７］报道，高血压患者麻醉诱导

期间出现高血压、低血压、脑卒中、心肌梗死、心衰的几

率显著高于血压正常的患者。

右美托咪啶是新型的高度特异性 α２肾上腺素受
体激动剂，人体的α２受体根据亚型的不同分布在不同
部位，因此右美托咪啶具有多重效应［８］。α２Ａ型受体
主要分布在大脑，参与人体抗伤害反应、镇静、镇痛等

多种反应，α２Ｂ型受体主要分布于血管，可以导致血管
收缩和血压升高，α２Ｃ型受体主要分布于多巴胺能神
经元中，可以调节多巴胺能神经传导作用，并可以诱导

机体的低温反应［９］。而右美托咪啶对于人体的作用是

上述受体综合作用的结果，药理学效应主要表现为镇

静、催眠、阵痛、拮抗交感活动。研究发现，缓慢给予右

美托咪啶主要发挥其中枢 α２Ａ型受体的作用，即增加
蓝斑副交感神经活动，拮抗交感活动，降低血压心率；

快速给予右美托咪啶主要发挥其外周 α２Ｂ型受体作
用，导致血管一过性收缩和血压升高［１０］。因此，右美

托咪啶逐渐在不同手术麻醉诱导中得到广泛应用。陈

君［１１］将右美托咪啶应用于全身麻醉颈动脉内膜切除

术中，结果发现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得更加稳定。周

孝道［１２］将右美托咪啶应用于全髋关节置换术中，结果

表明右美托咪啶对患者血流动力学影响小，可以降低

ＣＳＩ，加深麻醉深度，缩短拔管时间和苏醒时间。本研
究结果基本与上述结果一致，上述研究通常采用微泵

输注或静脉滴注的方法，本研究则采取肌注，且达到了

相同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静吸复合全身麻醉前给予肌注右美

托咪定能够稳定患者血流动力学变化，从而降低术后

躁动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１］　冯丹丹，张伟，马正良，等．右美托咪啶复合瑞芬太尼全凭静脉麻醉

对老年开腹手术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的影响［Ｊ］．实用老年医学，
２０１３，２７（２）：１２５１２８．

［２］　李晖，齐娟，戴双波．右美托咪定对心脏手术麻醉诱导期间血流动
力学的影响［Ｊ］．福建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３４（５）：８５８６．

［３］　毋楠，张兴安，周巧梅．右美托咪啶联合丙泊酚对全麻手术患者血
流动力学的影响［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４，２５（８）：６９６６９８．

［４］　季惠，尤新民．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啶对老年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的
影响［Ｊ］．世界临床药物，２０１３，３４（５）：２８５２８８．

［５］　骆佳，孔高茵．右美托咪定对全身麻醉苏醒期躁动及血流动力学的
影响［Ｊ］．医学临床研究，２０１３，３０（９）：１８１８１８２０．

［６］　袁莉，王世端，阎玮．右美托咪啶对高血压患者麻醉诱导期间血流
动力学稳定性的影响［Ｊ］．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１，５
（２３）：７０９２７０９５．

［７］　伍明明，夏一梦．老年高血压患者诱导前予右美托咪啶对插管期血
流动力学的影响［Ｊ］．老年医学与保健，２０１３，１９（２）：１００１０２．

［８］　李然，许幸，吴新民，等．右美托咪定对高血压患者全麻恢复期气管
拔管反应的影响：多中心、随机、盲法、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Ｊ］．
中华麻醉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４）：３９７４０１．

［９］　王维，刘冬梅，张锦．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右美托咪啶对全麻诱导
期股动脉血流动力学的影响［Ｊ］．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１
（６）：４２２４２７．

［１０］　李洁．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啶对鼻内镜手术患者血流动力学及苏醒
期影响的比较［Ｊ］．实用医技杂志，２０１３，２０（５）：５６１５６２．

［１１］　陈君，佟小光．右美托咪啶联合全身麻醉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中
的应用［Ｊ］．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４，１４（２）：８７９２．

［１２］　方梅，努尔波拉提·加列力汗，禚海成，等．右美托咪定对老年患
者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早期认知功能的影响［Ｊ］．临床麻醉学杂
志，２０１２，２８（１２）：１１７５１１７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１

·１０７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全科临床研究·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浓度与脑梗死后认知功能
障碍的相关研究
孙廷强，李正侠，张坤

摘要：目的　观察脑梗死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浓度，并探讨其与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的
相关性。方法　依据改良ＴＯＡＳＴ分型筛选出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型（Ａｔｈｅ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ｓｉｓ，ＡＴ）急性脑梗死患者
３５例，选择与梗死组匹配的健康者３５例作为对照组。对研究组入院第２天即抽取空腹肘静脉血，检测血浆 Ｈｃｙ
浓度、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总胆固醇（ＣＨＯＬ）浓度，对对照组当天即抽取空腹肘静脉血，检测同样指标，运用简
易精神状态量表（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ＭＳＥ）对２组对象进行评估记分值。运用方差分析对２组的血
浆Ｈｃｙ浓度和ＭＭＳＥ分值分别进行统计学分析，了解两者之间有无差异；经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检验分别对２组的
血浆Ｈｃｙ浓度与ＭＭＳ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ＡＴ组和对照组血浆 Ｈｃｙ浓度分别为（２４．５３４±２．８９０）
μｍｏｌ／Ｌ和（９．９８０±２．６０９）μｍｏｌ／Ｌ，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８８．９５７，Ｐ＜０．０５）；ＡＴ组和对照组 ＭＭＳＥ
评分值分别为２０．３４±１．９８４和２７．２６±１．４６２，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７５．４０５，Ｐ＜０．０５）；ＡＴ组中血浆
Ｈｃｙ浓度与ＭＭＳＥ评分值呈明显负相关性（ｒ＝－０．６７５，Ｐ＜０．０５），对照组中血浆Ｈｃｙ浓度与ＭＭＳＥ评分值无明
显相关性（ｒ＝－０．１５０，Ｐ＞０．０５）。结论　①脑梗死患者中血浆 Ｈｃｙ浓度明显高于正常，且脑梗死患者多数存在
一定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②脑梗死患者中伴有高Ｈｃｙ浓度时，多数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
关键词：脑梗死；认知功能障碍；同型半胱氨酸；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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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发病率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逐渐增加。大多数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能力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障碍，尤其卒中后认知障碍，无疑将大大加重

