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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健康管理“４ＣＨ８”模式理论与实践研究（待续）
鲍勇

【摘　要】　健康管理在“提升社区居民健康水平，控制医疗卫生总费用“方面已经有卓有成效的贡献。本文在总结国际
的经验上，提出社区健康管理理论与实践。特别在“４ＣＨ８”模式方面提出新的观点：“４Ｃ”就是健康管理的四个环节（健
康档案的建立、健康风险的评估、健康风险因素的干预、健康风险因素干预后评价）；“４Ｈ”就是四个健康管理家园（儿童
健康管理家园、妇女健康管理家园、老人健康管理家园、慢性病健康管理家园）；“８”就是８个健康管理模块：生物学健康
管理（血压和血糖）模块、心理学健康管理模块、社会学健康管理模块、睡眠健康管理模块、眼保健管理模块、体重管理模

块、膳食管理模块和体质分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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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健康管理在“提升社区居民健
康水平，控制医疗卫生总费用”方面已经有卓有成效的

贡献。本文在总结国际的经验上，提出社区健康管理

理论与实践，在“４ＣＨ８”模式方面提出新的观点［１－９］。

１　社区健康管理理论与实践
１１　社区健康管理是国际成功经验　美国是最早提
出健康管理的国家。他们利用居民健康档案，评估居

民健康风险水平，实施居民健康管理风险因素的干预

以及进行效果的评价。在这四个方面已经有明显的成

绩，美国“弗拉明汉心血管”问题研究即是证据［１０－１４］。

１２　社区健康管理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宗旨　根据新
医改提出社区是“健康守门人”的要求，根据“健康中

国２０１０”的战略。社区健康管理就是“提高人民群众
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向，采用适

宜技术，坚持中西医并重，以危害城乡居民健康的主要

问题和健康危险因素为重点，通过健康促进和健康教

育，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努力促进人人健

康”。

１３　社区健康管理是从上游解决民众“看病贵、看病
难”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和举措　慢性病威胁和医疗负
担加重是引发当前健康管理“热潮”的直接原因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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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需求。只有实施战略前移（从疾病发生的“上游”入

手，即对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实行有效地控制与管理，

从以病人为中心转向健康／亚健康人群为中心）和重心
下移（即将卫生防病工作的重点放在社区、农村和家

庭），才是解决民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最有效办

法和举措。

１４　社区健康管理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
措　企业健康管理能降低企业总医疗保健费用。美国
的企业健康管理经验表明：健康管理对于任何企业及

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秘密，即９０％和１０％。具体地说就
是９０％的个人和企业通过健康管理后，医疗费用降到
原来的１０％。企业健康管理能大大减少员工因患病
或健康事假而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企业健康管理是

一项吸引优秀员工的福利项目。

１５　社区健康管理是社区群众越来越迫切的需要　
ＷＨＯ认为所有就诊病人中，只有１０％左右的患者需
要专科医生诊治，而人群中８０％ ～９０％以上的基本健
康问题，可以通过以训练有素的全科医生和社区健康

管理师为骨干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来解决。

１６　社区健康管理有利于适应疾病谱改变的需要　
２００６年卫生部公布的全国城乡调查数据显示：恶性肿
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病、损伤及中毒、内分泌

营养和代谢疾病、消化系病、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

精神障碍等发病率均比上一年度大幅度上升。世界卫

生组织发布的健康公式（健康 ＝１５％遗传 ＋１０％社会
因素＋８％医疗＋７％气候因素 ＋６０％生活方式）也明

·３６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确显示，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是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

不当引起的疾病是可以通过健康管理有效地预防的。

１７　社区健康管理是中华医学会要求　为推动中国
社区健康管理事业发展，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成立了社区健康管理学组，成立了中国社区健康联盟，

同时也成立了中美社区健康管理中心。同时，中华医

学会对社区健康管理有明确要求。①城市社区：针对
不同地域特点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预防控制社区

慢病及其风险因素流行为目标，通过规范实施健康教

育与促进、个体健康咨询与指导、生活方式改善、非药

物干预等健康管理医学服务项目，来提高社区人群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骨质疏松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的知晓率、治疗率与控制率。②功能社区：针对不同职
业与环境特点，以节约健康劳动力资源，生产率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通过实施企业员工健康与生产力管理规

划、个体健康自我管理培训项目、不良生活方式干预与

健康促进等，来提高企业员工的健康素养与健康自我

管理能力，有效防控慢病，降低疾病负担。③农村社
区：认真贯彻“保基本、强基础、广覆盖、可持续”的新

医改方针，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探索新

农合开展健康管理医学服务的模式与路径。重点针对

当地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居住条件、文化风俗方面存

在的健康风险因素，组织开展健康教育与宣传、环境与

生活方式改善指导、健康普查、建档与常见病防治等；

降低农民疾病负担，促进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２　社区健康管理是社区卫生服务的延伸和发展
２１　社区健康管理是社区卫生服务在政策方面的延
伸和发展　２００８年，国家提出“健康中国２０２０”要求，
重点在引起慢性病的危险因素的干预；２０１１年，国家
又提出公共卫生服务规划１１条，在儿童、妇女、老年人
和慢性病方面要求实施健康管理；２０１２年国家更加深
入提出了慢性病控制条例。所有这些政策的深化，都

显示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已经向健康管理方面发展。

２２　社区健康管理是社区卫生服务在体制方面的延
伸和发展　１９９７年，国家提出社区卫生服务政策，提
出医疗、预防、康复、保健、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

导“六位一体”工作；随着改革的深入，２００３年，更加逐
渐将“六位一体”浓缩为“两个基本”，就是“基本医疗

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起目的是和国家的宏观政策进

行配套。２００８年，随着“健康中国２０２０”的提出，随着
慢性病控制的亟待解决，社区健康管理应运而生。

２３　社区健康管理是社区卫生服务在机制方面的延
伸和发展　上海市在推行家庭医生制度，家庭医生制
度要求社区服务要向家庭服务延伸，医疗卫生服务要

向健康管理方面延伸。

２４　社区健康管理是社区卫生服务在内容方面的延
伸和发展　社区健康管理在内容方面真正发展为“生
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特别在心理学方面。

２５　社区健康管理是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在服务内容

方面的延伸和发展　根据上海市一个调查结果：社区
健康管理体现了社区医生在服务方面的要求。

２６　社区健康管理是社区卫生服务在评价内容方面
的延伸和发展　以前社区卫生服务仅仅在机构内部实
施评价。现在的社区健康管理评价已经延伸到对政府

的评价，比如在健康指标方面。

３　４ＣＨ８模式是社区健康管理的精髓和核心
３１　４Ｃ———社区健康管理的四个环节
３１１　社区诊断和健康档案建立　社区诊断（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是借用临床诊断这个名词，通过一定
的方式和手段，收集必要的资料，通过科学、客观的方

法确定，并得到社区人群认可的该社区主要的公共卫

生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社区诊断

是医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下，

人类注重临床诊断，即以疾病的诊疗为目的，病人个体

为对象；流行病学诊断则以群体为对象，以疾病的群体

防治为目的，而社区诊断是社会 －心理 －生物医学模
式下的产物，以社区人群及其生产、生活环境为对象，

以社区人群健康促进为目的。因此可知，三个诊断是

现代医学发展的渐进层次，而社区诊断正是这一发展

的体现。

３１２　健康风险因素评估　危险因素是指来自于社
会的对健康有影响的、与疾病发生和死亡相关的那些

诱发因素。这一定义是现代社会医学对传统病因观的

自然延伸和完善。健康危险因素评价（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是研究危险因素与慢性病发病及死亡之
间数量依存关系及其规律性的一种技术方法。它研究

人们在生产环境、生活方式和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

各种危险因素对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影响程度，通过改

变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变人们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降

低危险因素的作用，可能延长寿命的程度。

３１３　社区健康风险干预　①以多种形式来帮助个
人采取行动，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控制健康危

险因素，实现个人健康管理计划的目标。②与一般健
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不同的是，健康管理过程中的健康

干预是个性化的，即根据个体的健康危险因素，由健康

管理师进行个体指导，设顶个体目标并动态追踪效果。

如健康体重管理、糖尿病管理等。通过个人健康管理

日记、参加专项健康维护课程及跟踪随防措施来达到

健康改善效果。③一个糖尿病高危个体，其除血糖偏
高外，还有超重和吸烟等危险因素。因此除控制血糖

外，健康管理师对个体的指导还应包括减轻体重（膳

食、体力活动等）和戒烟等内容。

３１４　跟踪管理和健康管理效果评价　①个人健康
管理后续服务内容主要取决于被服务者（人群）的情

况以及资源的多少，可以根据个人及人群的需求提供

不同的服务。②后续服务的形式可以是通过互联网查
询个人的健康信息和接受健康指导，定期寄送健康管

理通讯和健康提示，以及提供个性化的（下转第１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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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骨诱导活性材料对前交叉韧带重建腱骨愈合影响的研究
吴敏，张培，官建中，肖玉周，周建生，代秀松，王晓盼

【摘　要】　目的　探讨骨诱导活性材料对自体绳肌腱重建前交叉韧带（ＡＣＬ）后腱 －骨愈合的影响。方法　选取健
康成年新西兰大白兔４５只，其中４０只分成两组，每组２０只，实验组（Ａ组）的骨隧道的腱 －骨间隙充填骨诱导活性材
料，对照组（Ｂ组）不加入活性材料，于设定的不同节点分别观察两组移植肌腱及自体ＡＣＬ的大体组织学形态、生物力学
性能，分析比较。结果　在术后４，８，１２周，实验组软骨细胞、纤维的长入时间明显较对照组缩短，腱 －骨愈合较对照组
明显加快，愈合良好，在每个观察点实验组的平均抗拉力载荷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移植韧带的大体外观及光泽、弹性恢复

良好。结论　ＡＣＬ重建中在腱－骨间隙充填骨诱导活性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止点的愈合。
【关键词】　前交叉韧带；止点；骨诱导材料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６．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１６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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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ｅｎｄｏｎｂｏｎｅａｄｄｂ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ｈ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Ｂ，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ｔｈｅｔｅｎｄｏｎｂｏｎｅｎｏｔａｄｄｂ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ｅｓｔ，ａｌｓｏ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ｔｅｎｄｏｎ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４，８，１２ｗｅｅｋｓ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ａｎｄｆｉｂｅｒｇｒｏｗｑｕｉｃｋｌｙ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ｔｅｎｄｏｎａｎｄｂｏｎｅｃｏａ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ｅｄｅｄｕｐ，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ｌｏａｄ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ｔｅｎｄｏｎ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ＡＣ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ｔｅｎｄｏｎｈｅ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ｂｏｎｅｔｕｎｎ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ｕｃｉａｔｅ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Ｂ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ＭＰ）

　　前交叉韧带（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ｕｃｉａｔｅ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ＡＣＬ）损伤
临床常见，如治疗不当会造成明显的膝关节不稳，可以

进一步继发膝关节半月板［１］、软骨损伤［２］及膝关节退

行性变，导致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３］。本实验拟通过

建立骨诱导活性材料对自体绳肌腱重建 ＡＣＬ后腱
－骨愈合影响的动物模型，探讨骨诱导活性材料对自
体绳肌腱重建ＡＣＬ后腱－骨愈合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动物模型及分组　选取健康成年新西兰大白兔
４５只（购自蚌埠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其中４０只分
成两组，每组２０只，体重约３．０ｋｇ。按随机化原则分
成Ａ组：动物模型完成同时，取骨诱导活性材料（１ｇ
装含ＢＭＰ４０ｍｇ）填充于骨隧道的骨腱空隙处。Ｂ组：
对照组（骨隧道的腱骨间隙不植入骨诱导活性材料）。

１２　实验方法　实验动物禁食水２４ｈ，用３％戊巴比
妥钠耳缘静脉置管麻醉。无菌操作取膝前内侧切口将

髌骨向外侧脱位暴露 ＡＣＬ，剪断 ＡＣＬ，找到绳肌腱，
两断端对齐缝合制备成双股绳肌腱移植物，钻骨隧

道，建立自体绳肌腱重建 ＡＣＬ的实验动物模型。在
上述动物模型完成同时，取骨诱导活性材料（１ｇ装含
ＢＭＰ４０ｍｇ）填充于骨隧道骨腱空隙处。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项目（ＫＪ２０１１２２４６）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吴敏，

官建中，肖玉周，周建生，代秀松，王晓盼）；急诊外科（张培）；

组织移植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吴敏，张培，官建中，肖玉周，周

建生，代秀松，王晓盼）

通讯作者：张培，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ｐｅｉ１９８００８＠１２６．ｃｏｍ

１３　实验观察
１３１　解剖学大体观察　观察 Ａ组与 Ｂ组双股肌腱
之间组织连接的形成情况以及骨隧道口闭合的情况，

并注意观察肌腱移植物的生长情况。

１３２　组织学观察　切取 ＡＣＬ组织，１０％中性福尔
马林固定，ＨＥ染色，组织形态学观察不同节点移植肌
腱的解剖结构及腱骨端新生骨的形成状态和 ＡＣＬ胶
原形态。

１４　生物力学测试　将制备好的解冻标本在观察时
间点，每组随机选择８例标本，于 ＩＮＴＲＯＮ８０３２电液伺
服疲劳试验机上行最大负载拉伸试验。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
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移植止点大体观察　术后４周各组移植 ＡＣＬ表
面滑膜包裹，Ａ组、Ｂ组移植韧带隧道口均有软组织生
长，并且软组织较软，血管浸润、颜色红，骨隧道口外

露，Ａ组无明显缝隙，Ｂ组较术前明显缩小，但骨隧道
口外露明显。术后８周Ａ组、Ｂ组移植韧带弹性良好，
隧道口周围软组织较硬，似钙化现象，骨隧道口扩大现

象不明显。Ａ组优于Ｂ组。术后１２周 Ａ组较 Ｂ组韧
带发亮且有光泽，探查韧带见弹性较佳，隧道口已经愈

合。

２２　病理组织学观察　移植韧带重建后４周，两组韧
带与骨隧道之间可见疏松结缔组织，胶原纤维形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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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无序（图１Ａ、１Ｂ，见封三）；术后８周韧带重建后，两
组可见韧带与骨隧道之间相连的胶原纤维排列已趋有

序，软骨细胞长入，Ａ组较Ｂ组观察明显（图２Ａ、２Ｂ，见
封三）；韧带重建后１２周Ａ组可以隐约见到“潮线”样
结构，Ｂ组结构不清晰，Ａ组骨细胞生长明显较Ｂ组成
熟（图３Ａ、３Ｂ，见封三）。
２３　力学测试结果　术后４周、８周、１２周时，Ａ组、Ｂ
组最大抗拉力载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Ａ
组最大抗拉力载荷比Ｂ组大。见表１。

表１　术后４周、８周、１２周Ａ组、Ｂ组抗拉力载荷比较（牛顿）

组别 ｎ
最大抗拉力载荷

４周 ８周 １２周
Ａ组 ８ ７５．１０１１０±２．９２２０７ ８９．５６０７０±５．１３００８ １１２．１１０５０±５．１０６８１

Ｂ组 ８ ６１．２１０４０±４．２２２０３ ７２．０３１２０±５．０９２１１ ８１．４１８７０±４．７８９３０

　　注：两样本均数比较ｔ检验，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ＡＣＬ损伤临床较常见，如治疗不当会造成明显的
膝关节不稳，从而继发关节软骨及半月板的损伤，骨性

关节炎的发生，影响日常生活和运动功能。ＡＣＬ损伤
后，移植重建是目前治疗的主要手段，关节镜下 ＡＣＬ
重建的病例正逐年增加，并且取得良好的配合［４］，因此

重建ＡＣＬ恢复关节的稳定性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５］。

ＡＣＬ重建临床常采用的材料包括自体、同种异体
肌腱和人工合成材料［６－１０］，目前大多采用自体组织重

建ＡＣＬ，骨－肌腱 －骨（ｂｏｎｅｔｅｎｄｏｎｂｏｎｅ，ＢＴＢ）和自
体绳肌腱（ｈａｍｓｔｒｉｎｇｔｅｎｄｏｎ，ＨＴ）是目前重建ＡＣＬ中
最常用的两种方法［８］。采用自体绳肌腱（ＨＴ）重建
ＡＣＬ，可以达到解剖重建，重建后的ＡＣＬ生物力学接近
正常结构，而获得良好的稳定效果，因而成为目前重建

ＡＣＬ的主流方式。采用该方法及其他类似的方法重建
ＡＣＬ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术后的腱 －骨愈合问题，因
为良好的止点愈合是发挥移植 ＡＣＬ功能关键，移植
绳肌腱与骨隧道间及早、可靠的愈合是 ＡＣＬ重建手术
成功的关键，因此如何促进腱 －骨愈合成为目前研究
的热点［１１－１４］。本文在利用绳肌腱重建交叉韧带，并

就此在移植重建时在腱 －骨愈合方面加入骨诱导材
料，通过病理证实，实验组的软骨细胞的长入数量、成

熟的程度和时间明显好于对照组，也就是说其韧带止

点愈合时间及效果明显较对照组良好，更有利于移植

韧带的恢复，说明骨诱导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腱 －
骨的愈合，有利于止点功能的恢复。

影响移植物止点的转归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

移植物的免疫反映，挤压螺钉近端的应力遮挡造成的

骨吸收；滑液在隧道内引起的炎症反应，影响腱骨的愈

合［１５－１６］，ＷｅｉｌｅｒＡ等［１７］研究发现血小板生长因子处

理组止点的抗拉力较大，并且骨隧道中有较多胶原纤

维的生长，认为血小板生长因子可以作为促进止点转

归的重要因子。张培等［１８］研究认为合适的肌腱和骨

隧道直径关系可以促进止点的转归。骨诱导活性材料

是含有骨形态发生蛋白（ｂ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ＭＰ）的人工合成的骨材料，ＢＭＰ有诱导成骨的生物
活性，是目前认为唯一有异位成骨能力的生长因子，骨

诱导活性材料临床上已广泛用于骨缺损的修复，但用

于前交叉韧带重建后腱－骨愈合的生物学演变和相关
影响报道较少［１９］。本文从组织学、力学方面观察发现

实验组韧带抗拉力载荷随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大于

同一观察时间点的对照组。并且纵向观察发现实验组

的载荷增加较快，说明实验组的愈合时间明显较对照

组缩短，力学性能改善良好，优于对照组。故骨诱导是

影响腱－骨愈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可以明显缩短
腱－骨愈合的时间，促进软骨细胞的长入，促进移植止
点的转归成熟，有利于移植后韧带功能的恢复，有一定

的临床疗效［２０］。

本课题通过动物实验建立骨诱导活性材料对自体

绳肌腱重建ＡＣＬ后腱骨愈合影响的动物模型，发现
骨诱导活性材料对自体绳肌腱重建 ＡＣＬ后腱 －骨
愈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以为临床治疗应用提供一

种新的方法和理论依据，但本实验研究观察时间尚短，

其远期疗效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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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阿霉素对大鼠原代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樊理华，韩新，卢向红，雷后兴

【摘　要】　目的　探讨阿霉素对大鼠原代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理。方法　取培养７２ｈ原代心肌细
胞，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Ｃ组）和阿霉素处理组（Ｄ组），空白对照组（Ｃ组）不给予任何药物、阿霉素组（Ｄ组）用１
μｍｏｌ／Ｌ阿霉素处理２４ｈ。对原代心肌细胞的存活率进行６次测定，取平均值；采用免疫荧光法对心肌纯度进行检测；采
用吸光光度法对两组的ＭＴＴ值进行检测；采用ＥＬＩＳＡ法对两组的心肌肌钙蛋白（ｃＴｎＩ）和氨基末端Ｂ型利钠肽前体（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　原代心肌细胞 ６次测定的平均成活率为 ９５．３８％，免疫荧光法鉴定心肌纯度为
８２．２５％。与Ｃ组相比，Ｄ组ＭＴＴ值显著降低，ｃＴｎＩ值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值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阿霉素能够导致大鼠原代心肌细胞发生凋亡，具有明显的心脏毒性。
【关键词】　阿霉素；原代细胞培养；心脏；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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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霉素是一种应用其细胞毒性进而对多种癌症起
到治疗作用的蒽环类抗生素［１］。心肌肌钙蛋白（ｃＴｎＩ）
是国际认可的敏感且特异的检测心肌损伤的生物标志

物［２－３］，氨基末端 Ｂ型利钠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与心
肌细胞的损伤有密切的关系［４］。本研究通过对 ｃＴｎＩ、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进行测定，了解阿霉素对原代心肌细胞的
损伤作用。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与仪器　ＤＡＰＩ、ＭＴＴ（ＳＩＧＭＡ公司，美
国）、抗肌节辅肌动蛋白抗体（αＳＡ，Ａｂｃａｍ公司，英
国）、荧光二抗（Ｊａｃｋｓｏｎ公司，美国）、阿霉素（批号：
２０１００４１１，大连美伦公司，中国）、ｃＴｎＩ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上海博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荧
光倒置显微镜（ＮＩＫＯＮ，日本）、酶标仪（Ｔｈｅｒｍｏ，中
国）。

１２　动物选择及分组　ＳＤ大鼠，由温州医学院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原代心肌

细胞随机分为两组：空白对照组（Ｃ组）不给予任何药
物，阿霉素组（Ｄ组）用１μｍｏｌ／Ｌ的阿霉素处理２４ｈ。
１３　原代心肌细胞制备　选取出生２４ｈ内的 ＳＤ大
鼠１３只，酒精浸泡１０ｓ，无菌条件下开胸取出心脏，迅

基金项目：浙江省卫生厅青年人才专项（２０１０ＱＮＡ０２２）
作者单位：３２３０００浙江省丽水市，温州医学院附属第六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樊理华，电子信箱：ｆｌｈ２２２２＠ｓｏｈｕ．ｃｏｍ

速放入４℃的ＤＭＥＭ培养基中，去除心脏相连大血管
和心房组织（留心尖部），于４℃ ＤＨａｎｋ’ｓ液中漂洗
３～４次，去除残存血液，眼科剪将心脏减碎，移入无菌
的锥形瓶内，加入０．１２５％的胰酶６ｍｌ，置入３７℃的水
浴箱内消化３ｍｉｎ，取出后吹打１ｍｉｎ，弃上清，在剩余
沉淀中加入终浓度为０．０８％的胰酶和１００Ｕ／ｍｌ的胶
原酶Ⅱ６ｍｌ，置入３７℃水浴箱内消化３ｍｉｎ，取出后吹
打１～２ｍｉｎ，收集上清液并加入含有１０％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培养基中终止消化，重复３～４次，用２００目不
锈钢筛网过滤去除残留组织块，收集细胞悬液，然后

６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用ＤＨａｎｋ’ｓ洗涤１次，
离心弃上清后，用含１０％胎牛血清的ＤＭＥＭ培养基重
悬细胞，通过差速贴壁分离法纯化心肌细胞，置体积分

数为５％的ＣＯ２培养箱中培养７２ｈ。
１４　标本采集及指标检测　将细胞随机分为两组后
按细胞密度５×１０５个／ｍｌ加入９６孔板和６孔板中，加
液量分别为２００μｌ和２ｍｌ，Ｄ组细胞经阿霉素处理２４
ｈ后弃上清，Ｃ组细胞不给予任何药物，然后将两组细
胞分别放入含有１ＭＡＣ七氟醚的容器内培养２ｈ，移
出后继续培养２ｈ，去除残余的七氟醚。进行以下指标
检测。

１５　细胞存活率检测　取刚消化好的细胞悬液１８μｌ
加入４％台盼蓝２μｌ充分混匀后在３ｍｉｎ之内进行细
胞计数。细胞存活率（％）＝（细胞总数 －死亡细胞
数）／细胞总数×１００％，计数６次，求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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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心肌细胞纯度检测　取培养７２ｈ的心肌细胞，
用抗肌节辅肌动蛋白抗体（αＳＡ）标记心肌细胞，ＤＡＰＩ
标记细胞核进行免疫荧光实验。细胞纯度（％）＝
αＳＡ染色阳性的细胞／ＤＡＰＩ核染细胞的细胞×１００％。
１７　ＭＴＴ法测心肌细胞凋亡率　取待测细胞，弃上
清，每孔加入ＭＴＴ溶液（５ｍｇ／ｍｌ）２０μｌ，３７℃培养４ｈ
后终止培养，小心吸弃培养上清液，每孔加入 １５０μｌ
ＤＭＳＯ，震荡 １０ｍｉｎ，使结晶物充分溶解，于波长 ４９０
ｎｍ处测量吸光值。重复测量５次，取平均值。
１８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 ｃＴｎＩ值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值　取两组
细胞培养的上清液，按照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说明书测定
ｃＴｎＩ、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值。重复测量５次，取平均值。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多组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齐性检验，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２　结果
２１　原代心肌细胞存活率测定结果　原代心肌细胞
存活率测定结果为：第１次检测活细胞１０５个，死细胞
５个，细胞存活率为 ９５．４６％；第 ２次检测活细胞 ９５
个，死细胞４个，细胞存活率为９５．９６％；第３次检测活
细胞１２０个，死细胞６个，细胞存活率为９５．２４％；第４
次检测活细胞 １２９个，死细胞 ８个，细胞存活率为
９４．１６％；第５次检测活细胞１０２个，死细胞４个，细胞
存活率为９６．２３％；第６次检测活细胞８９个，死细胞４
个，细胞存活率为９６．７０％；６次测定的平均成活率为
９５．３８％。
２２　心肌细胞纯度检测结果　免疫荧光法鉴定心肌
纯度为８２．２５％。图１Ａ、１Ｂ、１Ｃ，见封三。
２３　ＭＴＴ值、ｃＴｎＩ值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值的比较　两组
ＭＴＴ值、ｃＴｎＩ值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值的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ＭＴＴ值、ｃＴｎＩ／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值的比较

组别 ｎ ＭＴＴ测吸光度值 ｃＴｎＩ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Ｃ组 ５ ０．６１±０．２８ ７．９４±２．６８ １６４．２４±１９．８４
Ｄ组 ５ ０．３８±０．１３ １１．４１±１．６１ ２２８．４４±１２．０５

　　注：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本实验原代心肌细胞模型参照文献［５］进行制备，

结果提示，接板前心肌细胞存活率可以达到９５．３８％，
培养７２ｈ后进行心肌细胞纯度鉴定，原代心肌细胞纯
度达到８２．２５％，细胞纯度满足实验要求，实验模型制
备成功。阿霉素导致心肌细胞凋亡的剂量及作用时间

参照文献［６］介绍的方法进行制备。

阿霉素的心脏毒性主要与ＤＮＡ的损伤，线粒体的
氧化损伤和ｐ５３核转录有关。急性或亚急性的心脏毒
性在治疗中或治疗后立即产生，化疗药可以导致冠状

动脉血管痉挛，非特异性ＳＴＴ段改变［７］。临床表现为

心脏增大、扩张、伴附壁血栓、水肿、体腔积液、肝脾肿

大及内脏器官淤血等［８］。ＭｉｃｈｉｈｉｋｏＵｅｎｏ等［６］通过大

鼠原代心肌细胞培养证实阿霉素可以通过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的活化导致细胞凋亡。本实验研究证实了阿霉素孵育

２４ｈ可以引起原代心肌细胞损伤，与未用药组相比，阿
霉素处理组ＭＴＴ吸光度值明显减低，说明阿霉素可直
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引起一系列心肌损害。

心肌肌钙蛋白（ｃＴｎＩ）在心肌损伤早期即有特异性
的表现［９］，是国际认可的敏感且特异的检测心肌损伤

的生物标志物［２－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半衰期长，约６０～１２０
ｍｉｎ，血清浓度稳定，被认为是诊断慢性心脏衰竭的重
要标志物［１０］。本研究中，用阿霉素处理原代心肌细胞

２４ｈ后，与未处理组相比，ｃＴｎＩ、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值均升高，
说明阿霉素处理后心肌细胞发生损伤。

综上所述，阿霉素能够导致大鼠原代心肌细胞发

生凋亡，具有明显的心脏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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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ＣＸＣＲ４异质性与人肺癌细胞侵袭转移能力的影响
谢颂平，曾文慧，黄杰，范国华，康敢军，董平，汪巍

【摘　要】　目的　探讨趋化因子受体ＣＸＣＲ４异质性在人肺癌（Ｈｕｍａｎ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简称ＨＬＣ）转移机制中的作用。方
法　以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ＨＬＣ组织中ＣＸＣＲ４蛋白表达水的表达；通过原代培养ＨＬＣ细胞，进行流式细胞仪分选出
ＣＸＣＲ４＋ＨＬＣ细胞和ＣＸＣＲ４－ＨＬＣ细胞两个亚群。利用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小室法，检测两个亚群细胞的体外侵袭力；检侧 ＣＸ
ＣＬ１２和ＣＸＣＲ４的拮抗剂ＡＭＤ３１００对ＣＸＣＲ４＋ＨＬＣ细胞和ＣＸＣＲ４－ＨＬＣ细胞体外侵袭能力的影响。结果　免疫组化
检查提示肺癌组织中ＣＸＣＲ４阳性表达５１例，阳性表达率为６０．７％；经流式细胞仪检查 ＣＸＣＲ４阳性表达率为８９．４％；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侵袭实验结果显示，ＣＸＣＲ４＋ ＨＬＣ细胞穿过基底膜的细胞数为（３４．０７±７．０５）个，ＣＸＣＲ４－ ＨＬＣ细胞仅为
（１７．６０±４．０１）个。ＣＸＣＲ４＋ＨＬＣ细胞体外侵袭能力明显强于 ＣＸＣＲ４－ＨＬＣ细胞（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Ｘ
ＣＲ４＋ＨＬＣ细胞株＋ＣＸＣＬ１２（３０ｎｇ／ｍｌ）穿过基底膜的细胞数为（６７．６０±３．８７）个，显著低于ＣＸＣＲ４＋ＨＬＣ细胞株＋ＣＸ
ＣＬ１２１００ｎｇ／ｍｌ组，其穿膜细胞数为（１０６．１±２４．２）个（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ＸＣＬ１２（１００ｎｇ／ｍｌ）＋ＡＭＤ３１００
组仅为（２４．５３±５．５０）。ＡＭＤ３１００组与另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人肺癌组织中ＣＸＣＲ４表达存在异
质性；趋化因子ＣＸＣＬ１２可促进ＣＸＣＲ４表达阳性的肺癌细胞侵袭活性，而 ＣＸＣＲ４的抑制剂 ＡＭＤ３１００能抑制这种侵袭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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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ＸＣＲ４ｉｎ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ｉ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ａｘｉｓｍａｙ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ＭＤ３１００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ＸＣＲ４
ｂｌｏｃｋｅｒｃ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ｉｓ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ＣＸＣＲ４；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近年来，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及相关分子组成微环
境，为肿瘤细胞在转移过程中的定向归巢创造了有利

条件［１－２］，我们前期研究发现，ＣＸＣＲ４是肺癌细胞表
面重要的分子受体，在肺癌组织存在不同程度的表达，

且与淋巴结转移、肿瘤 ＴＮＭ分期相关，ＣＸＣＲ４高表达
的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能力较强［３］。我们推测 ＣＸ
ＣＲ４表达在肺癌组织中存在异质性，具有不同 ＣＸＣＲ４
表达水平的细胞亚群在肿瘤侵袭和转移过程中具有不

同的功能，而ＣＸＣＲ４阳性表达的亚群可能易于侵袭和
转移。本研究拟通过原代培养人肺癌细胞（Ｈｕｍａｎ
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简称ＨＬＣＣ），进行流式细胞仪分选，
确认 ＣＸＣＲ４阳性表达的细胞亚群的存在，探讨 ＣＸ
ＣＲ４阳性表达的细胞亚群在肺癌侵袭及转移过程中的
相关作用，从而为肺癌发病机理的研究和防治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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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实验和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ＣＸＣＬ１２购买于 Ｐｅｐｒｏｔｅｃｈ公司；ＣＸＣＲ４
抑制剂 ＡＭＤ３１００购买于 ＳＩＧＭＡ公司；Ｔｒｉｚｏｌ试剂为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产品；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Ｃｈａｍｂｅｒ购买于 ＢＤＢｉ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公 司；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ＥｘＴａｑＴＭ 和

ＤＬ１５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购买于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ＣＸＣＲ４
流式抗体购买于 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鼠抗人单克隆抗体
ＣＸＣＲ４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ＳＰ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
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２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３月在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胸外科行手术切除的肺癌患者８４例。其
中男性６０例，女性２４例；年龄４３～８２岁，平均６１．４
岁；ＴＮＭ分期：Ⅰ期２１例、Ⅱ期（Ⅱａ、Ⅱｂ）４０例、Ⅲａ
期２３例；病理组织学类型：鳞癌５０例，腺癌２２例，腺
鳞癌８例，大细胞肺癌４例；伴有淋巴结转移的３６例，
非淋巴结转移 ４８例。术后组织标本用 １０％甲醛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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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石蜡包埋后４μｍ厚切片，按 ｓｔｒｅｐｔａｖｉｄｉｎｐｅｒｏｓｉｄａｓｅ
染色法进行免疫组化染色。ＣＸＣＲ４表达于癌细胞的
细胞膜和细胞质，呈淡黄色至棕黄色，有时可呈“菊花

样”巢状分布，细胞核不染色。由２名病理科医生双盲
观测，４００倍光镜下随机选取１０个视野。共计数１０００
个肿瘤细胞，以定位明确、染色明显为标准，计算阳性

细胞百分数。

１３　细胞分离及培养　原发性肺鳞癌组织取材于１
例手术标本，于切下后５ｍｉｎ内剪取未坏死的肺癌组
织，并于１ｈ内处理。ＰＢＳ漂洗后用眼科剪剪成约 １
ｍｍ３大小。转入培养瓶内，调整每个组织块间距约为
０．５ｃｍ。３７℃温箱内培养约３０ｍｉｎ，在培养瓶中加入
少量含１０％胎牛血清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４８ｈ后初次
换液。去除未贴壁细胞，加入 ＤＭＥＭ液，３７℃ ＣＯ２培
养箱内静置培养，每２ｄ换液，每天倒置显微镜观察，
成纤维细胞通过反复贴壁分离法去除，获取纯化的上

皮样生长细胞，每３ｄ传代１次。
１４　亚群细胞的分选　取对数生长期的第１０代细
胞，调整细胞浓度为２×１０７个／ｍｌ。流式检测管加入
５０μｌ稀释后的ＣＸＣＲ４一抗，在空白管中加入５０μｌ缓
冲液；在各管中分别加入５０μｌ细胞悬液（约１×１０６细
胞），混匀后在４℃冰箱中孵育２０ｍｉｎ；加入缓冲液２
ｍｌ，４℃１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重复洗涤３次。
重悬细胞后进行流式细胞仪检测，人肺癌细胞收集

ＣＸＣＲ４＋（即非绿色荧光）细胞，所的人肺癌细胞亚群
分别命名为 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和 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进行以
下实验。两亚群细胞株用含 １０％胎牛血清的 ＲＰ
ＭＩ１６４０常规培养至细胞长势良好；培养２４ｈ后收集上
清，用无血清培养液制成浓度为１×１０６个／ｍｌ的单细
胞悬液。

１５　趋化及趋化抑制试验　将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小室从 －２０
℃冰箱中取出，平衡至室温；分别在上室和下室加入
３７℃的培养基５００μｌ，５％ ＣＯ２、３７℃培养箱培养２ｈ，
使基质水化；移除上室和下室的培养基备用。调整细

胞终浓度为１×１０５个／ｍｌ，２５０μｌ细胞悬液接种入上
室。根据上室、下室所加内容不同，实验分为６组：（Ａ
组）上室为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下室 ＣＸＣＬ１２终浓度为３０
ｎｇ／ｍｌ；（Ｂ组）上室为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下室ＣＸＣＬ１２终
浓度为１００ｎｇ／ｍｌ；（Ｃ组）受体 ＡＭＤ３１００拮抗组 ＋趋
化因子 ＣＸＣＬ１２：即先用 １００ｎｇ／ｍｌＡＭＤ３１００与 ＣＸ
ＣＲ４＋ＨＬＣ孵育，再做１００ｎｇ／ｍｌＣＸＣＬ１２诱导的侵袭
实验；（Ｄ组）上室为 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下室 ＣＸＣＬ１２终
浓度为１００ｎｇ／ｍｌ为；（Ｅ组）上室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下
室含０．１％ＢＳＡ的无血清ＤＭＥＭ培养液。（Ｆ组）上室
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下室含０．１％ＢＳＡ的无血清 ＤＭＥＭ
培养液５％ ＣＯ２、３７℃培养箱中培养１６～１８ｈ。取出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小室，吸弃上室培养基，用 ＰＢＳ小心清洗小
室，用干净棉球将上室一侧的未迁移的细胞及其他物

质擦干净；４％多聚甲醛固定，ＨＥ染色。小心切下 Ｔｒ
ａｎｓｗｅｌｌ小室膜，下室一侧朝上置于防脱玻片上，２００倍

光镜下取５个视野（上、下、左、右、中）对细胞进行计
数。

２　结果
２１　ＣＸＣＲ４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　在８４例肺癌组
织中 ＣＸＣＲ４阳性表达 ５１例，阳性表达率为 ６０．７％
（５１／８４）。
２２　ＣＸＣＲ４在人肺癌细胞系中的表达　免疫荧光显
示ＣＸＣＲ４阳性细胞胞膜呈非绿色荧光表达（图１，见
封三）；阳性表达率为８９．４％。细胞群体中存在 ＣＸ
ＣＲ４表达不均一现象，即表达的异质性。
２３　趋化及趋化抑制实验　通过 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小室趋化
侵袭实验，将穿过微孔膜并附着在膜下表面的细胞染

色。结果显示：ＣＸＣＲ４＋ ＨＬＣＣ可自发穿过微孔膜，Ｅ
组平均穿膜细胞数约为（３４．０７±７．０５）个。ＣＸＣＲ４－

ＨＬＣＣ能够自发穿过微孔膜，Ｆ组平均穿膜细胞数约为
（１７．６０±４．０１）个；两组结果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ｔ＝６．６４，Ｐ＜０．０５）。

在３０ｎｇ／ｍｌＣＸＣＬ１２诱导下，穿过微孔膜的 ＣＸ
ＣＲ４＋ＨＬＣＣ较对照Ｅ组增多，Ａ组平均穿膜细胞数约
为（６７．６０±３．８７）个（ｔ＝１１．９４，Ｐ＜０．０５）。当 ＣＸ
ＣＬ１２的浓度增加至１００ｎｇ／ｍｌ时，Ｂ组穿过微孔膜的
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较Ａ组明显增加，平均穿膜细胞数约
为（１０６．１±２４．２）个（ｔ＝６．２７，Ｐ＜０．０５）。而在 １００
ｎｇ／ｍｌＣＸＣＬ１２的诱导下，Ｆ组穿过微孔膜的细胞数为
（１６．８０±４．０１）个（ｔ＝０．９１５，Ｐ＞０．０５）。显示 ＣＸ
ＣＬ１２能够诱导增强ＣＸＣＲ４＋ＨＬＣＣ的趋化侵袭能力，
趋化侵袭能力随着 ＣＸＣＬ１２浓度的增加逐渐增强，表
现为浓度依赖性。

侵袭实验发现ＣＸＣＬ１２通过ＣＸＣＲ４发挥作用，如
果ＣＸＣＲ４的表达被有效抑制，ＣＸＣＬ１２与ＣＸＣＲ４结合
的能力将减弱，从而影响 ＣＸＣＬ１２发挥生物学功能。
当 ＣＸＣＲ４受体被 ＡＭＤ３１００抑制后，虽在 １００ｎｇ／ｍｌ
ＣＸＣＬ１２的诱导下，Ｃ组的平均穿膜细胞数为（２４．５３±
５．５０）个，较２组的侵袭能力明显降低（ｔ＝０．４３，Ｐ＜
０．０５）；而与Ｄ组、Ｅ组的侵袭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平均穿膜细胞数为（１６．１３±３．６２）个、
（３４．０７±７．０５）个。即使存在ＣＸＣＬ１２的诱导，但如果
ＣＸＣＲ４的表达受到抑制，导致 ＣＸＣＬ１２失去特异性的
结合位点，细胞的趋化侵袭能力不会增加，同时也说明