家庭及社会负担［１］。本文通过研究血浆 Ｈｃｙ浓度与
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出现的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关

系，能更好地对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且伴有高 Ｈｃｙ
的患者进行指导治疗。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入选对象选择　来源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在太和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患者及体检
者或住院患者陪护家属，共７０例，年龄为５０～７０岁，
所有入组者均获得知情同意，能够配合完成研究。从

经头颅ＣＴ和／或ＭＲＩ检查证实为急性脑梗死患者中，
按照本研究入选和排除标准依据改良 ＴＯＡＳＴ分型筛
选出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型（Ａｔｈｅ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ｓｉｓ，ＡＴ）
３５例作为研究组。ＡＴ诊断标准：指任一大小、任一部
位梗死，有与梗死相关的颅内或颅外动脉粥样硬化证

据或全身动脉粥样硬化证据。研究组脑梗死诊断符合

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均

经头颅ＣＴ／ＭＲＩ检查证实，脑梗死为首次发生，并行颈
部血管彩超或者心脏彩超证实有动脉粥样硬化证据检

查，有神经功能损害症状和体征，发病前社会适应良

好，发病后神志清醒，语言功能基本无障碍，肌力损害

不严重，能基本配合完成神经心理学检查。

对照组为无明显心脑血管疾病的门诊健康体检者

或住院患者陪护家属，无脑卒中史，无明显认知功能损

作者单位：２３６６００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孙廷
强）；神经内科（李正侠，张坤）

通讯作者：张坤，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ｋｕｎ８６６２１８２＠１２６．ｃｏｍ

害史，无严重躯体疾病史，除外可能影响认知功能的神

经或精神疾病，自愿参加并配合完成本研究，共３５例。
１１２　一般资料　研究组：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５例；年
龄（６３．３４±６．３０）岁；教育年限（９．５７±３．００）年。对
照组：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６１．６３±５．９０）岁；
教育年限（９．１１±２．９０）年。
１１３　排除标准　研究组与对照组排除标准相同，脑
卒中以前诊断有痴呆或者有明显认知障碍的；有意识

障碍的（意识不清，不能配合的）；严重失语或构音障

碍；发病前存在精神障碍的患者；采血前已用溶栓治

疗；重大躯体急性疾病（例如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癌

症等）；有明显的视力、听力障碍。

１２　研究方法　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吸烟、饮酒量的情况，本次病程和既往病史等

资料。所有患者在入院时均先行头颅 ＣＴ检查排除脑
出血，随后７２ｈ内进行了头颅磁共振检查，在弥散成
像（ＤＷＩ像）显示为急性脑梗死病灶，详细记录病灶部
位和病灶数目，病灶体积；住院期间并行颈部血管彩超

或心脏彩超检查，证实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证据存在。

对研究组在住院１０～１５ｄ进行ＭＭＳＥ评分，对对照组
于当天进行ＭＭＳＥ评分，内容包括定向力、记忆力、语
言能力、视空间能力、执行能力和计算能力，评定总分

为３０分，耗时５～１０ｍｉｎ。ＭＭＳＥ评分在２７～３０分为
正常，初中及以上文化（教育年限 ＞６年）评分≤２７分
为认知障碍，教育年限≤６年评分≤２３分为认知障碍。
记录每个研究对象的总分值。对筛选出的研究对象于

发病后７２ｈ内抽取清晨空腹肘静脉血３ｍｌ，用同样方
法抽取对照组清晨空腹肘静脉血３ｍｌ，送至我院生化
室，采用循环酶速率法在我院生化室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上检测血浆 Ｈｃｙ浓度，同时测定低密度脂蛋白
（ＬＤＬ）及总胆固醇（ＣＨ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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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统一编号，建立数据
库，录入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ＭＭＳＥ量表评分值、血
浆Ｈｃｙ浓度、ＬＤＬ、ＣＨＯＬ浓度，利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检测数据采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ｔ检验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统计学结果　对 ＡＴ组、对照组２组的
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年龄和教育年限进行