ＣＸＣＬ１２能够影响ＨＬＣ细胞的趋化侵袭能力。

３　讨论
　　肿瘤是由各种不同分化程度的细胞组成，这些细
胞通过表达不同的基因谱进而决定着肿瘤的形成和转

移［４］。并且也有研究表明只有少数具有转移潜能的肿

瘤细胞决定着肿瘤的转移［５］，即肿瘤具有异质性，从而

使同一肿瘤组织内存在着不同的肿瘤细胞亚群，这些

亚群具有增殖能力、侵袭能力、药物敏感性等方面的差

异［６］。２００１年ＭｕｌｌｅｒＡ等［７］发现人乳腺癌原发灶及

细胞系高表达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４，而在乳腺癌最常
见的转移部位如淋巴结、肺、肝脏和骨 （下转第１１９３页）

·０７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全科临床论著·

臭氧自血回输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运动功能的评估
武肖娜，彭凯润，刘晓燕，黎振声，罗高权

【摘　要】　目的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ＮＩＨＳｔｒｏｋｅＳｃａｌｅ，ＮＩＨＳＳ）及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ｍＲＳ），了解臭氧自血回输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临床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　８６例急性脑梗死患
者，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各４３例，两组基础用药均为血栓通注射液４５０ｍｇ，１次／ｄ＋拜阿司匹林０．１ｇ，１次／晚或硫酸氢
氯吡格雷片７５ｍｇ，１次／晚，试验组再给予臭氧自血回输治疗，１次／ｄ，治疗（１０±３）ｄ。治疗前后，使用 ＮＩＨＳＳ评分及
ｍＲＳ评分评价其临床运动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治疗前，ＮＩＨＳＳ评分、ｍＲ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后，两组患者ＮＩＨＳＳ评分、ｍＲＳ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差异；后者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前者（Ｐ＜０．０５）。结论　臭氧
自血回输对急性脑梗死患者临床运动功能的恢复有一定促进作用。

【关键词】　臭氧自血回输；急性脑梗死；ＮＩＨＳＳ；ｍＲ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４　Ｒ４５７．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１７１０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ｔ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ＯｚｏｎａｔｅｄＡｕｔｏ
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ＵＸｉａｏｎａ，ＰＥＮＧＫａｉｒｕｎ，ＬＩ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
ｇｚｈｏ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１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ｊｏｒｏｚｏｎａｔｅｄａｕｔｏ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ＯＡＨ）ｏｎｔｈｅｍｏｔ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ＣＩ）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ｒｏｋｅＳｃａｌｅ（ＮＩＨＳＳ）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ｍ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ｉｇｈｔｙｓｉ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Ｉ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４３ｃａ
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ｏｆ４５０ｍｇＸｕｅｓｈｕａｎｔｏｎ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０．１ｇＡｓｐｉｒｉｎ，ｏｒ７５ｍｇ
Ｃｌｏｐｉｄｏｇｒｅｌｂｉｓｕｌｆａｔｅｔａｂｌｅｔｓ，ｏｎｃｅｅｖｅｒｙｎｉｇｈｔ．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ＭＯＡＨ，ｏｎｃｅａｄａｙ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ｓ（１０±３）ｄａｙｓ．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ＮＩＨＳＳａｎｄｍＲＳｉｎｄｅｘ．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ＮＩＨＳＳａｎｄｍＲＳｉｎｄｅ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ｅｖｅｒ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ＯＡＨ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ｍｏｔ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ｊｏｒｏｚｏｎａｔｅｄａｕｔｏ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ｒｏｋｅ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

　　臭氧自血回输，即臭氧基本自血疗法（ｍａｊｏｒｏｚｏｎ
ａｔｅｄａｕｔｏｈａ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ＡＨ），作为一种非常规治疗应
用于缺血性疾病许多年，特别是下肢缺血性疾病［１］，并

取得一定效果，但其机制却不是很明确。因此，本临床

研究主要通过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ＮＩＨＳｔｒｏｋｅＳｃａｌｅ，ＮＩＨＳＳ）、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ｍＲＳ），观察臭氧自血回输对急性脑
梗死患者的临床运动功能恢复情况。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科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住
院的８６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４３例。试验组男性 ３０例，女性 １３例，平均年龄
（６４．１±１１．２岁），发病到接受治疗时间平均（４４．０±
１８．９）ｈ；对照组男性 ２８例，女性 １５例，平均年龄
（６３．８±１０．９）岁，发病到接受治疗时间平均（４３．８±
１８．４）ｈ。两组患者在年龄、发病时间及伴发疾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参加研究患者需符合以下条件：①年龄在３０～８０
岁之间；②ＣＴ或磁共振检查证实为急性脑梗死者；③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学技术研究基金（Ｂ２００２５８）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１０广州市，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彭凯润，电子信箱：１３８８９９０２７１８＠１３９．ｃｏｍ

入院后予ＮＩＨＳＳ评分，分数在６～２１分之间；④发病时
间６～７２ｈ且不能进行静脉溶栓的患者。排除以下情
况：①严重卒中患者，例如多脑叶梗死（ＣＴ低密度影大
于１／３大脑半球）；②已进行溶栓治疗的患者；③休克、
生命体征不平稳、严重心肺并发症及肝肾功能不全患

者或预期寿命不超过１个月的；④凝血机能障碍或血
小板量及功能异常的患者，地中海贫血、镰状细胞性贫

血患者，蚕豆病患者；⑤症状未控制的甲状腺功能亢
进；⑥高敏体质；⑦使用激酶类药物、抗自由基制剂；⑧
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１２　治疗方法　按２００３年美国心脏学会卒中分会颁
布的卒中患者早期处理指南治疗，两组基础用药均为

血栓通注射液４５０ｍｇ（广西梧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１次／ｄ＋拜阿司匹林 ０．１ｇ或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７５
ｍｇ，１次／晚。对照组仅给予基础用药，试验组同时给
予臭氧自血回输治疗，１次／ｄ。平均治疗时间为（１０±
３）ｄ。

臭氧自体血回输治疗采用高压臭氧发生装置（ｈｙ
ｐｅｒｍｅｄｏｚｏｎｅｃｏｍｆｏｒｔ，德国赫尔曼公司）。操作步骤如
下：采患者肘中静脉血１００ｍｌ入内有２．５％枸橼酸钠
１０ｍｌ的密闭无菌的系统，用高压方法加入治疗浓度
（４７μｇ／ｍｌ）臭氧１００ｍｌ，充分混合约５ｍｉｎ左右后，快
速（＜３０ｍｉｎ）重新输入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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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疗效评定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分别采用
ＮＩＨＳＳ评分、ｍＲＳ评分。根据（１０±３）ｄ疗程结束时临
床功能缺损评分增减评价疗效［２］。基本痊愈：功能缺

损评分减少９１％ ～１００％，病残程度０级；显著进步：
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４６％ ～９０％，病残程度１～３级；进
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１８％ ～４５％；无效：功能缺损评
分减少１７％以下；恶化：功能缺损评分增多１８％以上；
死亡及导致试验中止的事件均按恶化评价。基本痊

愈、显著进步和进步为有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正态分布数据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等级相关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治疗期间对照组出现１例脑出血，对照组及试验
组各出现１例上消化道出血，试验组１例脑梗死面积
加大出现脑疝，给予提前进行临床疗效评分，并终止臭

氧自血回输治疗。脑出血及脑疝患者临床疗效评分未

列入ＮＩＨＳＳ评分和ｍＲＳ指数比较中。
２１　一般资料　两组患者在年龄、身高、发病时间、脑
梗死评分及伴发疾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临床疗效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ＮＩＨＳＳ评分和
ｍＲＳ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１０±
３）ｄ后，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ＮＩＨＳＳ评分及ＭＲＳ指数
较治疗前相比明显减少（Ｐ＜０．０５），试验组较对照组
比减少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１。试验组患者临床总
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
总有效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１　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ＮＩＨＳＳ评分、ｍＲＳ评分（ｘ±ｓ）

组别 ｎ
ＮＩＨＳ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ｍＲ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２ １１．５０±３．７７ ７．３０±４．１１▲ ４．１０±０．９２ ３．００±１．２９▲

试验组 ４２ １１．７０±３．４９５．４０±３．４７▲ ４．１０±０．７７ ２．５０±１．１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后有效率的比较

治疗效果
试验组

ｎ ＲＡＮＫ
对照组

ｎ ＲＡＮＫ
恶化 ２ １ ２ １
无变化 ３ ２５．５ ５ ４２．５
进步 １２ ３４８ ２１ ６０９
显著进步 ２４ １５４８ １４ ９０３
基本治愈 ２ １７０ １ ８５
合计 ４３ ２０９２．５ ４３ １６４０．５

３　讨论
　　脑梗死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一种常见疾病，具
有致残、致死率高，预后差等特点，寻找在脑梗死急性

期，可缓解症状、促进早期功能恢复的安全有效的新方

法是当前神经病学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

臭氧（Ｏ３）是由３个氧原子组成的一种氧的同分
异构体，由于它在生物化学、物理学及药理学方面独特

的生物作用机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医学临床，其临床

疗效得到了充分的肯定。１９６８年，Ｗｏｌｆｆ首先开始应用
臭氧基本自血疗法，也就是后来的臭氧自血回输疗法，

目前已经是微创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理想方法［３］，初

步应用于全身系统性疾病以及脑梗死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急性脑梗死患者在使用臭氧自

血回输治疗后，其ＮＩＨＳＳ、ｍＲＳ评分较对照组均有明显
减少，而临床总有效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臭氧

自血回输治疗可有效促进急性脑梗死患者临床运动功

能的恢复。可能是由于臭氧以下的相关作用：①氧化
和氧饱和作用是臭氧生物学效应的基础，直接为缺血

组织提供充分能量。②臭氧对局部脑组织和细胞的直
接保护作用：通过臭氧，可促进血氧饱和度，提高红细

胞代谢，改善血液循环［３］，纠正脑梗死局部缺血。臭氧

激活红细胞的ＰＰＷ糖代谢途径，增加ＮＡＤＰＨ生成，有
利于维持红细胞膜的完整性［４］。据研究，臭氧可降低

外周抗凝血的黏稠度，有利于促进微循环［５］，改善组织

的供氧状况，恢复局部细胞功能，使缺氧组织的氧代谢

变得更有效。③臭氧可改变血小板的聚合方式［６］，臭

氧生成的过氧化氢能改变血栓的发展，使血栓解体［４］，

从而改变脑梗死患者的凝血状态。④臭氧可改变血液
的流动方式，增加红细胞的弹性［３］，促进红细胞通过毛

细血管壁，增加组织的供氧。⑤臭氧激活抗氧化酶和
清除自由基。Ｃａｌｕｎｇａ等教授在肾移植术后急性肾功
能衰竭的再灌注损伤研究中也发现臭氧可以通过激活

机体抗氧化系统改善血液循环和细胞内氧的新陈代谢

的作用［７］。

在临床应用方面，Ｂｏｃｃｉ认为 ＭＯＡＨ可以减轻慢
性氧化应激，延缓严重并发症，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活

质量［８］。Ｃｌａｖｏ使用多普勒研究发现，经过臭氧治疗可
改善缺血的临床经验［９］。也有发现臭氧进入人体后迅

速与血红蛋白结合，使 Ｏ２变成 Ｏ３，提高了血氧饱和
度，激活红细胞代谢，使脑组织的供氧状况得到改善，

进而改善脑部血液循环，提高脑组织细胞活性，即改善

缺血半暗带区的缺氧状态，促进侧支循环的生成，使神

经细胞功能恢复［１０］。臭氧预处理对于保护缺血 －再
灌注损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１１］。但是目前缺乏大

样本病例研究明确臭氧自血回输治疗对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运动功能恢复的影响。

综上，在急性脑梗死早期使用臭氧自血回输疗法，

可明显提高患者临床ＮＩＨＳＳ、ｍＲＳ评分，说明早期使用
臭氧自血回输疗法，对急性脑梗死患者临床运动功能

的恢复有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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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右美托咪啶用于饱腹创伤患者清醒插管的效果
黄毅然，李文红，吴会红，陈睿

【摘　要】　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啶用于饱腹创伤患者清醒插管的效果。方法　将急诊行气管插管全麻饱腹创伤患者
３０例随机分为咪达唑仑复合芬太尼组（Ａ组）和右美托咪啶组（Ｂ组），每组１５例。Ａ组静脉注射芬太尼１μｇ／ｋｇ及咪达
唑仑３０μｇ／ｋｇ，Ｂ组于１５ｍｉｎ内静脉输注右美托咪啶０．６μｇ／ｋｇ，１５ｍｉｎ后改为３０μｇ／（ｋｇ·ｈ）维持患者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
分３～４分，咽喉腔表面麻醉后清醒气管插管。结果　两组一般资料各指标、插管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Ａ组比
较，Ｂ组清醒气管插管时ＭＡＰ降低，ＨＲ减慢，呼吸抑制的发生率降低（Ｐ＜０．０５），心动过速、高血压、恶心、呛咳、躁动的
发生率降低（Ｐ＜０．０５）。结论　右美托咪啶作为一种新型的镇静、镇痛药，应用于饱腹患者清醒气管插管，可减轻插管
所致的心脑血管应激反应，对自主呼吸无抑制。

【关键词】　右美托咪啶；饱腹；清醒气管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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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腹并有高度误吸危险的创伤患者，选择清醒气
管插管是预防气道相关并发症的首选方法。经典的清

醒气管插管主要是表面麻醉联合苯二氮卓类、阿片类

药物，但插管刺激会导致心血管过度应激反应（血压骤

升、心率增快），引起心肌缺血等并发症，如加大镇静药

及阿片类药的剂量，常易引起呼吸抑制［１］。右美托咪

啶是一种新型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能抑制交感
神经过度兴奋，且具有良好的镇静镇痛作用，对自主呼

吸无抑制［２］。本研究拟将右美托咪啶应用于饱腹创伤

患者的清醒气管插管，为解决饱腹创伤患者清醒气管

插管提供一种新的安全用药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学委员会批
准，患者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选择急诊行气管

插管全麻饱腹创伤患者３０例，ＡＳＡ分级Ⅰ或Ⅱ级，年
龄１８～５０岁，体重５０～７０ｋｇ，Ｍａｌｌａｍｐａｔｉ分级Ⅰ或Ⅱ
级，无高血压、冠心病、房室传导阻滞、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ｎ＝１５），咪达唑仑复合芬
太尼组（Ａ组）和右美托咪啶组（Ｂ组）。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攻关项目基金（２０１２Ｂ０３１８００１８３）；吴孟超医学科
技基金（ＲＧＣ２００７０３３）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１０广州市，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１５７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黄毅然，电子信箱：ｈｙｒ８８９５５＠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右美托咪啶及咪达唑仑的应用　麻醉前置粗大
胃管行胃肠减压，入室后连接迈瑞Ｔ８型多功能监护仪
（迈瑞公司，中国），监测 Ｂｐ、ＨＰ、ＲＲ和 ＳＰＯ２，开放静
脉通道，面罩给氧，氧流量３Ｌ／ｍｉｎ。Ａ组静脉注射芬
太尼（批号：１００５０５，湖北宜昌人福药业有限公司）１
μｇ／ｋｇ及咪达唑仑（批号：２００９２７３４，江苏恩华药业有
限公司）３０μｇ／ｋｇ，Ｂ组于１５ｍｉｎ内静脉输注右美托咪
啶（批号：１００８２７３４，江苏恒瑞医药有限公司）０．６μｇ／
ｋｇ。给药结束后３ｍｉｎ行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Ｒａｍｓａｙ镇
静评分的标准：１分，不安静，烦躁；２分，安静合作；３
分，嗜睡、能听从指令；４分，睡眠状态可唤醒；５分，对
呼唤反应迟钝；６分，深睡、对呼唤无反应。若 Ｒａｍｓａｙ
评分＜３分，Ａ组静脉注射咪达唑仑１５μｇ／ｋｇ，Ｂ组静
脉注射右美托咪啶０．１μｇ／ｋｇ至 Ｒａｍｓａｙ评分≥３分，
静脉继续输注右美托咪啶 ３０μｇ／（ｋｇ·ｈ）维持患者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３～４分。以１％丁卡因５ｍｌ利用喷
雾器分别行口咽腔、舌体、舌根部、咽后壁表面麻醉，反

复咽腔表面麻醉后，患者能耐受喉镜片置入下咽腔的

刺激，用喉镜片抬起会厌，进行喉腔充分表面麻醉，利

用一次性气管内注射器将２％利多卡因２ｍｌ经声门喷
入气管内，使整个呼吸道得到良好的麻醉，最后经口以

喉镜暴露声门，明视下置入气管导管。依次静脉注射

丙泊酚（批号：１０１１２３２，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２ｍｇ／
ｋｇ和顺阿曲库铵（批号：２００９１０１１，东英制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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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０．１５ｍｇ／ｋｇ，固定气管导管后行机械通气。
分别于咪达唑仑或右美托咪啶给药前（Ｔ０）、置入

喉镜插管前（Ｔ１）和气管插管成功置入时（Ｔ２）记录
ＭＡＰ、ＳｐＯ２和ＨＲ；记录插管时间（置入喉镜即刻至成
功置入气管导管的时间），插管过程发生低血压［收缩

压较基础值降低 ３０％或收缩压 ＜９０ｍｍ 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或心动过缓（ＨＲ＜５０次／ｍｉｎ）
时，静脉注射麻黄碱６ｍｇ或阿托品０．５ｍｇ；呼吸抑制
（ＲＲ＜１０次／ｍｉｎ和／或 ＳｐＯ２≤９０％）面罩加压辅助呼
吸，记录插管过程中心动过速（ＨＲ≥１００次／ｍｉｎ）、高
血压（ＳＰ≥１４０ｍｍＨｇ）及躁动、呛咳、恶心、呕吐等情
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包进
行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和插管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各指标Ａ组：年龄（４０±９）岁；体重（６５±６）ｋｇ；ＡＳＡ分
级（Ⅰ／Ⅱ）１０／５；插管时间（１３．２±３．２）ｓ，Ｂ组：年龄
（３９±８）岁；体重（６２±５）ｋｇ；ＡＳＡ分级（Ⅰ／Ⅱ）为
１１／４；插管时间（１３．５±４．２）ｓ。两组一般资料各指标、
插管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有患
者Ｒａｍｓａｙ评分均达３～４分，呼之能醒，能配合完成气
管插管。

２２　两组患者各时点 ＭＡＰ和 ＨＲ、ＲＲ的比较　与 Ａ
组比较，Ｂ组Ｔ０时ＭＡＰ和ＨＲ、Ｒ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Ｔ１－Ｔ２时 ＭＡＰ降低，ＨＲ、ＲＲ减慢（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全麻饱腹创伤患者各时点ＭＡＰ和ＨＲ、ＲＲ的比较（ｎｉ＝１５，ｘ±ｓ）

组别 指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Ａ组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８６±７ ８１±６ ９１±１２

ＨＲ（次／ｍｉｎ） ７６±１５ ７２±１４ ８２±１２
ＲＲ（次／ｍｉｎ） １５±２ １１±２ １８±３

Ｂ组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８５±８ ７５±７ ７８±９

ＨＲ（次／ｍｉｎ） ７５±１２ ６５±１２ ６８±１０

ＲＲ（次／ｍｉｎ） １５±４ １４±２ １７±２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与Ａ组比较，Ｂ组
呼吸抑制的发生率降低，心动过缓发生率升高（Ｐ＜
０．０５），心动过速、高血压、恶心、呛咳、躁动的发生率降
低（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全麻饱腹创伤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ｎ，％）

组别 ｎ 呼吸抑制 高血压 心动过速 心动过缓 恶心、呛咳

Ａ组 １５ ３（２０） ６（４０） ６（４０） ０ ５（３３）
Ｂ组 １５ ０ ０ ０ ３（２０） １（７）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中咪达唑仑和右美托咪啶的剂量均为临床
上镇静时常用的剂量，所有患者 Ｒａｍｓａｙ评分均达３～

４分，都能配合完成气管插管，说明单独泵注右美托咪
啶可达到咪达唑仑复合芬太尼的镇静作用，且呈剂量

依赖性。

清醒气管插管在操作过程因刺激会引起血流动力

学的剧烈变化［１－２］。理想状态下清醒气管插管应是镇

静作用下良好的合作度，保持自主呼吸，血流动力学的

稳定。本研究结果表明，Ａ组镇静期间呼吸抑制发生
率为２０％，而 Ｂ组无一例患者发生呼吸抑制，提示右
美托咪啶更适合联合表面麻醉应用于饱腹并有高度误

吸危险的创伤患者的清醒气管插管，可以避免过度使

用传统镇静药、镇痛药所致的深度呼吸抑制及其造成

患者氧合困难的危险［３］，提高了清醒气管插管的安全

性。有研究表明，右美托咪啶对呼吸的影响与深度睡

眠对呼吸的影响相似，其作用于脑干蓝斑核，产生自然

睡眠，不影响呼吸［４－５］。气管插管期间的心血管不良

反应是因窥喉及插管操作对咽喉部及气管黏膜的机械

性刺激引起交感 －肾上腺素系统兴奋，产生一过性的
儿茶酚胺增加，可引起血浆去甲肾上腺素及皮质醇的

剧增。临床表现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或心律失常等

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如有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患

者，会增加心脑血管病意外发生的严重后果。本研究

结果表明，与Ａ组比较，Ｂ组高血压、心动过速的发生
率降低，说明右美托咪啶可更好地抑制气管插管反应。

其机理为：右美托咪啶激动 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抑制
交感神经过度兴奋，降低血浆去甲肾上腺素及皮质醇

的浓度，维持患者血压和心率的平衡，显著减少因应激

反应引起的心肌缺血的发生率［６－７］。

综上所述，右美托咪啶作为一种新型的镇静、镇痛

药，在咽喉腔充分表面麻醉的基础上能更安全应用于

清醒气管插管的患者［８－１０］，其镇静作用好，能保持自

主呼吸及血流动力学的稳定，为解决战争创伤饱腹患

者清醒气管插管提供新的安全用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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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鼻源性头痛临床治疗观察
王承华，甘忠，何金水，董玉礼

【摘　要】　目的　探讨鼻腔结构异常及慢性鼻窦炎致鼻源性头痛临床治疗方法及效果。方法　经筛选考虑为鼻源性
头痛者术前常规行鼻内镜检查和／或鼻窦ＣＴ检查，明确鼻腔结构异常部位和慢性鼻窦炎的类型。对于鼻中隔偏曲、泡
性中鼻甲、中鼻甲反向弯曲、钩突和／或筛泡肥大致鼻道窦口复合体狭窄等鼻腔结构异常的于鼻内镜下修正鼻腔结构；慢
性鼻窦炎或伴有鼻息肉者根据其病变范围于全麻下行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手术，清除鼻腔及鼻窦的病变组织，开放相应的鼻
窦，术后定期清理术腔，并进行必要的药物治疗。结果　经治疗２００例鼻源性头痛患者，随访８～１２个月，平均随访９个
月。治愈１４６例，显效３８例，有效１３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９８．５％。结论　鼻源性头痛特别是鼻腔结构异常所致的容
易误诊，经鼻内镜检查和／或鼻窦ＣＴ检查一般均可明确诊断，经相应的手术治疗可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鼻源性头痛；鼻腔结构异常；慢性鼻窦炎；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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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源性头痛是耳鼻咽喉科较常见疾病之一，病因
复杂，有炎症性和非炎症性，鼻腔、鼻窦的解剖异常或

病变引起的占相当多比例，但是有一部分无明显原因

的鼻源性头痛者长期得不到诊治，甚至有部分患者因

无明显鼻部症状长期被误诊为血管神经性头痛、偏头

痛、神经官能症等。鼻源性头痛者病史长短不一，症状

时轻时重，大多接受过多种药物治疗而不愈，给患者及

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痛苦。我们于２０１２年１～６月诊治
２００例因头痛反复发作经检查考虑为鼻源性头痛的患
者，现将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临床筛选２００例因头
痛反复发作经检查考虑为鼻源性头痛的患者，男性９１
例，女性１０９例，年龄１３～６９岁，平均３４岁，病史３个
月～１１年，平均３年７个月；其头痛部位有前额及鼻
根部疼痛９６例，枕部疼痛２１例，顶部疼痛３０例，部位
不明确５３例。其中鼻中隔偏曲与肥大的中鼻甲或下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立项课题（Ａ２０１２４６１）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０７广州市，武警广东总队医院耳鼻咽喉中心
通讯作者：王承华，电子信箱：１３７１１１４９７９５＠１６３．ｃｏｍ

鼻甲相抵触８７例；慢性鼻窦炎６０例：Ⅰ型９例，Ⅱ型
１６例，Ⅲ型３５例，其中慢性鼻窦炎合并鼻中隔偏曲２５
例；钩突和／或筛泡肥大至窦口鼻道复合体狭窄２５例；
泡性中鼻甲１９例；中鼻甲反向弯曲９例。
１２　手术方法　经筛选的患者入院后进行各种常规
的术前准备，并常规行鼻内镜检查和／或鼻窦 ＣＴ检
查，根据检查结果，采用不同术式和麻醉方式。慢性鼻

窦炎或伴有鼻息肉者选用 Ｍｅｓｓｅｒｋｌｉｎｇｅｒ术式，根据鼻
腔及鼻窦病变情况清除鼻腔及鼻道病变，切除钩突，开

放并扩大各阻塞的窦口；鼻中隔偏曲者根据其偏曲部

位和范围分别采用鼻中隔黏膜下切除术、矫正术或鼻

中隔成形术；对合并有下鼻甲肥大者，根据其是否有下

鼻甲骨增生行下鼻甲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或下鼻甲

黏膜下鼻甲骨部分切除或下鼻甲骨折外移术。有中鼻

甲、钩突变异肥大和筛泡肥大者，应同时矫治变异的中

鼻甲和钩突，切除肥大的筛泡，手术的关键是去除导致

窦口鼻道复合体狭窄的因素，保证窦口鼻道复合体通

畅；若中鼻甲与鼻中隔明显接触，虽形态正常，仍需外

折移位，以解除接触点。术后用膨胀海绵填塞固定，２
ｄ后取出海绵，术后全身及鼻腔综合治疗，慢性鼻窦炎
或伴有鼻息肉者术后处理及术后随访按常规鼻窦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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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处理。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治愈：头痛完全消失；显效：头痛
频率及强度明显下降；有效：头痛偶尔轻度发作；无效：

头痛频率及强度无明显变化或较术前加重。

２　结果
　　随访８～１２月。平均随访９个月。治愈１４６例，
显效３８例，有效１３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９８．５％。
无效的３例均为女性，考虑鼻中隔偏曲而行鼻中隔矫
正，解除黏膜接触点后症状无明显改善，其头痛可能是

其他原因所致。

３　讨论
　　随着鼻内镜的广泛应用，手术成为治疗鼻源性头
痛的重要方法之一。由于鼻源性头痛的复杂性，术前

应仔细评估，手术的关键是切除病变组织，纠正解剖畸

形，去除鼻腔内异常的接触点，去除压迫及阻塞因素，

保留鼻腔及鼻窦功能最为重要，一旦原因确定，针对病

变的功能性鼻内镜手术基本可以解除症状［１］。１９９８
年Ｐａｒｓｏｎｓ等［２］首先报道鼻源性头痛的原因，并认为手

术治疗有效，但直到２００４年才被国际头痛协会（ＩＢＳ）
列为一个新的头痛原因。鼻源性头痛主要发病机制

是：①鼻腔鼻窦炎性反应致黏膜肿胀，窦口通气引流不
畅而引起阻塞性头痛，阻塞时间过久可使窦腔处于负

压状态而引起真空性头痛，窦腔真空时间过长，窦内黏

膜血管扩张，产生渗出液充满窦腔而出现张力性头痛。

②鼻腔鼻窦的感觉主要是三叉神经支配，鼻腔结构异
常或病变可造成黏膜挤压，刺激黏膜三叉神经末梢而

引起反射性头痛。③研究认为鼻黏膜相接触可促使局
部感觉神经末梢释放Ｐ物质，作用于鼻黏膜引起头痛。
④有时鼻中隔偏曲引起的头痛发生在鼻腔宽大的一
侧，主要是因鼻腔宽大，进入鼻内的空气过多，黏膜受

气流冲击而引起头痛，此种头痛容易漏诊，需引起注

意［３－４］。鼻源性头痛患者往往曾在许多医院就诊且未

作出明确诊断而延误治疗，应引起我们重视。对于鼻

道窦口复合体的解剖异常，由于结构位置深、隐蔽，更

容易漏诊、误诊。随着鼻内镜在临床上的应用，现在对

鼻道窦口复合体解剖异常或鼻中隔与鼻道窦口复合体

同时存在解剖异常所导致的鼻源性头痛的认识已日益

增强。鼻源性头痛患者病史长短不一，症状时轻时重，

大多接受过多种药物治疗，时常反复，给患者及其家庭

带来了极大的痛苦。随着鼻内镜的发展应用，鼻内镜

手术成为治疗该病的重要方法。我们观察经筛选的

２００例鼻源性头痛患者，经手术治疗后大部分获得满
意的效果。为了避免手术范围的扩大，减少正常结构

的损伤，术前必须依据鼻内镜检查及鼻窦 ＣＴ检查结

果制定详细的个性化手术方案，对肥大下鼻甲理想处

理方法是既要保留鼻甲表面的黏膜，防止术后鼻腔粘

连，又要去除肥厚的下鼻甲黏膜下海绵状的组织［５－６］。

对于下鼻甲的处理是根据其下鼻甲骨是否增生及下鼻

甲收缩情况而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较好地保护鼻甲表

面的黏膜。

鼻源性头痛的病因复杂，分类有：①鼻睫神经痛，
在发作时用表面麻醉液棉片麻醉筛前神经分布区头痛

消失即可作出诊断。本病治疗的传统方法是患侧中鼻

甲切除，多可治愈。②蝶腭神经痛，用表面麻醉药棉片
置于中鼻甲后端接近蝶腭神经节处，可使头痛迅速缓

解，且有诊断价值，易于与其他头痛鉴别。③鼻腔结构
异常致鼻黏膜接触点性头痛，要求局部黏膜麻醉后头

痛在５ｍｉｎ内消失，手术去除鼻黏膜接触点后，头痛应
在７ｄ内获得明显改善。ＭｃＡｕｌｉｆｆｅ等发现各处鼻黏膜
对刺激所致疼痛敏感度不同。④鼻、鼻窦良恶性肿瘤
和骨纤维异常增殖症继发头痛，通过鼻内镜和 ＣＴ检
查较容易诊断。⑤空蝶鞍综合征，垂体病变发生于蝶
骨的骨纤维异常增殖症以头痛为主诉就诊，患者叙述

头痛的部位和性质与孤立性蝶窦炎相似，通过 ＣＴ和
ＭＲＩ检查有助于诊断和鉴别诊断［７－１０］。本次选择的

病例均为鼻腔结构异常或鼻窦慢性炎症，鼻源性头痛

的原因有许多，其他原因所致的鼻源性头痛未在本文

观察范围，在以后的工作中将继续观察、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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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陈国庆，陈全收，杨峰，等．内镜下鼻腔结构重塑治疗鼻源性头痛

疗效分析［Ｊ］．安徽医学，２００８，２９（２）：１４５．

［７］　张志明，吴昌竹，河宁．上颌窦肿瘤切除后蝶腭神经痛２例［Ｊ］．沈

阳部队医药，２０１０，２３（２）：１１８．

［８］　王佳，尹金淑．黏膜接触点性头痛［Ｊ］．国际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

志，２０１０，３４（４）：１７７．

［９］　纪振华，彭浒，廖建春，等．空蝶鞍综合征致鼻源性头痛４例临床

分析［Ｊ］．解剖与临床，２０１２，１７（１）：１２１４．

［１０］　彭浒，廖建春，刘环海，等．垂体瘤卒中致鼻源性头痛７４例临床

分析［Ｊ］．解剖与临床，２０１２，１７（１）：１８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６）

·６７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全科临床论著·

侧脑室微创穿刺引流联合亚低温治疗脑室出血的临床疗效
群森，岳宏，张持，王小强，吴君仓，刘祖欣

【摘　要】　目的　观察侧脑室微创穿刺引流联合亚低温治疗脑室出血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
月入住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的脑室出血患者根据匹配条件分为两组：对照组行内科保守治疗；治疗组在内科保守治

疗的同时行侧脑室微创穿刺引流联合亚低温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２１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ＣＳＳ）和随访３个月时的
日常生活能力（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结果　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７２．３％ ＶＳ３２．６％，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３个月后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治疗组为（８１．６±７．２）分，大于内科对照组的
（５５．２±６．４）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侧脑室微创穿刺引流联合亚低温治疗脑室出血较传统内科治疗
有效，且有利于神经功能恢复。

【关键词】　脑室出血；微创手术；引流；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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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ＭＯＮＩＣＡ北京方案”结果显示，我国脑卒中
发生率以每年８．７％的速度增加，到２０２０年我国每年
新发脑卒中病人将增加到３７０万［１］。脑出血是较常见

卒中类型。脑室出血分为原发性与继发性两种，重型

继发性脑室出血预后差，特别是两个脑室以上及全脑

室系统内出血，是临床急危重症。目前脑室出血内科

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外科开颅清除血肿花费时间较长，

创伤大，临床上急需验证和推广一些疗效好的新技术

和新方法。其中微创血肿穿刺引流治疗脑出血以创伤

小、安全有效等优点，已在临床广泛开展［２］。亚低温治

疗应用于重型颅脑外伤患者业已被证实的有脑保护作

用［３］。本研究旨在探讨侧脑室微创穿刺引流联合亚低

温治疗脑室出血的临床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室出血患者 ６２
例，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采用中国卒中量表

（ＣＳＳ）进行评分，根据年龄、性别、格拉斯哥昏迷
（ＧＣＳ）、神经功能缺损评分（ＣＳＳ评分）等进行匹配；分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研计划项目（０９０２０３０４０４９）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１１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合肥医院，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

通讯作者：吴君仓，电子信箱：ｗｕｊｕｎｃａｎｇ１２６＠１２６．ｃｏｍ

为两组，即内科组（仅行内科保守治疗）和治疗组（微

创穿刺引流联合亚低温及内科保守治疗）。内科组３２
例，男性 ２２例，女性 １０例；年龄 ５３～７６岁，平均
（６４．８±８．４）岁，神经功能缺损评分３４～４０。治疗组
３０例，男性 ２１例，女性 ９例，年龄 ５４～７６岁，平均
（６４．２±７．８）岁，神经功能缺损评分３３～４１。两组之
间年龄、性别、ＧＣＳ评分、神经功能缺损经统计学处理
具有可比性（均Ｐ＞０．０５）。入选标准包括：①诊断符
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拟定的诊断要点，且

经头颅ＣＴ确诊。②均为自发性脑室出血或脑出血破
入脑室者。③一侧脑室血肿量超过半个脑室、脑室血
肿铸型，轻度脑室扩大；第三脑室、导水管、第四脑室积

血；对侧侧脑室后角积血。④Ｇｒａｅｂ评分＜５分和自发
性脑室出血分级方法Ⅰ ～Ⅱ；侧裂池、环池、鞍上池等
明显蛛网膜下腔出血［４］。⑤脑出血后意识状态的分级
Ⅰ～Ⅲ和 ＧＣＳ评分 ＞１０分且无急性梗阻性脑积水及
全脑室铸型和脑室扩大。⑥发病后的３ｈ～５ｄ。⑦经
家属或本人同意。病例排除标准：①凝血机制障碍；②
有颅内或全身感染；③合并有严重心、肝、肾、肺等严重
疾患或功能障碍；④有过同侧卒中病史，并遗留肢体功
能障碍者；⑤颅内动脉瘤、动静脉畸形（影像学可发现
血管异常信号，部分患者脑血管造影发现动静脉急性

证据）；⑥肿瘤等引起的脑室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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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均予内科保守治疗；治疗组在内
科保守治疗的同时行侧脑室微创穿刺引流联合亚低温

治疗。

１２１　内科保守治疗　①２０％甘露醇１２５～２５０ｍｌ，
每６～１２ｈ一次（有肾功能障碍者可应用甘油果糖，慎
用甘露醇降颅压）；②控制血压（收缩压≥１８０ｍｍＨｇ
或舒张压≥１００ｍｍＨｇ时降压治疗，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③防治并发症及水、电解质紊乱；④应用脑保护
剂。

１２２　侧脑室微创穿刺引流术
１２２１　定位方法　采用简易三维立体定向术。病
人剃头后标出矢状中线，根据头颅 ＣＴ选择侧脑室积
血一侧，行侧脑室额角穿刺。穿刺点选为侧脑室扩大

一侧距矢状中线２．５ｃｍ作一与矢状中线平行线且在
该平行线上距发际后２～３ｃｍ的点，穿刺针穿刺方向
对准双侧外耳道假想连线中点，深度５～６．５ｃｍ［５］。
１２２２　手术方法　原则上尽早手术治疗，但如病情
稳定则尽量避免发病６ｈ内手术；应用ＹＬ１一次性颅
内血肿粉碎穿刺针，操作方法严格按照《颅内血肿微创

清除术临床应用培训教材》中“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

技术规范化治疗方案”的要求进行。术后严密观察病

情变化，除常规使用止血剂至拔针后１ｄ外，术后其它
治疗方案同内科组的治疗。拔针指征：①脑脊液清亮
颜色变淡；②复查头颅 ＣＴ侧脑室血肿基本消失或虽
三、四脑室有残余血肿，但中脑导水管显示无梗阻；③
闭管２４ｈ临床症状无恶化，意识状态稳定，无呕吐；④
闭管后复查头颅ＣＴ脑室系统无明显扩张，对三、四脑
室有残余血肿，拔管后反复腰穿放出血性脑脊液，至脑

脊液无色透明化验正常为止。

１２３　亚低温治疗方法　采用长春市长江科技中心
产ＣＪ１型颅脑降温治疗仪物理降温，在３～６ｈ把患者
肛温降到３３．０～３５．０℃，亚低温持续时间为颅内压降
到正常后再维持２４ｈ或更长时间。一般５～７ｄ，复温
采用自然复温，以每６～１２ｈ复温１℃。
１３　疗效评价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１天、７
天、２１天根据ＣＳＳ进行评分。疗效评价以入院前及第
２１天ＣＳＳ评分为依据，包括基本痊愈：神经功能缺损
评分减少９０％以上；显著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
少４６％ ～８９％；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１８％ ～
４５％；无变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１８％以下；恶
化：第２８天神经功能评分大于入院前评分；死亡。其
中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为有效；无变化、恶化、死

亡为无效。对出院患者以门诊方式进行随访，利用

Ｂａｔｈｅｌ指数（ＢＩ）评价患者３个月后日常生活能力。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定量
资料用（ｘ±ｓ）表示，两组间利用ｔ检验分析；定性资料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种治疗方法脑ＣＴ演变情况　微创治疗组１例
患者头颅 ＣＴ演变见图１，内科治疗组 １例患者头颅
ＣＴ演变图２。

　
　　注：①显示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破入脑室；②为６ｈ内行侧脑室穿
刺引流，左侧额部可见一金属穿刺引流针置入左侧脑室内；③为引流８
ｄ后侧脑室积血较前明显减少。

　图１　微创治疗组１例患者头颅ＣＴ演变

　
　　注：①可见丘脑出血破入侧脑室，占位效应明显；②为内科药物治
疗后第４天，患者血肿体积稍吸收；③为内科治疗后２１ｄ复查头颅 ＣＴ，
丘脑及侧脑室血肿仍有残留积血。

　图２　内科治疗组１例患者头颅ＣＴ演变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表１可
见，两组不同时期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的变化，治疗组于

治疗后第１天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即见明显减少，与治
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对照组于
治疗后第 １４天与治疗前比较才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治疗后不同时期神经功能缺损比较显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脑室出血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１ｄ 治疗后７ｄ 治疗后２１ｄ

治疗组 ３０ ３５．４±６．０ ２４．５±５．６＃ １６．２±６．２＃ １１．６±５．４＃

对照组 ３２ ３５．７±５．８ ３８．３±５．６ ２８．６±７．２ ２０．０±５．９

　　注：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微创组治疗前后比较，
Ｐ＜０．０１；微创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种方法治疗脑室出血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
疗２１ｄ疗效比较，见表２。