统计分析，检验２组之间有无差异。ＡＴ组平均年龄
（６３．３４±６．３０）岁、对照组平均年龄（６１．６３±５．９０）
岁，ＡＴ组平均教育年限（９．５７±３．００）年、对照组平均
教育年限（９．１１±２．９０）年，分别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方
差分析，Ｐ值均＞０．０５，年龄及教育年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对 ＡＴ组、对照组２组的性别、吸烟、饮酒因素
进行统计分析；经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和 χ２检验得３组 Ｐ值
均＞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 ＡＴ组、对照组２组
的伴随高血压、糖尿病因素进行统计分析，Ｐ值均 ＞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２组间的 ＬＤＬ、ＣＨＯＬ进
行统计分析，得出２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　２组血浆 Ｈｃｙ浓度和 ＭＭＳＥ分值统计学结果　
对２组血浆Ｈｃｙ浓度进行正态分布性检验，ＡＴ组Ｐ＝
０．９５０，对照组 Ｐ＝０．８６３，Ｐ值均 ＞０．０５，均符合正态
分布，可进行方差分析，方差齐性检验 Ｐ＞０．０５，方差
齐性。行方差分析得 Ｆ＝４８８．９５７，Ｐ＜０．０５，２组之间
血浆Ｈｃｙ浓度有统计学意义。对２组ＭＭＳＥ评分总分
进行正态分布性检验，ＡＴ组 Ｐ＝０．７７７，对照组 Ｐ＝
０．０９５，Ｐ值均＞０．０５，均符合正态分布，可进行方差分
析，方差齐性检验 Ｐ＞０．０５，方差齐性；行方差分析得
Ｆ＝２７５．４０５，Ｐ＜０．０５，２组之间 ＭＭＳＥ得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组间Ｈｃｙ、ＭＭＳＥ比较（ｎｉ＝３５）

组别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ＭＭＳＥ（分值）

ＡＴ组 ２４．５３４±２．８９０ ２０．３４０±１．９８４
对照组 ９．９８０±２．６０９ ２７．２６０±１．４６２
Ｆ值 ４８８．９５７ ２７５．４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２组血浆Ｈｃｙ浓度与 ＭＭＳＥ分值相关分析　对
ＡＴ组中血浆 Ｈｃｙ浓度与 ＭＭＳＥ评分值之间的相关
性，经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检验得 ｒ＝－０．６７５，Ｐ＜０．０５，
两者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如图１所示；对对照组
中血浆 Ｈｃｙ浓度与 ＭＭＳＥ评分值之间的相关性，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检验得ｒ＝－０．１５０，Ｐ＞０．０５，两者之
间无明显相关性如图２所示。

３　讨　论
　　脑卒中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脑卒中后常常伴有认
知功能障碍的发生，６４％的脑卒中患者都存在一定程
度的认知功能缺损。缺血性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多起

病隐匿，病程进展缓慢，多呈逐渐加重［２］。越来越多的

研究表明，血浆Ｈｃｙ水平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

形成密切相关［３４］。正常人体内 Ｈｃｙ含量很少，正常
值为５～１５μｍｏｌ／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Ｈｏｍｏｃｙｓ
ｔｅｉｎｅｍｉａ，Ｈｃｙ）是指空腹 Ｈｃｙ水平高于正常值２倍以
上［５］。国内有研究结果表明，脑梗死组 Ｈｃｙ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ｔ＝７．０５，Ｐ＜０．０１），２组血清Ｈｃｙ升高者
分别占 ７４．０７％和 ２４．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７．６２，Ｐ＜０．０１），提示 Ｈｃｙ水平的升高是脑梗
死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６］，这与国外文献报道也相一

致［７］。在脑梗死的可控危险因素中，高 Ｈｃｙ血症已经
被认为与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血管疾病、吸

烟、肥胖等因素同样重要［８９］。高Ｈｃｙ浓度也是认知的
危险因素，国外有研究结果提示高 Ｈｃｙ血症为认知功
能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１０］。国内也有类似研究，老年

脑梗死伴高血压患者 ＭＭＳＥ评分与血浆 Ｈｃｙ水平明
显相关，且血浆Ｈｃｙ水平与认知功能损害呈高度负相
关，进一步证实高Ｈｃｙ血症是引起认知功能损害的危
险因素［１１］。高Ｈｃｙ血浆浓度引起认知功能障碍的原
因有以下几方面。①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
展：Ｈｃｙ对内皮细胞的直接毒性作用，损害内皮细胞功
能，也可通过上调内皮细胞趋化因子和黏附因子的表

达，这些上调的黏附分子和趋化因子促进动脉粥样硬

化炎性反应的发生。②氧化应激：血 Ｈｃｙ水平升高可
促使氧自由基和过氧化氢的生成，损伤血管内皮细胞，

降低后者释放一氧化氮，使内皮依赖性的血管舒张反

应明显减弱。③遗传因素：Ｈｃｙ代谢过程中相关代谢
酶的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酶活性的下降也是导致血浆

Ｈｃｙ水平升高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④Ｈｃｙ直接损
伤与认知功能相关的神经细胞。

图１　ＡＴ组中Ｈｃｙ与ＭＭＳＥ评分之间的相关分析

图２　对照组中Ｈｃｙ与ＭＭＳＥ评分之间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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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鱼海［１２］等对１５８例急性脑梗死患者检测血
浆Ｈｃｙ浓度，及１２２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检测其血浆
Ｈｃｙ浓度，得结果分别为研究组（１６．５２±６．４８）μｍｏｌ／
Ｌ，对照组（７．７４±１．５６）μｍｏｌ／Ｌ，研究组高于对照组。
陈春暖等对１７２例脑梗死患者检测血浆 Ｈｃｙ浓度及
９１例正常对照组抽血检测血浆Ｈｃｙ浓度，得结果分别
为（１５．９３±１０．９１）μｍｏｌ／Ｌ、（８．５６±２．２１）μｍｏｌ／Ｌ，
梗死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本实验中 ＡＴ组和对照组血
浆Ｈｃｙ浓度均值分别为（２４．５３４±２．８９０）μｍｏｌ／Ｌ、
（９．９８０±２．６０９）μｍｏｌ／Ｌ，ＡＴ组较对照组高，与国内研
究结果一致，也更能说明 Ｈｃｙ是脑梗死的危险因素。
国内张岚、杨涛等研究结果脑梗死组血浆 Ｈｃｙ浓度与
ＭｏＣＡ评分分别为（１９．０５±１０．２８）μｍｏｌ／Ｌ、２５．１７±
０．１２，对照组血浆 Ｈｃｙ浓度与 ＭｏＣＡ评分分别为
（９．２５±３．６１）μｍｏｌ／Ｌ、２６．５６±０．２３，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性分析脑梗死组血浆Ｈｃｙ浓度与ＭｏＣＡ呈负相关。本
实验研究结果，ＡＴ组中血浆 Ｈｃｙ浓度与 ＭＭＳＥ评分
值之间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检验得 ｒ＝－０．６７５，Ｐ＜
０．０５，两者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与张岚、杨涛研究结
果一致。本实验结果也和国内其他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