表２　两组脑室出血患者治疗２１ｄ疗效比较

组别 ｎ基本治愈例数 显著进步例数 进步例数 无效及恶化例数 死亡例数 再出血 总有效率（％） 病死率（％） 再出血率（％）

治疗组 ３０ ３ １２ ７ ５ ３ ３ ７３．３ １０．０ １０．０
对照组 ３２ １ ５ ８ ６ １２ ４ ４３．８ ３７．５ １２．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治疗９０ｄ时存活患者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比较　详见表
３。

３　讨论
　　脑室出血患者病情危重，治疗效果差，病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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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主要是血肿本身的占位效应导致颅内压迅速增

高，或血肿阻塞脑室系统，形成梗阻性脑积水，脑室急

剧膨胀，加剧颅内压的升高，同时对脑干形成挤压，引

起病人高热、水及电解质紊乱甚至呼吸衰竭等脑干功

能衰竭症状［６］。因此，快速清除脑室内积血，解除压

迫，阻断上述恶性循环，是其治疗关键。

表３　治疗９０ｄ时存活患者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比较

组别 ｎ 治疗９０ｄＢＩ

治疗组 ２７ ８１．６±７．２
对照组 ２０ ５５．２±６．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微创钻颅血肿抽吸引流术创伤小、简便易行、疗效
确切，在国内已被多家医院采用。研究表明早期穿刺

引流尽可能地清除血肿，以减轻脑水肿的发生及颅内

压升高，从而阻断上述脑室出血引起的恶性循环。并

且血肿清除越早，继发性损害越小，功能恢复越快。一

般认为出血后６～２４ｈ内进行微创钻颅引流是最理想
时期，因为出血后６～２４ｈ，９０％出血已完全停止，血肿
不再扩大，穿刺后再出血的可能性小。２４～４８ｈ出血
灶周围继发神经元凋亡、神经元损伤与代谢障碍明显

加重。但有报道认为６ｈ血肿内凝血酶开始释放，引
起周围水肿。我们多数病例于出血后６～２４ｈ内进行
微创钻颅术，目的是尽早引流清除血肿，避免出血后一

系列不良的病理生理反应。

本研究选择在相匹配人群中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

治疗脑室出血患者，以比较微创穿刺引流术联合亚低

温治疗的效果。结果表明，治疗组能加快脑室积血的

清除速度，其总有效率、神经功能缺损评分（ＣＳＳ）及日
常生活能力评分（ＢＩ）明显高于对照组，病死率也明显
低于单纯内科治疗组，且再出血率未增加。这表明微

创引流是联合亚低温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穿刺途径上选择经额部入颅，以尽可能避开颞

顶部重要功能区及大血管分布区。有部分患者在疾病

恢复过程中，出现脑室内再出血，这可能系脉络丛血管

浸泡在血性脑室液中所致。我们采用经引流管向侧脑

室注入立止血，疗效满意。

国内外大多数临床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亚低温能

显著降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病死率，改善颅脑伤者

的神经功能预后。目前已将亚低温治疗方法列为重型

颅脑损伤患者的常规治疗措施。其主要通过保护质子

泵活性，减轻细胞毒性脑水肿；保护血脑屏障，减轻血

管源性脑水肿；减少脑血流容积从而降低颅内压。其

减轻已损神经元损伤程度，减少末梢神经元再损伤机

制可能与降低脑代谢率，延迟 ＡＴＰ消耗，减少脑耗氧
量（ＣＭＲＯ２）及乳酸堆积，抑制多种内源性对性介质及
兴奋性氨基酸毒性释放，及减少细胞内钙超载等机制

有关［７－８］。

亚低温治疗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是其重要研究

方向，近年有报道亚低温辅助治疗脑出血取的较好疗

效［９］。本研究发现，对侧脑室微创血肿穿刺引流术辅

助亚低温治疗能改善患者的临床预后，降低脑室出血

不良事件发生率。但限于样本量偏小，未能进一步分

亚组，以明确亚低温对治疗效果的确切影响。且利用

体表低温技术诱导低温缓慢，维持低温不够稳定，有必

要探讨血管内低温对治疗效果的影响［１０］。

因此，侧脑室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结合亚低温治

疗可有效清除血肿，减轻血肿周围水肿，阻断脑室出血

后继发的一系列恶性循环；并可有效降低中枢性高热、

继发感染等所致体温增高，从而减轻脑水肿的形成，降

低脑室出血的病死率和致残率。该方法安全有效，值

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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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法舒地尔早期干预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观察
苏颖思

【摘　要】　目的　探索在临床操作中利于及早减少糖尿病肾病早期白蛋白尿的治疗方法。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
期间，在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符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诊断标准的２型糖尿病患者（均为糖尿病肾病ＩＩＩ期）
１０２例，采取非盲法随机对照分组设计，分为治疗组５２例，对照组５０例，均予口服降糖药或胰岛素控制血糖达标，治疗组
５２例在此基础上加用法舒地尔静脉滴注，疗程２周。比较两种方法处理后尿白蛋白的变化。结果　法舒地尔治疗组治
疗后尿白蛋白排泄率（ＵＡＥＲ）下降明显（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的ＵＡＥＲ轻度改变（Ｐ＞０．０５），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治疗２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法舒地尔能有效地在较短时间
内减少早期糖尿病肾病的尿白蛋白，有利于在早期延缓糖尿病肾病的发展。

【关键词】　法舒地尔；２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尿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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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型糖尿病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中，糖尿病肾
病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肾病分为５期［１］，Ⅰ、Ⅱ
期在实际临床治疗中较难早发现，而Ⅳ、Ⅴ期为临床肾
病期及尿毒症期，此时干预为时已晚，Ⅲ期为早期肾病
期，ＵＡＥＲ３０～３００ｍｇ／２４ｈ，临床易于检出，尿微量蛋
白测定对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具有重要价值［２］。在此

期寻找有效的干预措施及早治疗，或有利于防止肾病

的恶化。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期间，在我院内分
泌科就诊的符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诊断标准的２型糖尿病
患者１０２例，均为糖尿病肾病Ⅲ期，其中男性５４人，女
性４８人，年龄４０～６５岁，糖尿病程５～１５年。采取非
盲法随机对照分组设计，５２例（男性 ２８例，女性 ２４
例）进入治疗组，５０例（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４例）进入对
照组。治疗组平均年龄（５０．６±９．４）岁，病程（９．３２±
５．２０）年；对照组平均年龄（４８．８±９．０）岁，病程
（９．２６±５．１０）年，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患者符合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２型糖尿
病诊断标准。尿白蛋白排泄率（ＵＡＥＲ）３０～３００ｍｇ／
２４ｈ，糖尿病肾病Ⅲ期。
１２２　排除标准　高血压病，伴有严重躯体性疾病，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７０广州市，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内分泌科

如心肌梗死病史、心力衰竭、肝功能不全、脑血管意外

后遗症单个肢体肌力３级以下或生活不能自理者，其
他泌尿系疾病，使用肾毒性药物者。

１３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口服降糖药或胰岛
素治疗，使血糖达标，血压达标，保持生活方式不变，治

疗组予法舒地尔３０ｍｇ加入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静脉滴
注，２次／ｄ，疗程２周。观察指标：Ｂｕｎ、Ｃｒ、ＵＡＥ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结果采用（ｘ±ｓ）表示。
组内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ｔ检验；设检验水准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法舒地尔治疗组治疗后 ＵＡＥＲ下降明显（Ｐ＜
０．０５），对照组ＵＡＥＲ有下降，但不明显（Ｐ＞０．０５），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显示
使用法舒地尔静脉滴注２周后，可有效减少尿白蛋白。
表１　两组糖尿病肾病患者治疗前后各项观察指标变化比较（ｘ±ｓ）

组别 时间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Ｃｒ（μｍｏｌ／Ｌ） ＵＡＥＲ（ｍｇ／２４ｈ）

治疗组 治疗前 ５．６１±１．１２ ７０．１２±１７．３４ １８０±８０
治疗后 ４．２１±０．３３ ６４．４２±１６．１４ ８０±５０△＃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６６±１．１８ ７０．４５±２０．１２ １７６±５６
治疗后 ５．４６±０．４２ ６５．５５±１８．２０ １５０±３２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下转第１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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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脑脊液胆红素在胆红素脑病诊断中的研究
孙路璐，金玉莲，刘光辉，张健，郑洪

【摘　要】　目的　探讨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脑脊液未结合胆红素水平对胆红素脑病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　以２０１１
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入院的３４例胆红素脑病患儿（病例组）和３７例单纯高胆红素血症患儿（对照组）为研究对象，比
较两组脑脊液及血清未结合胆红素水平，并绘制ＲＯＣ曲线，计算脑脊液未结合胆红素及血清未结合胆红素水平在诊断
胆红素脑病中的临界值、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结果　胆红素脑病组患儿脑脊液未结合胆红素
（１３．８８±５．０３）μｍｏｌ／Ｌ明显高于对照组（５．８３±４．３０）μｍｏｌ／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通过绘制 ＲＯＣ曲线，
得出脑脊液未结合胆红素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０．９０９）大于血清未结合胆红素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０．６９２）。当临界值为
９．５５μｍｏｌ／Ｌ时，脑脊液未结合胆红素诊断胆红素脑病的灵敏度为８６．７％，特异度为９３．９％。结论　新生儿脑脊液未结
合胆红素水平可作为早期诊断胆红素脑病的敏感指标，早期对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进行脑脊液胆红素水平检测，将有利于

胆红素脑病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减少胆红素脑病后遗症的发生。

【关键词】　新生儿；脑脊液；胆红素；胆红素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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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是危害新生儿健康的严重疾
病，重者可致死亡，存活者易留如眼球运动障碍、手足

徐动症、牙釉质发育不全、听觉障碍和智力低下等永久

性神经系统后遗症［１］。目前临床上仅靠血清胆红素浓

度水平很难准确地早期诊断胆红素脑病，往往延误治

疗时机。因此，有必要对胆红素脑病患儿在窗口期确

定一项敏感的诊断指标，进行早诊断、早治疗，减少其

后遗症的发生。本文研究通过测定新生儿脑脊液（ｃｅ
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ＣＳＦ）中未结合胆红素（ｕｎ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ＵＣＢ）浓度水平，探讨其在新生儿胆红素脑病
早期诊断中的价值和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入住安徽省立儿童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ＮＩＣＵ）高胆红素血症患
儿，均符合以下条件：胎龄３７～４２周，出生体重２５００～
４０００ｇ，血清总胆红素 ＞２２１μｍｏｌ／Ｌ，入院之前均未光
疗且未输入白蛋白、丙球，并排除化脓性脑膜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５１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儿科临床学院新生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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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颅内出血、缺氧缺血性脑病、反复低血糖、癫痫、遗

传代谢病以及其他导致神经系统异常的疾病。其中胆

红素脑病组３４例，均符合诊断标准［２］，男２３例，女１１
例，日龄（５．５±４．１）ｄ，胎龄（３９．２±１．２）周，出生体重
（３３９７．９７±４９８．５５）ｇ。对照组３７例，为单纯高胆红素
血症患儿，男２３例，女１４例，日龄（６．２±５．０）ｄ，胎龄
（３９．６±０．８）周，出生体重（３３５１．１４±３５４．７４）ｇ。两
组患儿出生体重、胎龄及日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测方法　两组患儿均于入院后２４ｈ之内，未
经光疗、输白蛋白及换血等治疗时采集血标本进行血

清胆红素测定，同时进行腰椎穿刺抽取患儿脑脊液进

行检测。所用仪器为 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ＵＮＩＣＥＬ
ＤＸＣ８００全自动生化仪，试剂由美国 ＢＥＫＭＡＮ公司提
供。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对比采用独立
样本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绘制
ＲＯ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曲线计算脑
脊液ＵＣＢ和血清 ＵＣＢ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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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预测值。

２　结果
２１　脑脊液及血清 ＵＣＢ水平在各组之间的变化情
况　两组各指标比较显示，胆红素脑病组脑脊液 ＵＣＢ
及血清ＵＣＢ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脑脊液及血清ＵＣＢ水平的比较（ｘ±ｓ，μｍｏｌ／Ｌ）

组别 ｎ 脑脊液ＵＣＢ 血清ＵＣＢ

胆红素脑病组 ３４ １３．８８±５．０３ ４４８．３９±１４０．８４
对照组 ３７ ５．８３±４．３０ ３７３．４３±１１２．９５
ｔ值 ６．９５７ ２．４０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２２　脑脊液及血清ＵＣＢ在诊断胆红素脑病中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分析　以血清、脑脊液未结合胆红素值为
自变量，是否发生胆红素脑病为因变量，绘制 ＲＯＣ曲
线，脑脊液ＵＣＢ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０９，血清 ＵＣＢ曲线
下面积为 ０．６９２，脑脊液 ＵＣＢ曲线下面积大于血清
ＵＣＢ曲线下面积。见图１。

　图１　脑脊液及血清ＵＣＢ在诊断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ＲＯＣ曲线

　　根据ＲＯＣ曲线所对应的值，比较不同临界值所对
应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得出当脑脊液 ＵＣＢ取临界值为
９．５５μｍｏｌ／Ｌ时，灵敏度为８６．７％，特异度为９３．９％，
约登指数最大，阳性预测值为 ９２．８％，阴性预测值
８８．４％。血清ＵＣＢ取临界值３７２．２０μｍｏｌ／Ｌ时，灵敏
度为７５．９％，特异度为６２．５％，约登指数最大，阳性预
测值为６５．１％，阴性预测值７３．９％。见表２。
表２　脑脊液及血清ＵＣＢ诊断胆红素脑病灵敏度与特异度的比较

变量
灵敏度

（％）
特异度

（％）
阳性预测

值（％）
阴性预测

值（％）
约登指数

脑脊液ＵＣＢ（９．５５μｍｏｌ／Ｌ） ８６．７ ９３．９ ９２．８ ８８．４ ０．７９９
血清ＵＣＢ（３７２．２０μｍｏｌ／Ｌ） ７５．９ ６２．５ ６５．１ ７３．９ ０．３８４

３　讨论
　　目前，临床上多采用血清未结合胆红素作为诊断
及治疗新生儿胆红素脑病的指标，其诊断的敏感性并

不可靠，往往延误治疗［３］。同时由于血清胆红素在预

测胆红素脑病中存在过多的假阳性［４－５］，也容易导致

过度治疗。而脑脊液胆红素含量可以较好地反映血脑

屏障功能状态及脑内胆红素水平［６］，目前，关于新生儿

脑脊液ＵＣＢ能否作为胆红素脑病早期诊断的敏感指
标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胆红素脑病主要是由于未结合胆红素进入颅内，

抑制脑组织对氧的利用，影响细胞的氧化作用，引起细

胞损伤而基底核神经细胞在新生儿期的生理及生化代

谢方面最活跃，耗氧量及能量消耗均较大，故胆红素对

脑细胞的毒性作用主要是对基底核神经细胞的损

伤［７－８］。本研究显示，胆红素脑病患儿脑脊液 ＵＣＢ显
著高于对照组，说明脑脊液中ＵＣＢ对新生儿神经细胞
有损害作用。

有研究表明，脑脊液 ＵＣＢ与胆红素脑病成正相
关，脑脊液ＵＣＢ越高，胆红素脑病发生率随之增高［９］。

本研究中胆红素脑病组患儿脑脊液 ＵＣＢ为（１３．８８±
５．０３）μｍｏｌ／Ｌ，明显高于对照组（５．８３±４．３０）μｍｏｌ／Ｌ。
病例中脑脊液ＵＣＢ越高的患儿，其神经系统症状也越
重，影像学特征改变也越明显。既然脑脊液ＵＣＢ水平
与胆红素脑病显著相关，那么如何利用新生儿脑脊液

ＵＣＢ对高胆红素血症患儿进行胆红素脑病诊断，国内
一项研究显示当脑脊液胆红素≥８．４μｍｏｌ／Ｌ时，胆红
素脑病的发生风险越高［６］，但并未作灵敏度和特异度

分析。本研究通过 ＲＯＣ曲线分析发现，脑脊液 ＵＣＢ
的临界值为９．５５μｍｏｌ／Ｌ，其诊断胆红素脑病的灵敏
度为８６．７％，特异度为９３．９％，阳性预测值为９２．８％，
阴性预测值８８．４％，由此可提示，临床上当新生儿脑
脊液ＵＣＢ高于此值，其发生胆红素脑病的风险将大大
增加，此时需要及时干预治疗。在与血清ＵＣＢ比较显
示，其曲线下面积（０．９０９）较血清未结合胆红素
（０．６９２）大，说明其诊断胆红素脑病的价值优于血清
ＵＣＢ的诊断价值。另外，本研究也发现少数胆红素脑
病患儿血清 ＵＣＢ水平升高并不明显，但脑脊液 ＵＣＢ
却均＞９．５５μｍｏｌ／Ｌ，而这部分患儿就诊时间晚并有感
染病史，这些因素可能影响血液中 ＵＣＢ白蛋白结合，
加上患儿本身的血脑屏障状态和神经元的易感性等综

合因素导致了胆红素脑病的发生，国内研究也有报

道［１０］。因此，对这些患儿能及早进行脑脊液 ＵＣＢ水
平检测，并进行积极有效地临床干预，将会避免胆红素

脑病的发生。对早期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的治疗

过程中应寻找并去除病因、加强护理、补充足够能量和

水分、纠正缺氧和酸中毒，及防止应用使血清游离胆红

素增加的药物，可首选光疗，必要时进行换血［１１－１２］。

综上所述，按现行血清未结合胆红素标准防治胆

红素脑病的发生存在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的情况，往

往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新生儿脑脊液胆红素水平可作

为诊断胆红素脑病的敏感指标。因此对于严重高胆红

素血症新生儿应尽早进行脑脊液胆红素水平测定，以

做到早期诊断，并进行相应的积极治疗，将有利于减少

胆红素脑病的发生。

参考文献

［１］　吴晓翠，陈新．新生儿黄疸［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５６
１５７．

［２］　邵肖梅，叶鸿瑁，丘小汕．实用新生儿学［Ｍ］．４版．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９８．

［３］　刘俐．我国新生儿黄疸诊治现状和面临的挑战［Ｊ］．中国新生儿科
杂志，２００９，２４（４）：１９８２０２．

［４］　ＩｐＳ，ＣｈｕｎｇＭ，ＫｕｌｉｇＪ，ｅｔａｌ．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ｅｍｉａ［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４，
１１４（１）：ｅ１３０１５３．

·２８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全科临床论著·

盐酸伐昔洛韦治疗带状疱疹的疗效观察
谢芳，王辰琛，曹慧，苏远婷，金慧玲

【摘　要】　目的　与阿昔洛韦相比较，观察伐昔洛韦治疗带状疱疹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采用随机、平行、对照的
方法，将６０例患者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３０例，口服伐昔洛韦片３００ｍｇ／次，２次／ｄ，对照组３０例，口服阿昔洛韦
片２００ｍｇ／次，５次／ｄ，两组同时服用７ｄ后，观察临床疗效，并随访３个月，记录患者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情况。结
果　两组治疗带状疱疹的有效率分别为８０％和７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随访发现两组患者带状疱疹后
遗神经痛的缓解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伐昔洛韦与阿昔洛韦相比，两者治疗带状疱疹皮疹的有效
率和不良反应的差异不显著，但是伐昔洛韦能够减轻患者的后遗神经痛，且具有较好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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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ｈｅｒｐｅｔｉｃｎｅｕｒａｌｇｉａｗ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３ｍｏｎｔｈ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０％ ｉｎｔｈｅ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７６％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ｔｈｅｒｐｅｔｉｃｎｅｕｒａｌｇｉａ６ｍｏｎｔｈｓｌａｔｅｒ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ｒｐｅｓｚｏｓｔｅｒ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ｌａ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ａｎｄａｃｙ
ｃｌｏｖｉ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ｖａｌａ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ｈｅｒｐｅｔｉｃｎｅｕｒａｌｇｉａ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ｒｐｅｓｚｏｓｔｅｒ；Ｖａｌａ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Ａｃｙｃｌｏｖｉｒ

　　带状疱疹是由于体内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次激
化，诱发的以皮肤水疱皮疹和皮节疼痛为主要特点的

传染性疾病，在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大约为３０％，且发
病率随着人寿命的延长而增加［１］。它最常见的并发症

是后遗神经痛，在皮疹消失后经常持续超过３个月，从
皮疹至３０ｄ内，带状疱疹的疼痛急剧下降，３０～９０ｄ
内疼痛缓慢减轻直至维持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疼痛