通过本实验，可以得出，高Ｈｃｙ血浆浓度不但是脑
血管的危险因素，也是导致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的

危险因素，且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相关性。因此，针对临

床上伴有血浆Ｈｃｙ浓度升高的患者可预防性行防止认
知功能障碍发生的相关性治疗，通过积极纠正高血浆

Ｈｃｙ浓度可降低脑梗死发生及再发的风险，可有效降
低认知功能障碍的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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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取出或更换，眼内原有组织结构不受影响［３］。④术
后护理方便：ＩＣＬ在设计上用于长期植入眼睛内部，在
眼内稳定，无需维护。

同意接受ＩＣＬ术的患者主要以年轻人居多，对视
力改善要求迫切，而此项手术费用又较高，患者普遍有

忧虑心理，因此眼科护士自身应具备扎实的眼科理论

知识及操作技能，熟练掌握此项手术前后的护理要点，

向患者解释大致的手术过程及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

症，及时满足患者不同阶段的健康需求［１１］。细致的手

术操作和严密的术后观察护理是手术疗效的保障，因

此护士要认真做好健康教育、心理护理，术后要注意并

发症的观察，并告知其手术后的注意事项，取得患者的

密切配合。另外告知患者术后定期随访也是非常必要

的［１２］。

综上所述，有效的护理干预可以提高有晶体眼人

工晶体植入手术的成功率［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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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垂体后叶素与缩宫素在子宫肌瘤剔除术中的疗效比较
朱成苗

摘要：目的　探讨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ＬＭ）中应用垂体后叶素及缩宫素的止血效果比较。方法　６０例研
究对象为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在庐江县人民医院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子宫肌瘤患者，随机分为 Ａ组和 Ｂ
组，Ａ组３０例一次性在子宫肌壁注射垂体后叶素６Ｕ＋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１００ｍｌ。Ｂ组３０例则一次性在子宫
肌壁注射缩宫素２０Ｕ。比较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的变化，术中出血量的计算以吸引器瓶中的液体总量减去冲
洗液量，即是术中出血量。结果　２组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转进腹，垂体后叶素组与缩宫素组相比，术中出血量
明显减少，Ａ组（１１５．６０±２５．８３）ｍｌ比Ｂ组（１３５．５０±２９．３０）ｍｌ少，（Ｐ＜０．０１）。手术时间（ｍｉｎ）明显缩短，Ａ组
（６６．２０±２９．５５）比Ｂ组（９２．３３±３２．１３）短（Ｐ＜０．０１）。结论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中应用垂体后叶素止血
效果优于缩宫素，可明显减少术中出血，缩短手术时间，值得推广。

关键词：子宫肌瘤剔除术；垂体后叶素；缩宫素；腹腔镜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Ｒ９８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７０５０２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
平滑肌及结缔组织组成，是一种雌激素依赖性肿瘤。

常见于３０～５０岁妇女，２０岁以下少见［１］，恶变率不超

过０．５％，２０％～３０％的生育年龄妇女患有子宫肌瘤，
其中部分有临床症状（局部压迫症状或月经过多）的

患者需手术治疗，大多数需手术的患者有保留子宫的

愿望，维持原有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而腹腔镜手

术具有许多开腹手术不可替代的优点，故腹腔镜下子

宫肌瘤剔除术成为许多患者首选的治疗方法。但 ＬＭ
手术难度大，镜下缝合比开腹手术慢。腹腔镜下子宫

肌瘤剔除术的主要问题是术中止血问题，出血不仅会

增加患者创伤，而且使术野暴露不清，增加手术难

度［２］，以前临床上常用缩宫素止血，但止血效果不好，

现局部注射稀释垂体后叶素已广泛应用于腹腔镜子宫

肌瘤剔除术中，与缩宫素相比，前者对减少术中出血更

有效［３］，２００９年以来，对行ＬＭ术患者术中应用垂体后
叶素止血，并与缩宫素作比较，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医院
ＬＭ患者６０例，年龄３２～４９岁术中证实为肌壁间子宫
肌瘤，子宫肌瘤最大直径≤９ｃｍ，数目≤４个，均行 ＬＭ
术；术后病理均示子宫平滑肌瘤，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

Ａ组和Ｂ组，Ａ组（垂体后叶素）和 Ｂ组（缩宫素），每
组３０例。Ａ组年龄为 ３２～４８岁，肌瘤大小为 ５．５
ｃｍ×４．５ｃｍ×４．４ｃｍ，肌瘤个数１～４个；Ｂ组年龄为
３３～５０岁，肌瘤大小为５．１ｃｍ×４．６ｃｍ×４．３ｃｍ，肌
瘤个数１～４个。２组患者在年龄、肌瘤大小和数目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手术均在月经干净３ｄ后进
行，无心脏病、高血压、支气管哮喘及糖尿病。Ｂ超示
肌瘤长约５～８ｃｍ，平均（５．５±１．７８）ｃｍ，２组的年龄
及肌瘤长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出血量的统计为吸引