下降的程度与患者的体质有关［２］。据统计，带状疱疹

患者中大约有８％ ～２７％的患者会有后遗神经痛，这
种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加大［３］。本文比较伐昔洛

韦和阿昔洛韦治疗带状疱疹皮疹与后遗神经痛的疗

效，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５月，我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通讯作者：谢芳，电子信箱：１８４８８１２６１＠ｑｑ．ｃｏｍ

院皮肤科门诊确诊为带状疱疹的患者６０例，男性４１
例，女性１９例，年龄为５０岁或大于５０岁的。纳入标
准：经临床的诊断标准［４］确诊者；病程在７２ｈ内；１４ｄ
内未服用免疫抑制剂、抗病毒与免疫调节剂的患者。

排除标准：哺乳期、妊娠期的患者；肝肾功能不全者；胃

肠功能紊乱者；对伐昔洛韦一类的药物过敏者；１个月
内服用免疫抑制剂、抗病毒、激素类药物者；依从性差，

不能坚持随访的患者。采用随机、平行、对照的试验方

法，将６０例患者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
名患者，两组患者首次就诊的皮疹严重程度、性别与年

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试验组口服伐昔洛韦３００ｍｇ／次，２
次／ｄ，连续服用７ｄ；对照组口服阿昔洛韦２００ｍｇ／次，
５次／ｄ，疗程与试验组相同。疗程结束后观察两组的
皮损，随访３个月后，记录两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
情况。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痊愈为皮损及自觉症状全部消

［５］　ＢｈｕｔａｎｉＶＫ，ＭａｉｓｅｌｓＭＪ，ＳｔａｒｋＡＲ，ｅ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ｅｍｉａ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ｏｒ＝３５
ｗｅｅｋｓ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Ｎｅｏｎ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９４（１）：６３６７．

［６］　高建慧，陈宇明，郭小玲．新生儿重度高未结合胆红素血症脑脊液
胆红素浓度测定及其临床意义［Ｊ］．中华围产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７
（１）：５２５３．

［７］　刘新晖，李贵南，胡月圆，等．胆红素脑病与胆红素／血浆白蛋白比
值关系探讨［Ｊ］．中国新生儿科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５）：３２２３２４．

［８］　ＤａｏｏｄＭＪ，ＷａｔｃｈｋｏＪ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ｖｉｖｏｆｒｅｅ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ｕｎｎｒａｔｐｕｐｓ［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Ｒｅｓ，２００６，６０
（１）：４４４９．

［９］　李红新，徐美玉，屠文娟，等．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和脑脊液胆红素水
平在新生儿高未结合胆红素血症中检测的意义［Ｊ］．实用儿科临
床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１４）：１０８６１０８８．

［１０］　吴玉华，张艳波．脑脊液胆红素的含量对患儿神经毒性的影响
［Ｊ］．宁夏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１（１２）：１１３７１１３８．

［１１］　朱萍．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９０例临床分析［Ｊ］．医药论坛杂志，
２０１１，３２（１１）：７３７４．

［１２］　蓝海平．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同步换血治疗研究［Ｊ］．河北医
学，２０１１，１７（８）：１０５５１０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３８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失；显效为皮损消失７０％以上，自觉症状明显好转；好
转为皮损消失３０％以上，自觉症状好转；无效为治疗
后皮损及自觉症状无改善，有效率等于痊愈加显效［５］。

１４　安全评估　严格观察和随访患者服用药物后的
不良反应并总结，统计因毒副作用而停止治疗的患者，

且不计入试验结果。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抗病毒治疗７ｄ后，试验组痊愈１６
例，显效８例，好转５例，无效１例，有效率为８０％；对
照组痊愈１２例，显效１１例，好转４例，无效３例，有效
率为７６％。两组的有效率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随访３个月后，分别记录后遗神经痛的情况。试
验组７３．３％（２２／３０）的患者不伴有后遗神经痛，对照
组为 ４６．６％（１４／３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４．４４，Ｐ＜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试验组有３人出现便秘、头晕和不同
于原有皮损的皮疹；对照组１人出现腹泻；由于副作用
不严重，患者可以耐受，未予以相关的处理。

３　讨论
　　带状疱疹［４］好发于春秋季节，常见于中老年或抵

抗力低下的患者，是由于感染水痘 －带状疱疹病毒引
起的，病毒首次进入人体表现为隐性感染或诱发水痘，

然后潜伏于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脑神经感觉神经节内，

在各种因素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时，潜伏的病毒活跃

并生长繁殖，再活动的病毒可沿着周围神经纤维而移

动到皮肤表面，从而产生带状疱疹所特有的节段性水

疱疹，即以沿单侧周围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集性小水

疱为特征，一般不超过中线，常使受侵犯的神经节发炎

坏死，产生神经痛，患者主观症状疼痛，且年老体弱者

加剧，难以忍受，有些患者在皮损消退后神经痛持续存

在，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６］。该病的治疗以早

期积极的抗病毒为主，同时尽快促使皮损愈合和缓解

患者的神经痛也很重要，阿昔洛韦和伐昔洛韦是临床

上广泛应用的抗病毒治疗药物。

阿昔洛韦［７］是化学合成的核苷酸类抗病毒药物，

高度选择性作用于疱疹病毒感染的细胞，被细胞内病

毒胸苷激酶激活，转化为有活性的阿昔洛韦三磷酸盐

后，成为病毒ＤＮＡ多聚酶竞争性底物，阿昔洛韦三磷
酸盐特异性抑制病毒复制，并且作为一种终止因子有

效地阻止病毒ＤＮＡ链的延伸，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问世
以来，一直作为治疗单纯疱疹、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
染的首选药物，但其口服生物利用度仅为１５％，每天
口服至少５次。伐昔洛韦为阿昔洛韦的 Ｌ－氨酸酯，
是阿昔洛韦的前体药，在细胞内或体内水解成阿昔洛

韦，其活性和作用原理与阿昔洛韦相同，但水溶性是阿

昔洛韦的１５０倍，口服吸收良好，其浓度是阿昔洛韦的
３～５倍，显著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增强了临床疗效，减
轻神经痛［８］，自１９９５年批准生产为口服抗疱疹病毒类
药物，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伐昔洛韦和阿昔洛韦两

种药物的不良反应相似［９］，常见的为头痛（２％ ｖｓ
１３．８％）、鼻炎（０．３％ ｖｓ９．４％）、感染（１．０％ ｖｓ
７．８％）、恶心（０．６％ ｖｓ７．８％）、咽部不适（０．６％ ｖｓ
４．１％）。在 ＨＩＶ感染者中，除了前述副作用外，还有
腹泻、腹痛及皮疹、发热等，二者之间无明显差异。

本研究表明阿昔洛韦与伐昔洛韦在发病的 ７２ｈ
内，治疗带状疱疹的皮疹和早期缓解疼痛的有效率没

有显著差异。缓解后遗神经痛是治疗带状疱疹的又一

个重点，影响患者预后，临床试验表明［１０］早期积极的

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患者的后遗神经痛，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随访后发现，伐昔洛韦可有

效改善患者的神经痛，与阿昔洛韦相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此外，伐昔洛韦生物利用度高，每天只需口服

２次，服药方便，患者的依从性好，不良反应少，而且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国内外多项临床疗效观察也肯定

了伐昔洛韦在治疗带状疱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药

值得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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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３４１例临床分析
刘新荣，郭祥，朱永生，谢正南，吴海沁

【摘　要】　目的　探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ＭＰＰ）的临床特征和治疗手段。方法　将３４１例ＭＰＰ患儿随机分为两组，
分别给予静脉滴注阿奇霉素（１９６例）和红霉素（１４５例）治疗，定期观察两组患儿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情况，比较两组有
效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３４１例患儿均有程度不同的呼吸道症状，其中１３４例有肺外临床表现。阿奇霉素组治
愈率为９８．９８％，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８．１６％；红霉素组治愈率９０．３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５．８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ＭＰＰ常并发肺外脏器损害，阿奇霉素可作为小儿ＭＰＰ的首选治疗药物。
【关键词】　肺炎支原体；肺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６　Ｒ５６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１８５０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３４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ＰＰ）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ＵＸｉｎｒｏｎｇ，ＧＵＯＸｉａｎｇ，
ＺＨＵ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３，
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ＰＰ）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ｅｘ
ｐｌｏｒ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ｎＭＰＰ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３４１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ＭＰＰａ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ｅｒｙ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ｓｉｄ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ｅｘｉｓｔｅｄｉｎａｌｌ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１３４ｃａｓｅｓｈａｄ
ｓｏｍｅｅｘｔｒａ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ＭＰ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ｉ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ｅｒｙｔｈｒｏｍｙ
ｃｉｎ（９８．９８％ ｖｓ９０．３４％，Ｐ＜０．０１），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ａｔｅｏｆＭＰＰｗａｓｌｏｗｉｎｇｒｏｕｐｏｆ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ｏｆ
ｅｒｙ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８．１６％ ｖｓ３５．８６％，Ｐ＜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ｏｒｇａｎｓｃｏｕｌｄ
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ＰＰ．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ｃａｎｂｅｃｕｒｅｄａｓ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ｒｕｇｆｏｒ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肺炎支原体肺炎（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ｐｎｅｕｍｏ
ｎｉａ，ＭＰＰ）是由肺炎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ＭＰ）引起的呼吸道急性炎性反应。ＭＰＰ是学龄儿童常
见的一种肺炎，临床症状多为干咳，可伴有喘憋症状及

血细胞减少，心肌炎等肺外表现。该病病程较长，严重

威胁小儿健康，因此探讨支原体肺炎患儿临床症状和

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儿科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收治肺
炎支原体肺炎患者３４１例，男１９５例，女１４６例，发病
年龄 ２个月 ～１岁 ４２例（１２．３２％），～３岁 ９２例
（２６．９８％），～７岁 １３７例（４０．１８％），～１２岁 ７０例
（２０．５３％）。以上患儿均符合 ＭＰＰ诊断标准，且全部
患儿既往均无心、肝、肾、神经系统等病史。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诊断方法　所有 ＭＰＰ病例均符合《诸福棠实
用儿科学》第７版呼吸系统疾病中肺炎支原体肺炎的
诊断标准［１］，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ＭＰＩｇＭ抗体［２］，

３４１例患儿ＭＰＩｇＭ测定
!

１∶８０均阳性，并同时检测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摄胸部 Ｘ线片、肝肾功能，根据肺
外临床表现情况部分患儿做心电图、肌钙蛋白、超声、

胸部ＣＴ等检查。
１２２　治疗方法　将确诊为肺炎支原体肺炎３４１例
患儿随机分为甲组（１９６例）和乙组（１４５例），两组患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３南京市，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朱永生，电子信箱：ｎｊｚ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者在性别、年龄、体重、起病时间及发热程度等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甲组静脉滴注阿奇霉素 １０ｍｇ／
（ｋｇ·ｄ）；乙组静脉注射红霉素２０～３０ｍｇ／（ｋｇ·ｄ），
疗程５～１０ｄ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治愈率
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①痊愈：症状体征均正常，辅助
检查２周内血象、Ｘ线胸片表现均恢复正常；②显效：
病情基本缓解，但症状体征、辅助检查中有一项未完全

恢复正常；③好转：病情好转，但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均
未恢复正常；④无效：２周症状无好转或加重。以痊愈
加显效计算总体治愈率［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Ｐ
"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呼吸系统表现　患儿咳嗽，以干咳为主，２１０例
（６１．５８％），痉挛性咳嗽８７例，带白或黄痰４４例，或伴
有喘憋症状，呼吸困难，８４例，或伴有口唇发绀３２例；
有不同程度发热，热型高低不定，其中３７．５～３８．２℃
的５７例，３８．２～３９．５℃的２４９例，

!

３９．５℃的３５例；
听诊呼吸音粗或减弱，肺部一侧或双侧湿音９４例，
双肺喘鸣音５７例；Ｘ线检查示单侧肺病变２５８例，双
侧肺病变７３例，斑片状态阴影１０８例，肺纹理增粗９０
例，肺大片实变影８９例，肺门淋巴结肿大４５例；实验
室检查示血常规检测可见白细胞数大多正常或稍增

高，Ｃ反应蛋白（ＣＲＰ）检查正常者１４４例（４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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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正常者１９７例（５７．７８％）；血沉多增快；血清肺炎
支原体ＩｇＭ抗体检测阳性。
２２　ＭＰ肺炎肺外并发症　３４１例患儿中有１３４例有
肺外并发症。

２２１　循环系统　循环系统３３例（２４．６３％），主要表
现：胸闷、头晕、面色苍白，听诊心率加快、心音低钝２４
例；心电图异常２５例包括房性早搏、窦性心律不齐、
ＰＲ间期改变及Ｔ波改变；测心肌酶谱升高，其中 ＡＳＴ
升高１４例、ＣＫＭＢ升高６例、ＬＤＨ升高４例。
２２２　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４２例（３１．３４％），主要表
现为呕吐腹泻３９例；肝脏肿大２３例、其中 ＡＬＴ升高
１６例、结合胆红素升高７例；检测乙肝两对半均正常；
ＥＢ病毒ＩｇＧ、ＩｇＭ均阳性２例；ＣＭＶＩｇＭ均阴性。
２２３　血液系统　血液系统１９例（１４．１８％），主要表
现为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６例，Ｈｂ８５～９５ｇ／Ｌ；粒细
胞减少症１３例，外周中性粒细胞减少至１．５×１０９／Ｌ。
２２４　皮肤表现　皮肤表现１２例（８．９６％），主要表
现为过敏性紫癜５例，其中１例紫癜症状先于肺炎出
现；一过性散在性充血性皮疹 ３例，消退后无色素沉
着；荨麻疹４例，其中２例荨麻疹伴血管神经性水肿。
２２５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１４例（１０．４５％），主要表
现为头痛、呕吐、嗜睡、脑电图弥漫性慢波。其中抽搐

３例，惊厥２例。腰穿化验脑脊液压力升高，蛋白质升
高８例，蛋白定量０．４０～１．０８ｇ／Ｌ，糖及氯化物正常，
细胞数升高７例（１．５０～２．１６）×１０９／Ｌ。
２２６　其他表现　其他表现３例（２．２４％），表现为关
节痛、肌肉酸痛３例。两个系统或脏器同时受累９例
（６．７２％），三个系统或脏器同时受累２例（１．４９％）。
２３　治疗与转归　所有病例确诊后选用大环酯类药
物，红霉素每日２０～３０ｍｇ／ｋｇ静滴，或阿奇霉素每日
１０ｍｇ／ｋｇ静滴，加用对症支持药物治疗，用药３～８ｄ
退热，１０～１４ｄ肺部音消失，心电图于入院后１周内
检查恢复正常，心肌酶１０ｄ检查正常。胃肠道症状经
补液维持电解质平衡、对症治疗迅速好转，神经系统症

状随降温、抗炎、镇静及对症治疗而改善，疗程一般为

２～３周。３４１名患儿中，平均退热天数是（５．９２±
１．７２）ｄ，平均止咳天数是（６．９６±１．８２）ｄ，平均湿音
消失天数是（１１．５０±２．２１）ｄ，平均Ｘ线检查完全吸收
天数是（１１．７６±２．４５）ｄ，平均住院时间是（１６．７９±
３．２５）ｄ。

两组疗效比较甲组治愈１７７例，显效１７例，好转２
例，无效０例，总治愈率９８．９８％。乙组治愈１０６例，显
效２５例，好转１５例，无效０例，总治愈率９０．３４％。两
组总体治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体治愈率（％）

甲组 １９６ １７７ １７ ２ ０ ９８．９８
乙组 １４５ １０６ ２５ １４ ０ ９０．３４

　　注：χ２＝１３．９０，Ｐ＜０．０１。

　　甲组不良的反应 １６例，其中恶心、呕吐、腹泻 ７

例，局部疼痛７例，肝功能异常２例，皮疹０例。对照
组不良的反应２６例，其中恶心、呕吐、腹泻２６例，局部
疼痛１５例，肝功能异常１０例，皮疹１例。阿奇霉素治
疗组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红霉素治疗组，见

表２。
表２　两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ｎ 胃肠道反应 注射部位局部反应 肝功能异常 皮疹 总体不良反应率（％）

甲组 １９６ ７ ７ ２ ０ ８．１６
乙组 １４５ ２６ １５ １０ １ ３５．８６

　　注：两组总体不良反应率比较，χ２＝４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３　讨论
　　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表现轻重不一，大多数以咳
嗽伴发热为主要表现，咳嗽较重，以刺激性、痉挛性咳

嗽多见。目前 ＭＰ发病机制仍未明确，现在公认学说
认为ＭＰ侵入呼吸道后，吸附于呼吸道上皮细胞表面，
释放各种致病因子从而造成炎症发生和局部组织损

伤，而 ＭＰ引起肺外并发症的原因则很可能与免疫因
素有关［４］。

５岁以下儿童呼吸系统和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
临床表现以低热为主，咳嗽伴有喘息，多半可闻及干湿

音和哮鸣音；５岁以上儿童呼吸及免疫系统发育较
完善，临床表现以高热为主，咳嗽多为干咳，肺部体征

不明显，但肺外并发症多见［５－６］。本组共有１３４例患
儿发生肺外并发症，占全部病例比例为３９．３％，与诸
留珍［７］和寿晓雯等［８］报道的肺外发病率较为一致。

在诊治小儿支原体肺炎过程中，应充分认识支原体肺

炎临床表现，同时应详细检查有无肺外脏器系统的损

害［９］，以免误诊和漏诊，拓展临床诊断思维，提高诊断

和鉴别诊断水平，为支原体肺炎临床治疗提供指导意

义。

近年来肺炎支原体已成为小儿肺部感染的主要病

原之一，上海地区曾报道２４４例大于２岁的肺炎患儿，
其中肺炎支原体感染占各类病原的２６．７％，居各种病
原之首［１０］。根据我院近３年的统计资料分析，支原体
肺炎的感染率达到２８．８％，其中难治或重症病例也明
显增多，因此在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过程中，选择有

效的抗生素显得尤为重要，支原体作为原核生物界中

的最小微生物，缺乏细胞壁，对于作用于细胞壁的抗生

素如青霉素、头孢菌素类等不敏感，但对抑制或影响蛋

白合成的抗生素如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氨基糖苷

类、喹诺酮类等较敏感，但考虑到对小儿生长发育的影

响，大部分有效抗生素的使用受到限制，目前小儿支原

体肺炎的抗生素治疗首选大环内酯类，如红霉素或阿

奇霉素。阿奇霉素是第二代红霉素，属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抗菌谱广，不仅对革兰阳性球菌、厌氧菌、支原

体、衣原体有显著效果，对一些革兰阴性菌包括流感嗜

血杆菌、淋球菌及一些对其他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不敏

感的微生物也有较强的抗菌活性，其独特的药学特性

使组织内浓度较血药浓度高，提高了疗效［１１］。本研究

结果显示，阿奇霉素组患者在治愈效率方面较红霉素

组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不良反
应较红霉素显著降低（Ｐ＜０．００１）。因此，即使临床存
在部分病例因阿奇霉素有耐药现象而改用红霉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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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ＩＣＵ中心静脉置管患者血性感染的临床分析
吴敏

【摘　要】　目的　对ＩＣＵ中心静脉导管患者发生医院血性感染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发生特点和危险因素。方
法　对７８５例ＩＣＵ中心静脉置管患者的一般情况和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自理能力、自身免
疫性疾病、置管时间、置管部位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等相关性感染因素。结果　７８５例患者相关血性感染共发生３４例，
发生率４．３％。３４例病原菌共检出２９株，阳性率８５．３％。检出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占总检出的４８．３％，其次为革兰
氏阳性菌，占４１．４％，再次为真菌，占１０．３％。ＩＣＵ中心静脉导管患者发生医院血性感染与年龄、自理能力、自身免疫性
疾病、置管时间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相关。结论　积极治疗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对置管时间进行控制，并减少免疫抑
制剂的使用，是减少ＩＣＵ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性感染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　中心静脉导管；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重症监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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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静脉导管用以测量中心静脉压，并评估循环
生理参数，是静脉输液、长期肠外营养、抗生素、止痛药