器瓶内血量记录量减去冲洗水的量。手术时间以开始

切开皮肤至缝合切口结束为止。

１２　手术方法　全麻成功后，取仰卧位，术中留置尿

作者单位：２３１５００安徽省庐江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管，常规消毒铺巾，纵行切开脐下缘１ｃｍ，穿刺第一个
套管针，成功后置入 ＬＣ，注入 ＣＯ２气体，形成气腹，设
置气腹压为１２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取头
低脚高位，左下腹反麦氏点及耻骨上３ｃｍ偏左侧和右
侧麦氏点穿刺２、３、４套管针为手术操作孔，大小为５
ｍｍ，５ｍｍ，１０ｍｍ，置入操作钳。将穿刺针经腹壁穿刺
孔入子宫肌壁。Ａ组于瘤体与子宫肌层交界处。注射
垂体后叶素６Ｕ稀释１００ｍｌ０．９％ ＮＳ，见子宫收缩变
白，单极电凝于瘤体突出处切开子宫浆肌层，暴露瘤

核，大抓钳钳夹瘤体旋转，同时向外牵拉，电钩切开肌

瘤与假包膜，将肌瘤剥除，将剥出的瘤体置于子宫直肠

窝，由强生公司生产的１０怡桥线连续缝合瘤腔。若
瘤腔深，需分２层缝合，检查创面有无出血，若有渗血
或针眼出血，用双击电凝止血，扩大右侧１０ｍｍ穿刺
口至１８ｍｍ左右，放入粉碎器，将瘤体粉碎成条状取
出，吸净盆腹腔积血，用０．９％ ＮＳ冲洗盆腔，防止瘤体
碎屑残留。取出操作器械及套管针。常规缝合穿刺口

关腹，肌瘤标本送检。Ｂ组患者用缩宫素２０Ｕ在瘤体
与子宫肌层交界处注射，其余操作步骤同 Ａ组，所有
患者术后给予抗生素及缩宫素治疗３ｄ，预防感染和再
出血。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组比较采用χ２检查。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进行统计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术中出血，手术时间的比较，见表１。由表１
可见，Ａ组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均优于 Ｂ组，其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２组ＬＭ患者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ｍｌ） 手术时间（ｍｉｎ）

Ａ组 ３０ １１５．６０±２５．８３ ６６．２０±２９．５５
Ｂ组 ３０ １３５．５０±２９．３０ ９２．３３±３２．１３
ｔ值 ２．７９０５ ３．２７８６
Ｐ值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１８

３　讨　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中常见的良性肿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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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成熟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些年轻，子宫形态变形不明显、无月经改变的患者希

望保留子宫。腹腔镜手术具有微创，对腹腔干扰小，术

中手术视野清晰，术后恢复快，盆腔黏连少、疼痛轻，住

院时间短等好处。因此，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成

为较为理想的手术方式，由于 ＬＭ较开腹手术操作困
难，手术时间长，出血多，所以如何减少出血是 ＬＭ手
术中常见的问题，减少出血就可以使手术视野清晰，降

低镜下缝合的难度，缩短手术时间，其中局部用药止血

效果比静脉用药效果好。

缩宫素又称催产素，是临床常用的促进子宫收缩

的药物，对妊娠子宫收缩效果较好，但对于非妊娠子宫

效果欠佳，可能与缩宫素受体表达少有关［４］。垂体后

叶素是从猪、羊、牛等动物脑垂体后叶提取制成的，含

有缩宫素和加压素［５］，被称之为液体压脉带［６］，代谢

快，半衰期短，在体内仅维持２０～３０ｍｉｎ，故术中缝合
尽量在０．５ｈ内完成。加压素又称为抗利尿激素，有
升高血压和抗利尿作用，子宫血管平滑肌细胞膜上含

有大量的加压素受体，子宫平滑肌细胞膜上也含有大

量的加压素受体，可引起子宫肌肉的强烈收缩，生育

期、妊娠期和绝经期妇女的子宫均表达此受体［７］。所

以垂体后叶素注射子宫肌壁局部，可引起子宫平滑肌

及子宫血管平滑肌均收缩，对妊娠子宫和非妊娠子宫

均有较好的收缩作用，术中子宫平滑肌收缩后，瘤体表

面颜色较正常组织更白，瘤核更突出于子宫切口表面，

界限更清晰，易于剥离；子宫血管平滑肌收缩，术中出

血明显减少，对于非妊娠子宫比缩宫素效果更佳。本

研究表明子宫肌瘤切除术中肌壁注射垂体后叶素出血

量明显少于肌壁注射缩宫素，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手术

难度，减少术后并发症［８］。

垂体后叶素也作用于子宫以外的血管平滑肌细胞

膜上的加压素受体，可以收缩毛细血管前括约肌和内

脏小动脉，对血液循环有影响，故高血压、心脏病患者

禁用［９］。垂体后叶素的半衰期为１０～２０ｍｉｎ，人体应
用最大剂量可达２０Ｕ［１０］，我们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剜除
前采用垂体后叶素６Ｕ在子宫肌层局部注射，安全、有
效［１１］，术中心电监护密切观察，无心脑血管意外的发

生。垂体后叶素对于 ＬＭ术中止血有较大的功效，使
术中出血明显减少，盆腔解剖结构清晰，手术时间大大

缩短，降低了气体栓塞、高碳酸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

使得手术安全性提高，是一种有效的止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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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ＣＡ１２５假阳性时，具有很大价值。

综上所述，血清 ＣＡ１２５在子宫腺肌症中高表达，
且阳性率较高，对子宫腺肌症具有重要的辅助诊断价

值，但ＣＡ１２５特异性不强，因此需要联合血清 ＨＥ４检
测以进一步与子宫其他良恶性疾病相鉴别。

参考文献
［１］　ＶｅｒｉｔＦＦ，ＹｕｃｅｌＯ．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ａｎｄ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ｔｈｅ

ｒｉｓｋ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２０１３，１４
（１０）：５５８９５５９７．

［２］　ＬｕｃｉａｎｏＤＥ，ＥｘａｃｏｕｓｔｏｓＣ，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Ｌ，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ｂｉｏｐｓ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ｔｅｒｕｓ［Ｊ］．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１３，２０（６）：８０３８１０．

［３］　ＭｏｏｒｅＲＧ，ＭｉｌｌｅｒＭＣ，ＳｔｅｉｎｈｏｆｆＭＭ，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ｌｅｖｅｌｓａｒｅｌｅｓ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ｔｈａｎＣＡ１２５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ｓ［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２，２０６（４）：３５１．ｅ１８．

［４］　ＳｉｍｍｏｎｓＡＲ，ＢａｇｇｅｒｌｙＫ，ＢａｓｔＲＣＪｒ．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ＨＥ４ｉｎ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Ｊ］．Ｏｎｃｏｌ
ｏｇｙ（ＷｉｌｌｉｓｔｏｎＰａｒｋ），２０１３，２７（６）：５４８５５６．

［５］　王业芳．子宫腺肌症和子宫肌瘤患者血清ＣＡｌ２５测定的临床意义
［Ｊ］．中国临床医生，２０１０，３８（５）：３８．

［６］　宋波．子宫腺肌病病灶范围及微囊腔大小与血清 ＣＡ１２５的关系
［Ｊ］．医学临床研究，２００９，２６（３）：５０５５０６．

［７］　李青，宋晓玲，吴祺琰，等．ＨＥ４与 ＣＡ１２５联合检测在卵巢癌与卵
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鉴别诊断中的临床应用［Ｊ］．现代肿瘤医学，
２０１３，２１（２）：３８９３９２．

［８］　ＬｉＪ，ＤｏｗｄｙＳ，ＴｉｐｔｏｎＴ，ｅｔａｌ．ＨＥ４ａｓａ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ｏｖａｒｉａｎａｎｄｅｎ
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ＭｏｌＤｉａｇｎ，２００９，９
（６）：５５５５６６．

［９］　ＭｃＧｕｉｒｅＷＰ．ＨＥ４———ａ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ｓ：ｄｏ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ｎｅｅｄｏｎｅ？［Ｊ］．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ｌｉｓｔｏｎＰａｒｋ），２０１３，２７（６）：５６３
５６６．

［１０］　任红英，马玉红，龙顺姬．血清ＨＥ４检测在妇科肿瘤鉴别诊断中
的价值［Ｊ］．中国保健营养（下旬刊），２０１３，２３（６）：３４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６０７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２卷第１０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０



·全科临床研究·

α硫辛酸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疗效观察
许飞来

摘要：目的　观察α硫辛酸（ＡＬＡ）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ＤＮ）的疗效和安全性，并探讨其机制。方法　将６７例
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３３例）和α硫辛酸治疗组（３４例），２组基础治疗相同，治疗组给予α硫辛
酸注射液３００ｍｇ／ｄ，静脉滴注，１次／ｄ，治疗期２周。检测治疗前后的空腹血糖、血脂、血肌酐（ＳＣｒ）、糖化血红蛋
白、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ＵＡＥＲ）、高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等指标，并对比分析。结果　２组的 ＵＡＥＲ、ｈｓＣＲＰ
较治疗前下降（Ｐ＜０．０５或０．０１），治疗组ＳＣｒ较治疗前下降（Ｐ＜０．０１）；治疗后治疗组的 ＳＣｒ、ＵＡＥＲ、ｈｓＣＲＰ下
降较对照组明显（Ｐ＜０．０５或０．０１）。结论　ＡＬＡ用于ＤＮ治疗具有显著疗效、安全性好的特点，其治疗机制与减
轻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有关。

关键词：硫辛酸；糖尿病肾病；氧化应激；高敏Ｃ反应蛋白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７０７０２

　　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是糖尿病
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也是目前导致终末期肾

病（ＥＳＲＤ）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我国 ＤＮ占 ＥＳＲＤ
的病因组成比例逐年上升［１］。糖尿病时患者高血糖刺

激多元醇通路激活、糖基化终产物（ＡＧＥ）形成，诱导
产生活性氧自由基、体内脂质过氧化产物增多，而保护

性抗氧化剂维生素 Ｅ、维生素 Ｃ及 ＧＳＨ等减少，继而
发生氧化应激（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ＯＳ）损伤［２－３］。糖尿病

慢性并发症如大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肾脏、神经和

视网膜）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发病机制［４］。同时，ＤＮ
还是一种慢性低度炎症疾病［５］，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