等药物注射的通道［１］。然而它所伴随的血性感染作为

一种严重的并发症也越来越受到广大医护人员的重

视［２－３］。笔者对７８５例行中心静脉置管并发血液感染
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
院ＩＣＵ置中心静脉置管的患者７８５例。其中男性４１１

作者单位：５２２０００广东省揭阳市人民医院ＩＣＵ

例，女性３７４例，年龄６９～８８岁，平均（７６．６７±５．７０）
岁。置管部位为颈内静脉２５７例，锁骨下静脉２６６例，
股静脉２６２例。置管平均时间（９．４３±８．４０）ｄ。所有
患者均采用双腔导管置管，且置管前均无感染情况发

生。

１２　分析方法　对７８５例患者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 ＩＣＵ行中心静脉置管患者发生
感染情况进行整理和统计，并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

析。

１３　诊断标准　患者外周血培养阳性，导管尖端和血

疗，个别重症或难治性病例需加用丙种球蛋白和糖皮

质激素联合治疗才能控制病情，但是选择阿奇霉素治

疗小儿支原体肺炎仍具有疗效高、使用方便、不良反应

少、依从性高等优势，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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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培养出现同样的病原菌，且发生以下任意一种即可

判为血液感染。①静脉穿刺部位有脓液排出，或有蜂
窝组织炎的表现。②沿导管的皮下走行部位出现疼痛
性弥散性红斑。③患者出现发热现象，局部发生压痛。
所有感染现象均可排除其它感染来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计数数据采用χ２检验，计量数据采用 ｔ检验，当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感染发生率　７８５例患者发生医院感染３４例，
感染率４．３％，其中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１例。置管后第
１５～２１天时感染发生病例最多，并于第２０天达到感
染高峰。千导管日感染率３．７‰。
２２　病原菌检出　３４例病原菌共检出２９株，阳性率
８５．３％。其中革兰氏阳性菌 １２株，占总检出的
４１．４％，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 ５例、表皮葡萄球菌 ３
例、屎肠球菌２例和溶血葡萄球菌２例；革兰氏阴性菌
１４株，占总检出的４８．３％，包括肺炎克雷伯菌６例、铜
绿假单胞菌 ３例、阴沟肠杆菌 ３例、鲍曼不动杆菌 ２
例；真菌３株，占总检出的１０．３％。
２３　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　在 ＩＣＵ行中心静脉置管
的患者发生血性感染的可能相关因素中，通过单因素

分析得出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为：年龄、自理能力、自

身免疫性疾病、置管时间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见表

１。
表１　ＩＣＵ中心静脉置管感染相关因素分析及感染率情况

影响因素 病例数（ｎ＝７８５） 感染病例（ｎ＝３４）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女

４１１
３７４

２３（５．６％）
１１（２．９％）

１．３４ ＞０．０５

年龄（岁） ６９～７９
８０～８９

４２４
３６１

６（１．４％）
２８（７．８％）

４．６６ ＜０．０５

自理能力 是

否

４４５
３４０

５（１．１％）
２９（８．５％）

５．９９ ＜０．０５

自身免疫性疾病 是

否

２５８
５２７

２１（８．１％）
１３（２．５％）

１３．４５＜０．０１

置管时间（ｄ） １～７ １０１ ２（２．０％）
８～１４ ２０１ ５（２．５％）
１５～２１ １６８ １８（１０．７％） ４．６４ ＜０．０５
２２～２８ ２０３ ６（３．０％）
２９～３５ １０２ ３（２．９％）

置管部位 颈内静脉 ２５７ １０（３．９％）
锁骨下静脉 ２６６ １３（４．９％） ０．０８ ＞０．０５
股静脉 ２６２ １１（４．２％）

免疫抑制剂

的使用

是

否

３１１
４７４

２７（８．７％）
７（１．５％）

２３．５３＜０．０５

３　讨论
　　中心静脉置管是ＩＣＵ中最易发生血性感染的原因
之一。本次７８５例患者中，发生血性感染３９例，感染
率４．３％，千导管日感染率３．７‰。３４例病原菌共检
出２９株，阳性率８５．３％。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占总检
出的４８．３％，为主要检出菌。与国内相关报道基本相
符［４］。

在感染相关因素的研究中，我们把 ＩＣＵ行中心静

脉置管患者的性别、年龄、自理能力和自身免疫性疾

病、置管时间、置管部位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纳入相关

因素［５－６］。经研究表明，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患

者的年龄、自理能力、自身免疫性疾病、置管时间和免

疫抑制剂的使用［７－８］。由于中心静脉导管的表面易附

着细菌，老龄患者免疫功能低，易受感染。同时患者自

理能力的丧失也会因对污染物的接触程度较高，自身

清除代谢废物的能力差而加大了感染的发生几率［９］。

本次研究显示患者中心静脉置管后第１５～２１天时感
染发生病例最多，并于第２０天达到感染高峰，而后又
慢慢下降。原因可能是由于感染有外因和内因的双重

作用，患者免疫抵抗力较差时受到外源的侵袭时易发

生感染，而免疫能力相对较好且护理相对比较到位的

患者则可适应置管的影响，故在１５～２１ｄ时，达到感
染高峰，２１ｄ之后患者随着治疗的进行病情发生好转，
故发生感染的几率开始降低。这与一些相关研究相

符［１０］。

因此对于感染高发的时间段医护人员应增强护

理，减少感染的发生几率［１１］。患者的自身免疫能力对

于血液感染至关重要，因此对于自身患有免疫性疾病

和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血液感染的发生几率明显高

于普通患者（Ｐ＜０．０５）。因此，对患者自身免疫性疾
病进行积极的治疗，对置管时间进行控制，减少免疫抑

制剂的使用是减少ＩＣＵ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性感染的
重要措施［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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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例小儿先天性单侧肾发育不良伴输尿管异位开口的诊治
黄思红，周云，张亚，曹戌

【摘　要】　目的　探讨小儿先天性单侧肾发育不良伴输尿管异位开口的临床特点、诊治方法。方法　总结分析８例确
诊为先天性单侧肾发育不良伴输尿管异位开口的临床资料。８例男女比例为１∶７；Ｂ超检查６例，仅１例诊断为肾发育
不良；ＣＴ平扫＋增强检查５例，确诊４例；ＭＲＩ检查２例，均发现发育不良肾脏和输尿管异位开口的位置。结果　６例行
患侧发育不良肾脏及输尿管全切除手术，１例行输尿管膀胱再植术，术后滴尿及泌尿系感染症状均消失。结论　本症多
数见于女性，且易被发现，Ｂ超多数不能探及患肾，静脉肾盂造影患肾多不显影，易误诊为孤立肾。手术切除无功能肾脏
及输尿管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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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尿管异位开口是指输尿管开口于膀胱颈之外，
常伴有肾脏重复畸形或双输尿管畸形，较少发生在单

侧输尿管，发生在单侧输尿管的肾脏多伴有发育不良

或发育畸形。我院自２００７年１月来共诊治８例先天
性单侧肾发育不良伴输尿管异位开口，均取得满意疗

效。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８例中，男 １例，女 ７例，年龄 １个
月～８岁。左侧 ３例，右侧 ５例。肾脏大小（２ｃｍ×
０．５ｃｍ×０．５ｃｍ）～（５ｃｍ×３ｃｍ×２ｃｍ）。输尿管异
位开口位于后尿道４例，尿道外口２例，阴道２例。正
常排尿间无间歇滴尿４例，尿道外口肿块３例，上尿路
梗阻及泌尿系感染１例（男性）。
１２　辅助检查　Ｂ超检查６例，５例诊断为孤立肾，仅
１例诊断为肾发育不良；大剂量 ＩＶＰ５例，２例患侧肾
盂处可见小片装浓影或输尿管显影；ＣＴ平扫＋增强检
查５例，发现发育不良肾脏４例；ＭＲＩ检查２例，均发
现发育不良肾脏和输尿管异位开口位置；行美蓝实验

８例，除男性患儿外均阳性。
１３　治疗方法　８例中有７例行手术治疗，其中１例
家属考虑患儿年龄较小拒绝手术。６例行患侧发育不
良肾脏及输尿管全切除手术，１例因肾脏大小约 ５
ｃｍ×３ｃｍ×２ｃｍ，患侧分肾功能良好，行输尿管膀胱再
植术。６例全切术中，２例通过传统开腹行肾脏及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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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管全切术，４例于腹腔镜下行发育不良肾脏及输尿
管全切术。

２　结果
　　手术治疗７例，术后滴尿及泌尿系感染症状立即
消失；术后切除标本病理均符合先天性肾发育不良改

变，输尿管多有不同程度的扩张，管壁增厚；术后随访

０．４～５年，患儿生长发育正常，无滴尿及泌尿系统感
染症状。

３　讨论
３１　病因及发病特点　先天性肾发育不良伴输尿管
异位开口的病因目前尚不十分清楚，胚胎期不同阶段

的各种致畸因子都可能对肾脏及输尿管的发育造成影

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１－３］认同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血液供应障碍或胚胎早期输尿管梗阻导致肾发育停

顿，也有学者认为此种畸形与基因突变有关，其中

２２ｑ１１．２缺失区很可能存在调控肾发育不良的关键基
因［４］。本症的病因学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组６例发
育不良肾脏术后病理检查镜下见大量未成熟的肾小球

和肾小管，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胚胎发育障碍学说。

本症在临床上少见，因不是所有患者均有症状，故

发病率难以估计。梁娟等在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调

查报告肾发育不良的发病率是２．９／１０万［５］，合并输尿

管异位开口则更少。本症多见于女性，是男性的２．９
倍［６］，且比男性易发现。这是因为，女性输尿管异位开

口多位于尿道外括约肌远端，多表现为正常排尿间隙

持续性滴尿。男性异位开口于尿道外 （下转第１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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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乳腺叶状肿瘤的临床分析
董慧明，黄建康，彭德峰，李德群

【摘　要】　目的　通过分析乳腺叶状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评估各种的手术术式的疗效，探讨乳腺叶状肿瘤的合理手
术切除术式。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蚌医附院收治的４０例乳腺叶状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病
理特点，了解不同的外科手术术式及肿瘤病理类型对乳腺叶状肿瘤的疗效的影响。结果　４０例乳腺叶状肿瘤患者接受
手术后均得到随访，随访时间８～７１个月，中位随访时间３３个月。在所有患者中，共３例发生术后肿瘤的局部复发，总
复发率为７．５％，无转移及死亡病例。结论　熟悉及掌握乳腺叶状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有助于提高乳腺叶状肿瘤术前
诊断正确率，能为术前选择合理手术术式提供重要参考并提高疗效。

【关键词】　乳腺；叶状肿瘤；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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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叶状肿瘤（ｐｈｙｌｌｏｄｅｓｔｕｍｏｒ，ＰＴ）是一类少见的
特殊类型乳腺肿瘤，占女性乳腺肿瘤的０．３％ ～０．９％
左右，由Ｍｕｌｌｅｒ于１９３８年首次描述并命名为乳腺叶状
囊肉瘤［１－２］。２００３年，ＷＨＯ依据肿瘤基质细胞构成、
细胞的异型性、有丝分裂情况、边缘状态等分为三类，

即良性、交界性及恶性叶状肿瘤［３］。乳腺叶状肿瘤局

部复发率约为４．３％ ～３６％，约有１０％的患者出现远
处转移。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４０例乳腺叶状
肿瘤患者的临床特点，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期间，我
院收治４０例乳腺叶状肿瘤患者，均为女性，年龄１８～
６６岁，中位年龄４３岁。病程１～８４个月不等。所有患
者均以发现乳房肿块就诊，其中右侧 １３例，左侧 ２７
例。外上象限１７例，内上象限１０例，内下５例，外下５
例，中央区３例。肿瘤最大径２～１７ｃｍ，平均６．５ｃｍ。
所有患者病程中无肿瘤短期内迅速增大史，体检无局

部皮肤橘皮样变及皮肤破溃。２例患侧乳房的肿瘤表
面局部皮肤血管扩张。１例合并同侧乳腺纤维腺瘤。
根据２００３ＷＨＯ组织学分类标准，良性３４例，交界性６
例。

１２　治疗方法　４０例患者均仅接受手术治疗，未接
受化疗或放疗。肿瘤局部切除３３例，单纯乳房切除术
６例，乳房区段切除１例。

２　结果
　　所有患者均得到术后随访，随访时间８～７１个月，
中位随访时间３３个月。３例发生术后肿瘤的局部复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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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本组局部复发率为７．５％。４例交界性肿瘤行单纯
乳房切除术（１例入院前５年内因同侧乳腺肿瘤复发
在外院接受４次肿瘤切除术，第５次手术入我院接受
单纯乳房切除，术后病理证实乳房交界性叶状肿瘤，单

纯乳房切除术后随访６０个月无复发），１例交界性肿
瘤乳房区段切除术（术后６个月内反复复发，后再接受
局部切除手术３次，最后行乳腺单纯切除术，随访至今
未再复发）。１例交界性行肿瘤局部切除术（术后１８
个月肿瘤局部复发，复发肿瘤较小直径约１ｃｍ，患者
拒绝再接受手术切除）。３４例良性肿瘤行肿瘤局部切
除术３２例，另外２例因肿瘤较大（肿瘤最大径分别１７
ｃｍ及１５ｃｍ）行单纯乳房切除，且其中１例行一期假体
植入乳房重建。良性肿瘤中有１例术后２４个月内复
发再行肿瘤扩大切除术，再随访１２个月无复发。

３　讨论
　　乳腺叶状肿瘤是由乳腺纤维结缔组织和上皮组织
组成的纤维上皮性肿瘤。早期称为叶状囊肉瘤，１９８２
年ＷＨＯ将其更名为乳腺分叶状肿瘤，２００３年 ＷＨＯ
统称其为乳腺叶状肿瘤［３］，发病年龄可从１６～７５岁，
多数在４０岁以后，病变多为单侧，大多数病程较长，肿
瘤体积较大，可有肿瘤突然加速生长的病史，很少发生

腋窝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４］。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

清楚，临床上具有术前诊断率低、术后易复发等特

点［５］。

手术切除是治疗乳腺叶状肿瘤的首选方法，选择

合适的手术方式是避免复发的关键。手术治疗的方法

很多，包括乳腺皮下切除、单纯乳房切除、乳腺改良根

治、根治和全乳腺切除等，一般将其分为三类进行讨

论：肿瘤局部扩大切除或全乳房切术以及是否进行同

侧腋窝淋巴结清扫［１］。采用何种手术 （下转第１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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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前列地尔治疗稳定型心绞痛临床疗效观察
马莉，蔡玉宇

【摘　要】　目的　观察前列地尔治疗稳定型心绞痛的临床疗效，研究前列地尔对心绞痛病人 ｈｓＣＲＰ、Ｈｃｙ水平表达的
影响。方法　将５０例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前列
地尔，对比两组患者疗效及ｈｓＣＲＰ、Ｈｃｙ表达改变情况。结果　治疗组及对照组心绞痛发作次数均减少，治疗组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治疗组及对照组心绞痛发作时间减少，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组及对照组临床症状好转，
两组心电图改变方面，治疗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ｈｓＣＲＰ、Ｈｃｙ表达均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治疗
组治疗后ｈｓＣＲＰ、Ｈｃｙ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结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前列地尔注射液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
稳定型心绞痛的症状，改善心肌缺血，还可以显著降低血清超敏Ｃ反应蛋白以及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关键词】　前列地尔；稳定型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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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ｄｉｌ；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ｇｉｎａ

　　稳定型心绞痛（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ｇｉｎａｐｅｃｔｏｒｉｓ）是临床上常
见的心脏疾病，近年来我国心绞痛患者呈现逐年上升

的趋势，同时其发病的危险因素也在增长［１］。中华医

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公布的《多重心血管病危险综合

防治建议》［２］对所有的危险因素均进行了分类。在传

统危险因素基础上，潜在危险因素越来越被重视，特别

是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ｓＣＲＰ）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已
经成为冠心病危险因素以及心血管事件中的预测因

子，近年来引起很大的重视。本研究对我院收入的稳

定型心绞痛患者给予前列地尔治疗，并评估前列地尔

对ｈｓＣＲＰ、Ｈｃｙ水平表达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１月于我
院心内科住院的５０例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诊断均符合
国际心脏病学会和ＷＨＯ关于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和
诊断标准。入选患者排除严重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

衰竭及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支气管哮喘等。患者根

据治疗方式不同随机分为治疗组（２５例，其中男性１４
例，女性１１例）以及对照组（２５例，其中男性１５例，女
性１０例），两组在年龄、性别、临床症状、心电图等比较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５０广州市，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马莉，电子信箱：ｙｉｌｕ１３１５＠１２６．ｃｏｍ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抗心绞痛治疗：阿司
匹林肠溶片 １００ｍｇ口服，１次／ｄ；阿托伐他汀片 ２０
ｍｇ，１次／ｄ；比索洛尔片５ｍｇ口服，１次／ｄ；曲美他嗪片
２０ｍｇ口服，３次／ｄ；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硝酸甘油，
必要时静脉应用硝酸酯类药物。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前列地尔注射液２０μｇ加入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静
脉滴注（２４滴／ｍｉｎ），１次／ｄ。疗程２周。用药前后每
天描记心电图１次。观察心绞痛发作次数、疼痛强度、
持续时间等。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
１３１　心绞痛疗效　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心绞痛
发作的次数及持续时间，按１９８７年卫生部药政局制定
的《心血管系统用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来评定。显

效：同等劳累程度不引起心绞痛或心绞痛发作次数减

少８０％以上，硝酸甘油消耗量减少８０％以上。有效：
心绞痛发作次数及硝酸甘油消耗量均减少 ５０％ ～
８０％。无效：心绞痛发作次数及硝酸甘油消耗量均减
少不到５０％。
１３２　心电图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静息心电图恢复
正常。有效：静息心电图缺血性ＳＴ段压低在治疗后回
升０．５ｍＶ以上，但未达到正常水平或主要导联倒置
的Ｔ波变浅达５０％以上或 Ｔ波由平坦转为直立。无
效：静息心电图与治疗前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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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血清 Ｈｃｙ及 ｈｓＣＲＰ检测　入院后２４ｈ及２
周后复查血清 Ｈｃｙ及 ｈｓＣＲＰ值，Ｈｃｙ检测采用生化
法，ｈｓＣＲＰ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对比治疗前后两指
标变化的差异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
处理，计数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以及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心绞痛发作次数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心
绞痛发作次数较治疗前的（４．６２±２．１２）次和（４．６７±
１．９０）次均有所下降，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心绞痛
发作次数为（２．９８±１．６４）次，低于对照组的（３．６２±
１．８５）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心绞痛发作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心
绞痛发作时间较治疗前的（１９．１１±２．３１）ｍｉｎ／ｄ和
（１８．８９±２．１８）ｍｉｎ／ｄ均有所下降，Ｐ＜０．０５。治疗组
治疗后心绞痛发作时间为（３．６１±１．９９）ｍｉｎ／ｄ，低于
对照组的（７．１５±２．２１）ｍｉｎ／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临床症状方面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
对比显示，治疗组显效１７例，有效４例，无效４例，总
有效率为８４％，对照组显效 １３例，有效 ４例，无效 ４
例，总有效率为６８％，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心电图改变方面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心
电图改变对比显示，治疗组显效１２例，有效５例，无效
８例，总有效率为６８％，对照组显效８例，有效５例，无
效１２例，总有效率为５２％，两组患者治疗后心电图改
变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治疗前后ｈｓＣＲＰ、Ｈｃｙ水平变化对比　两组
患者治疗后 ｈｓＣＲＰ、Ｈｃｙ表达均低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 ｈｓＣＲＰ、Ｈｃｙ表达显著低于对照
组，结果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稳定性心绞痛患者治疗前后ｈｓＣＲＰ、Ｈｃｙ水平变化对比

组别 时间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治疗组 治疗前 ７．７２±４．１３ ２８．５６±１０．３２
治疗后 ２．３１±１．２５★▲ １８．２５±８．５３★▲

对照组 治疗前 ７．６５±４．０８ ２８．８９±１０．４１
治疗后 ３．７３±２．２１★ ２３．７４±９．３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冠心病心绞痛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导致冠
状动脉的严重供血不足，患者心肌急剧短暂缺血缺氧