导致的损伤在糖尿病中可能相互加强，导致血管、神经

的损伤，最终导致各种慢性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肾病

等的发生，抗氧化剂和抗炎治疗可能减轻糖尿病代谢

紊乱、减轻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本文观察了 α
硫辛酸（ＡＬＡ）对 ＤＮ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并分析
ＡＬＡ保护肾脏的可能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我院
内科诊治的２型糖尿病并发早期肾病患者６７例，数字
表法随机分为α硫辛酸治疗组３４例和对照组３３例。
治疗组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６例，年龄平均（５３．６１±
１３．２８）岁；对照组男性 １８例，女性 １５例，年龄平均
（５５．４２±１２．６３）岁。２组的年龄、性别、体质指数
（ＢＭＩ）和糖尿病病程等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诊断标准　２型糖尿病的诊断依据１９９９年ＷＨＯ
的诊断标准；糖尿病早期肾病的诊断按照尿微量白蛋

白排泄率（ＵＡＥＲ）６月内２次在２０～２００μｇ／ｍｉｎ的标
准进行筛查，排除标准：①胰腺炎、肝脏疾病、皮质醇药
物等原因引起的糖尿病。②妊娠、心肺疾病、各种急慢
性感染、肿瘤、免疫性疾病等患者。③近２周内使用过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作者单位：２３６２００安徽省颍上县人民医院内一科

等影响尿蛋白的药物者。④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和严重
的其他慢性并发症。

１３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的糖尿病基础治疗给予低
蛋白饮食、卧床休息配合轻度运动锻炼、降糖药物的使

用（口服药或胰岛素），在研究期间降糖方案维持不

变，有高血压者给予硝苯地平等钙离子拮抗剂控制血

压在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左右。治疗组给予 α硫辛酸注射
液（亚宝力舒、亚宝药业太原制药有限公司）３００ｍｇ／
次，加入生理盐水２５０ｍｌ中静脉滴注，１次／ｄ，治疗观
察期为２周。
１４　观察项目　在治疗前和治疗２周后，所有受试者
均空腹１０ｈ抽血，用罗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空腹
血糖（ＦＰＧ）、血脂、肾功能、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高
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治疗前后分别留取２４小时
尿液，用挪威小旋风蛋白分析仪检测微量白蛋白含量，

并根据尿量计算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ＵＡＥＲ）。观察
治疗中的不良反应。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用χ２检验。组间比较
用成组ｔ检验，２组组内治疗前后自身比较用配对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的基线数据比较　２组的性别构成、年龄、糖
尿病病程以及体质指数（ＢＭＩ）、ＨｂＡ１ｃ、ＦＰＧ、血总胆固
醇（ＴＣ）、血甘油三酯（ＴＧ）、血肌酐（ＳＣｒ）、ＵＡＥＲ、ｈｓ
ＣＲ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见表１。
２２　２组治疗后生化指标的对比　观察期结束时，对
照组的ＵＡＥＲ、ｈｓＣＲＰ较开始时下降（Ｐ均 ＜０．０５），
其他指标无显著变化；而治疗组的 ＳＣｒ、ＵＡＥＲ、ｈｓＣＲＰ
较治疗前下降（Ｐ均 ＜０．０１）；２组间治疗后对比结果
显示治疗组的 ＳＣｒ、ＵＡＥＲ、ｈｓＣＲＰ下降较对照组明显
（Ｐ值分别 ＜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因观察期较短，
性别、年龄、ＢＭＩ、ＨｂＡｌｃ等指标变化不明显，未做治疗
前后比较。见表１。
２３　不良反应　治疗组中有２例出现胃肠道不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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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好转，未影响治疗。２组均无肝功能损伤。
表１　２组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治疗前后各项指标的比较 （ｘ±ｓ，ｎ）

组别 例数 时间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ＳＣｒ（μｍｍｏｌ／Ｌ） ＵＡＥＲ（μｇ／ｍｉｎ）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对照组 ３３ 治疗前 ７．６５±１．８３ ４．０７±１．０９ ２．６６±１．３２ ７８．３９±１１．６１ １０５．７７±４１．０５ ４．４７±１．４９
治疗后 ７．３２±１．５２ ３．８８±１．５３ ２．４４±２．７８ ７６．１１±１２．６８ ９０．２０±５８．８３ ３．９７±１．６２

治疗前后差值（ｄ±ｓｄ）－０．３３±２．１３ －０．２１±２．０６ －０．２２±３．１４ －２．２８±８．６７ －１５．５７±３７．３４ａ －０．５±１．２３ａ

治疗组 ３４ 治疗前 ７．７１±１．７４ ４．１８±１．３９ ２．３７±１．８７ ８１．０２±１４．３２ １０９．３６±４５．０８ ４．２９±１．８３
治疗后 ７．１９±２．０５ ３．８３±１．３２ １．９６±１．１７ ７４．２５±１５．０１ ６７．０７±５０．７９ ２．９６±１．６９

治疗前后差值（ｄ±ｓｄ）－０．５２±１．９３ －０．３５±２．１９ －０．４１±１．６８ －６．７７±８．２２ｂｃ －４２．２８±４１．８１ｂｄ －１．３３±１．４８ｂｃ

　　注：治疗前后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治疗后２组比较，ｃＰ＜０．０５，ｄ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ＤＮ发生的机制与慢性炎症以及氧化应激导致的
损伤有关。ＡＬＡ被誉为“万能抗氧剂”，是天然抗氧化
剂中效果最强的一种［６］，动物体内肝脏和肾脏中 ＡＬＡ
含量最高，在体内可以转化为还原型的二氢硫辛酸

（ＤＨＬＡ），ＬＡ可以清除羟基自由基（·ＯＨ）、过氧化氢
（Ｈ２Ｏ２）、一氧化氮自由基（ＮＯ·）等，ＤＨＬＡ可以清除
单线态氧以外的其它自由基，所以 ＡＬＡ和 ＤＨＬＡ在生
物体内的相互转化和代谢再生过程中可以清除上述所

有自由基［７］。不仅如此，ＤＨＬＡ还可以还原再生许多
氧化型抗氧剂如抗坏血酸、维生素 Ｅ、谷胱甘肽
（ＧＳＨ）、辅酶Ｑ、硫氧还蛋白等，对维持体内抗氧化剂
水平十分重要。临床上，ＡＬＡ已经成为糖尿病并发症
如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性白内障等治疗的有力手段。

本研究用 ＡＬＡ治疗 ＤＮ的结果显示，治疗组的
ＳＣｒ、ＵＡＥＲ较治疗前下降（Ｐ均 ＜０．０１），而且疗效比
对照组显著（Ｐ值分别 ＜０．０５、＜０．０１），提示 ＡＬＡ对
早期ＤＮ具有明确的疗效，对照组治疗后的 ＵＡＥＲ也
较治疗前下降（Ｐ＜０．０５），可能是由患者初诊 ＤＮ，休
息和低蛋白饮食治疗带来的效果。多项研究证实，糖

尿病大鼠体内的氧化应激水平升高，ＡＬＡ可以明显改
善糖尿病大鼠的血糖和血脂紊乱以及氧化应激，从而

减轻肾脏损伤。ＡＬＡ具有降脂作用的机制与其改变肝
脏内磷酸腺苷激活的蛋白激酶（ＡＭＰＫ）活性有关［３］。

有研究认为ＡＬＡ能够增强葡萄糖的代谢并降低血糖，
在本研究中未发现 ＡＬＡ治疗组治疗后的血糖和血脂
明显下降（Ｐ＞０．０５），可能与本研究的治疗观察时间
短有关。文献表明 ＡＬＡ保护肾脏的主要机制是通过
抗氧化，降低ＡＧＥ和ＡＧＥ受体水平，减少肾小球转化
生长因子β和系膜区Ⅳ型胶原的表达，抑制肾小球系
膜扩张，从而减轻糖尿病大鼠的肾脏损伤，而非通过降

低血糖起作用［８］。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通过 ＡＬＡ治
疗后，ＤＮ患者的 ＳＣｒ、ＵＡＥＲ下降明显，可能就是由于
氧化应激的减轻带来的疗效。

ＤＮ还是一种慢性低度炎症疾病［５］。血浆 ＣＲＰ是
一种敏感的、非特异的炎症标志物，由肝脏在急性炎症

状态下产生，糖尿病时 ＣＲＰ是参与炎症反应的最主要
的蛋白之一，可直接导致血管及内皮细胞的炎症状态，

其高低反应了炎症程度，近年来出现了高敏 ＣＲＰ检测
技术（ｈｓＣＲＰ），在外观健康者其检测值可低至 ０．２
ｍｇ／Ｌ，优于常规ＣＲＰ检测［９］。糖尿病的慢性炎症反应

可通过刺激炎症因子ＩＬ６、ＴＮＦα的释放，引起血管内
皮因子的分泌增加，使得肾小球系膜细胞增生；另外

ＣＲＰ本身也可直接作用于肾小球小动脉，加重肾小球
高滤过高灌注状态，引起肾脏损伤，有多项研究证实

ＣＲＰ与ＤＮ程度正相关，而 ＣＲＰ和 ＩＬ６等多种炎症因
子相互作用可以引发机体的氧化应激加重，使低密度

脂蛋白氧化加重，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可直接损伤肾

小球内皮，同时增加血管内皮的炎性细胞的浸润而加

重炎症，这些机制说明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会相互影

响来加重肾脏的损伤［５，１０］。本研究结果显示，２组治疗
后ｈｓＣＲＰ均下降（Ｐ＜０．０５），但ＡＬＡ治疗后下降更显
著（Ｐ＜０．０１），证实 ＡＬＡ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相互
作用而减轻氧化应激达到保护肾脏的功能。

综上所述，ＡＬＡ用于ＤＮ治疗具有疗效显著、安全
性好的特点。在降糖、降压、饮食治疗基础上可以更好

地减轻ＤＮ的肾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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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皮下放置负压引流管 图2 皮下引流管外接负压吸引球

（见正文第1613页）

图3 图1、图2所示同一患者甲
状 腺 乳 头 状 癌 病 理 切 片
（ ，4×10）HE

注：癌细胞病呈纤细的乳头状。

图6 图4、图5所示同一患者甲
状 腺 乳 头 状 癌 病 理 切 片
（ ，4×10）HE

图9 图7、图8所示同一患者结
节 性 甲 状 腺 肿 病 理 切 片
（ ，4×10）HE

注：镜 下见癌细 胞排列呈乳 头状
结构。

注：镜下见甲状腺滤泡大小不一，
部分明显扩张，可见吸收空泡。

图12 图10、图11所示同一患
者结 节性 甲状 腺肿病 理切 片
（ ，4×10）HE

注 ： 镜 下 见 大 小 不 等 甲 状 腺 滤
泡，滤泡腔内充满胶质。

（见正文第1694页）

（见正文第1545页）

图1 修剪后的人工血管

图1 - 肾动态显像（后位）99Tc DTPAm

注 ： 左 肾 无 血 流 灌 注 及 无 功 能 ， 右 肾 血 流 灌 注 及 功 能 正 常
（ =49.7 /GFR ml min）

（见正文第1555页）

图2 人工血管缝合于主动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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