所引起的临床综合症［３］。其发病的机制包括：①血管
内膜的损伤或者斑块破裂而诱发血管收缩或者痉挛。

②血管斑块出血、破裂而导致局部的血小板聚集或者
血栓形成。③斑块由于脂质浸润而急剧的增加，从而
使血管腔狭窄有显著的加重。因此，对于稳定性心绞

痛患者需要及时行扩张血管、调脂、抑制血小板聚集以

及稳定血管斑块等治疗手段，从而控制心绞痛的发作

并防止心血管事件的发生［４］。

前列地尔注射液的主要成份为前列腺素 Ｅ１，前列
腺素Ｅ１是人体各个组织细胞都能合成的物质，具有调
节细胞功能的作用，是前列素大家族的成员之一。前

列地尔具有扩张血管、降低自由基产生并改善微循环

的作用［５］。前列地尔具体的抗心绞痛作用机制包括：

①扩张血管，前列腺素Ｅ１可通过扩张动脉达到减轻心
脏后负荷的作用。通过扩张静脉达到减轻心脏前负荷

的作用，通过增加肾的血流量以达到促进利尿排钠，减

轻容量负荷的作用。前列腺素 Ｅ１能够通过扩张冠状
血管，尤其是对狭窄的冠状动脉，能够增加冠脉的血流

以达到改善心肌缺血，增加氧供的目的，从而缓解心绞

痛的发作［６］。②抑制儿茶酚胺释放，前列腺素 Ｅ１能
够对肾上腺素能神经突触前膜产生作用，从而达到抑

制神经末梢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大量的儿茶酚胺本身

对心血管具有毒性作用。因此，前列腺素Ｅ１能够降低
儿茶酚胺的心血管效应而达到缓解心绞痛发作的目

的。③前列腺素Ｅ１本身是血小板强烈的解凝剂，其能
够降低血液的黏度，达到血管再通、抗凝的作用。其能

够抑制血管平滑肌的增生，从而降低血脂，以达到抑制

动脉粥样斑块形成的目的［７］。④前列地尔还能够减少
自由基的产生，从而抑制再灌注时候自由基所引发的

脂质过氧化反应，阻止了组织的损伤。本组研究中显

示，采用常规心绞痛治疗方式均能达到抗心绞痛的目

的，但是增加了前列地尔的治疗组患者心绞痛发作时

间以及发作次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此外，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对比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８４％，对照组为 ６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心电图改变对比显示，治疗
组总有效率为６８％，对照组为５２％，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研究结果显示加用前列地尔后治疗组患
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持续时间、治疗疗效等均比常规

治疗的对照组要好，表明了加入了前列地尔后，稳定型

心绞痛患者的治疗疗效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

本组研究显示前列地尔在有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的同时能显著降低患者的ｈｓＣＲＰ及Ｈｃｙ水平，优于常
规治疗的对照组。Ｈｃｙ能够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
增殖以及诱导其凋亡，从而影响血管的通透性、紧张度

以及粥样斑块的稳定性，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血管

内皮细胞的损伤，造成内皮细胞功能的障碍，并促进血

栓形成及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从而促使动脉粥样

硬化的进展［８－９］。前列地尔能够显著降低 Ｈｃｙ的表
达，干预其导致的血管损伤，改善内皮功能，从而达到

防治冠心病的目的。此外，ｈｓＣＲＰ水平升高与心血管
的危险性呈正相关，其是不稳定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

危险信号，也是心血管病发病以及死亡的危险因

素［１０］。本组研究结果表明，前列地尔能够显著降低

ｈｓＣＲＰ的表达水平，达到进一步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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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则高水平地表达其配体ＣＸＣ１２；ＣＸＣＲ４与其特异性
配体结合后，可传导信号进行调节肌动蛋白聚合和伪

足形成，从而导致肿瘤细胞趋化和侵袭，而功能性阻断

这一受体可以抑制肿瘤的转移。我们认为 ＣＸＣＲ４表
达可能使肿瘤细胞获得转移优势潜能，从而在肿瘤异

质化、克隆选择、演进及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ＰａｔｒｉｃｋＣ等［８］在研究胰腺癌肿瘤干细胞生物学特性时

发现是ＣＸＣＲ４调控 ＣＤ１３３＋胰腺癌干细胞发生侵袭
转移的，只有ＣＸＣＲ４＋ＣＤ１３３＋胰腺癌干细胞才有肝转
移的能力，表明肿瘤干细胞发生侵袭转移的生物学特

性与ＣＸＣＲ４异质性有密切联系。本课题免疫组织化
学实验证实ＣＸＣＲ４在肺癌组织中呈高表达，阳性表达
率为６０．７％（５１／８４）；通过原代肺癌细胞培养，采用流
式细胞仪技术，成功分离出 ＣＸＣＲ４＋人肺癌细胞，ＣＸ
ＣＲ４阳性细胞胞膜呈非绿色荧光表达；阳性表达率为
８９．４％。表明在人肺癌细胞系中存在 ＣＸＣＲ４表达不
均一现象，即表达的异质性。

本课题的通过细胞侵袭实验证实 ＣＸＣＲ４＋人肺癌
细胞的侵袭能力强于ＣＸＣＲ４－人肺癌细胞；而 ＣＸＣＬｌ２
能够诱导增强 ＣＸＣＲ４＋人肺癌细胞的趋化侵袭能力，
且趋化侵袭能力随着 ＣＸＣＬ１２浓度的增加逐渐增强，
表现为浓度依赖性。趋化因子与相应受体结合可刺激

Ｆ肌动蛋白重新分布，引起细胞内肌动蛋白聚合并有
伪足形成，调节细胞运动和迁移。ＭｕｌｌｅｒＡ等［７］报道

体外实验中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到，１００ｎｍｏｌ／Ｌ
的ＳＤＦ１在２０ｓ内便可使乳腺癌细胞内的丝状肌动蛋
白（Ｆ肌动蛋白）增加２．２倍，使细胞形成明显的伪足，
并呈剂量依赖性诱导乳腺癌细胞定向迁移和侵袭；

ＣＸＣＲ４与ＳＤＦ１结合后能激发Ｃａ２＋快速跨膜转运，激
发了细胞内信号传导，导致下游效应分子的聚集，使细

胞内骨架蛋白重排，从而诱导了细胞的趋化迁移［９］。

苏丽萍等［１０］通过钙离子内流实验发现 ＣＸＣＲ４的特异
性配体ＣＸＣＬ１２可以刺激９５Ｄ细胞内钙离子短暂而迅
速的释放，并能特异性的趋化 ＣＸＣＲ４＋９５Ｄ细胞。而
通过 ＣＸＣＲ４特异性拮抗剂 ＡＭＤ３１００作用后，ＣＸ
ＣＲ４＋ＨＬＣ细胞的侵袭能力较对照组明显下降；这可
能是ＡＭＤ３１００竞争性阻断了ＣＸＣＲ４与 ＣＸＣＬ１２的结

合，阻断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轴的生物学作用，使细胞外
信号不能通过激活 Ｇｉ蛋白促进 ＧＤＰ转化为 ＧＴＰ，使
细胞内外Ｃａ２＋动员及其他效应受阻，导致细胞的趋化
侵袭运动能力受阻［１１］。

本实验通过对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４异质性与肺
癌转移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提高对肺癌发生、侵袭转移

机制以及器官选择性的认识，可作为判断肺癌恶性生

物学行为并预测转移风险的一个指标，抑制ＣＸＣＲ４表
达及降低其活性可为临床阻断癌细胞转移提供新的抗

转移的治疗靶点。

参考文献

［１］　ＢｅｎＢａｒｕｃｈＡ．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ｒｏｌｅｓｏｆ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Ｊ］．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Ｒｅｖ，２００６，２５（３）：３５７３７１．

［２］　ＶａｎｄｅｒｃａｐｐｅｌｌｅｎＪ，ＶａｎＤａｍｍｅＪ，Ｓｔｒｕｙｆ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ＸＣｃｈｅｍｏ
ｋ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Ｌｅｔｔ，２００８，２６７（２）：
２２６２４４．

［３］　毕丽伟．分子诊断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作用［Ｊ］．中华实用诊断
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２，２６（１１）：１０４３１０４５．

［４］　ＡｎｄｒｉｓａｎｉＯＭ，ＳｔｕｄａｃｈＬ，ＭｅｒｌｅＰ．Ｇｅｎ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ＣＣ）［Ｊ］．ＳｅｍＣａｎｃｅｒ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２１（１）：４９．

［５］　ＪｅｍａｌＡ，ＢｒａｙＦ，ＣｅｎｔｅｒＭＭ，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２０１１，６１（２）：６９９０．

［６］　ＧｒｅｅｎＭＲ．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４，３５０
（２１）：２１９１２１９３．

［７］　ＭｕｌｌｅｒＡ，ＨｏｍｅｙＢ，ＳｏｔｏＨ，ｅｔａｌ．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４１０：５０５６．

［８］　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Ｈｅｒｍａｎ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Ｌ，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ｌｌｃｅｒ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ｕｍ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ｈｕｍａｎ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ｅｌ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２００７，１：３１３３２３．

［９］　ＨｏｌｌａｎｄＪＤ，ＫｏｃｈｅｔｋｏｖａＭ，ＡｋｅｋａｗａｔｃｈａｉＣ，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ＣＸＣＲ４ｉ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ｂｖＧｐｒｏ
ｔｅｉｎｓ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６：４１１７
４１２４．

［１０］　苏丽萍，张进平，徐焕宾，等．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４在人肺癌高
转移细胞株的表达和意义［Ｊ］．中国免疫学志，２００４，２０（９）：６０３
６０６，６１６．

［１１］　ＬｉｂｕｒａＪ，ＤｒｕｋａｌａＪ，ＭａｊｋａＭ，ｅｔａｌ．ＣＸＣＲ４ＳＤＦ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ｓ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ｒｈａｂｄｏｍｙｏｓａｒｃ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ａｄ
ｈｅｓｉｏｎ［Ｊ］．Ｂｌｏｏｄ，２００２，１００：２５９７２６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２９）

·３９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全科临床论著·

剖宫产瘢痕妊娠１９例诊治体会
汪邦兰，陈红波

【摘　要】　目的　探讨剖宫产瘢痕妊娠（ＣＳＰ）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　本组１９例ＣＳＰ患者１２例因少量阴道出
血、７例因要求终止妊娠而就诊。１９例均行血βＨＣＧ测定证实妊娠，经阴道彩色多普勒显像（ＴＶＣＤＩ）检查确定 ＣＳＰ诊
断。本组均予以米非司酮７５ｍｇ口服，１２ｈ一次，共５ｄ。同时配伍甲氨蝶呤（ＭＴＸ），应用方法一是单剂量ＭＴＸ（５０ｍｇ／
ｍ２）肌内注射，二是超声引导下局部妊娠囊内注入ＭＴＸ。用药３ｄ及１周后βＨＣＧ值下降大于５０％后行超声引导下清
宫术。结果　米非司酮＋肌注甲氨蝶呤治疗组１５例，１周后行清宫术１３例；２例因并发阴道大量流血行子宫动脉栓塞
（ＵＡＥ），１例止血成功后行清宫术，１例止血失败后急诊行子宫瘢痕处妊娠物切除。米非司酮 ＋甲氨蝶呤局部妊娠囊注
射４例，１周后行清宫术。所有病例均痊愈出院，随访３个月均无并发症发生。结论　ＴＶＣＤＩ在ＣＳＰ早期诊断方面有重
要价值。应用甲氨蝶呤＋米非司酮药物后行清宫术是治疗ＣＳＰ的有效方法。治疗中发生阴道大出血时，可优先选择子
宫动脉栓塞止血，必要时手术治疗。

【关键词】　剖宫产；子宫瘢痕妊娠；经阴道彩色多普勒显像；米非司酮；甲氨蝶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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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ｎｔ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Ａ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ｗｈｉｃｈ１ｃａｓｅ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ｆｔｅ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ｃａｓｅ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ｃａｓｅ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ＭＴＸ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ｃ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ｎｅｗｅｅｋｌａｔｅ．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
ｃｕｒｅｄａｎ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ｆｒｏｍ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ｏ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３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ＶＣＤＩｈａｄａ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ＳＰ．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ＭＴＸ）ｉｓａｎ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ＵＡＥｗ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ｓｗｈｉｌｅ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ｏｃｕｒｒ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剖宫产瘢痕妊娠（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ＳＰ）是
剖宫产术的远期并发症，由于不合理的异常增高的剖

宫产率，目前日益多发。由于受精卵着床在子宫瘢痕

处，可继发胎盘植入、子宫破裂，早期终止妊娠是合适

的方式，但可能并发严重出血，威胁孕产妇安全。Ｓｅｏｗ
ＫＭ等［１］总结６年的２６５９６例病例，其发病比为１∶
２２１６。我院自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年间共诊
治ＣＳＰ１９例，现将临床资料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年龄 ２２～３５岁，平均年龄
（２８．６±４．１）岁。均有１次行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产
病史，无阴道试产经历，手术距本次妊娠时间５个月～
６年，中位时间２．３年。１２例因少量阴道流血，７例因
要求人工流产而就诊。临床表现为有停经史，部分患

者有早孕反应，与早期宫内妊娠相似。停经时间４２～
７０ｄ，平均（５４．８±７．７）ｄ，停经后有少量阴道流血１２
例，其中４例伴轻微下腹坠痛；无症状７例。辅助检
查：血βＨＣＧ增长情况与宫内妊娠相似。全组均由经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０１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妇幼保健临床学院，安徽省妇
幼保健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汪邦兰，电子信箱：４７２９３２１１０＠ｑｑ．ｃｏｍ

阴道彩色多普勒显像（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ｉｍａ
ｇｉｎｇ，ＴＶＣＤＩ）声像图确诊。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诊断成立后予米非司酮７５
ｍｇ口服，１２ｈ一次，共 ５ｄ。并同时应用甲氨蝶呤
（ＭＴＸ），应用方法有两种：①单剂量 ＭＴＸ（５０ｍｇ／ｍ２）
肌内注射１５例。用药后第３，７天行血 βＨＣＧ监测，
βＨＣＧ值下降大于５０％后行超声引导下清宫术。其
中有３例因βＨＣＧ下降不明显，重复给药一次，１周后
βＨＣＧ下降行清宫术。另有２例用药后出现阴道大
出血，急诊行经股动脉插管双侧子宫动脉明胶海绵条

栓塞术（ＵＡＥ）。１例阴道出血约８００ｍｌ，栓塞成功后１
周行超声引导下行清宫术；另１例栓塞后仍有出血，急
诊进腹行子宫瘢痕妊娠物清除术，累计出血１５００ｍｌ。
②超声引导下局部妊娠囊内注入 ＭＴＸ（５０ｍｇ／ｍ２）４
例，βＨＣＧ监测方法同前，１周后 βＨＣＧ下降行清宫
术。

２　结果
　　本组１８例（包括１例ＵＡＥ成功后）在Ｂ超引导下
行清宫术，均一次成功。术中出血量５０～１５０ｍｌ，平均
（９６．１±２７．４）ｍｌ，术后观察阴道出血少，１周左右干
净，其中１例诉腰骶部轻微胀痛不适。１例急诊进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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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子宫瘢痕妊娠物清除术。全组术后随访３个月，月
经正常来潮，月经量正常。

３　讨论
３１　ＣＳＰ的原因及预防　目前认为剖宫产术对子宫
内膜造成损伤，在切口处肌层中形成细小裂隙与宫腔

相通，从而受精卵种植在瘢痕处肌层内是导致 ＣＳＰ的
主要原因。各种创伤性子宫手术，如清宫、宫腔镜手术

甚至手取胎盘等均可造成 ＣＳＰ的发生［２］。ＪｕｒｋｏｖｉｃＤ
等［３］依据受精卵与瘢痕位置关系及生长方向不同，将

其分为２种类型：第１型妊娠囊向宫腔方向生长，这种
情况下继续妊娠有可能发育为活胎，但有子宫破裂、大

出血的风险；第２型受精卵位于瘢痕处深肌层，妊娠囊
向膀胱、腹腔内方向生长，这种情况下容易有不规则阴

道流血、早期即发生子宫破裂等。控制孕产妇的剖宫

产术比例，结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针对剖宫产术后

进行有效的避孕知识宣教避免非意愿妊娠无疑是一种

有效的预防措施。

３２　超声检查是 ＣＳＰ诊断的主要手段　ＣＳＰ的临床
表现及诊断时间不一，可早至孕 ５～６周，晚至孕 １６
周，平均诊断孕周为（７．５±２．５）周［４］。距离前次剖宫

产时间为４个月 ～１５年。常见症状为不规则阴道出
血占 ３８．６％，量可多可少，部分患者无明确停经史。
１５．８％的患者伴有轻、中度的腹痛，８．８％的患者表现
为单纯下腹痛。部分患者无明确症状，仅于超声检查

时发现。

曹泽毅等［５］认为由于 ＣＳＰ的首诊误诊率高达
７６％，因此，有剖宫产手术史的妇女妊娠时，孕早期应
行 Ｂ超检查探清妊娠囊的位置。李琼等［６］认为超声

检查仍是目前ＣＳＰ诊断的主要手段和依据，是临床早
期诊断的子宫剖宫产瘢痕妊娠金标准。ＣＳＰ超声声像
特点及诊断标准为［４］：①在剖宫产瘢痕处发现妊娠囊
或混合性包块；②妊娠囊／包块与膀胱之间子宫前壁下
段肌层变薄或连续性中断；③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显
示在妊娠滋养层周边探及明显的环状血流信号，脉冲

多普勒显示高速、低阻、血流图；如果并发 ＣＳＰ破裂可
出现直肠子宫陷凹游离液。本组病例临床表现无特异

性，均由 ＴＶＣＤＩ声像图明确诊断。随着临床医师对
ＣＳＰ的重视和了解，对于有剖宫产史再次妊娠早期常
规超声检查，大大提高了瘢痕妊娠的早期诊断，从而便

于早期施治。

３３　及时终止妊娠和处理并发症是 ＣＳＰ的治疗重
点　目前尚无 ＣＳＰ规范性的诊疗程序。与孕中晚期
相比，孕早期 ＣＳＰ胎盘种植、侵袭膀胱的风险相对要
小得多。为降低 ＣＳＰ并发症，减少子宫破裂的发生，
提高生活质量，王凤等［７］认为早期进行药物治疗对瘢

痕妊娠有重要价值。孕早期明确诊断后及时终止妊

娠，治疗的目的是保留患者的生育功能，防止子宫破

裂、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８］。ＣＳＰ的综合治疗
措施主要是药物治疗后超声引导下的清宫术。βＨＣＧ

下降后行清宫术，必要时手术处理子宫疤痕处破裂或

介入治疗盆腔内出血等并发症。

ＪｕｒｋｏｖｉｃＤ等［９］研究发现ＭＴＸ是一种二氢叶酸还
原酶抑制剂，主要抑制二氢叶酸还原酶而使二氢叶酸

不能还原成有生理活性的四氢叶酸，从而导致ＤＮＡ的
生物合成受到抑制，使绒毛变性坏死而致胚胎死亡。

在βＨＣＧ是绒毛活性的重要标志，当其下降至正常或
接近正常，阴道超声检查妊娠囊局部无血流信号后再

行刮宫术，可明显提高治疗成功率和减少术中出血。

本文资料也证实，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应用，监测

βＨＣＧ下降后超声引导下清宫术是安全有效的治疗
手段。

对于其它治疗手段无效、治疗中出现阴道大出血

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时，开腹子宫瘢痕处妊娠物切除

是有效的急救手段。一般情况下应尽量保留子宫［１０］，

同时术中在切除瘢痕处妊娠物的同时，也明确了妊娠

囊种植的部位，降低了再次发生 ＣＳＰ的风险。但开腹
手术损伤大，后续妊娠前置胎盘、胎盘植入等的风险增

大，对于无生育要求或在大出血等紧急情况下，为了保

全生命必要时可行全子宫切除。李蓉等［１１］报道对于

Ⅱ型ＣＳＰ患者可应用清宫术 ＋改良子宫肌层叠加缝
合术，手术相对简单，可迅速止血、保留生育功能。

３４　关于ＵＡＥ　本文资料还显示对于发生大出血情
况的ＣＳＰ患者，经股动脉行单侧或双侧子宫动脉栓塞
术（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ＡＥ）是一种有效的介
入治疗方法。血管栓塞后２～３周血栓开始吸收，一般
３个月吸收完全。ＣＳＰ子宫动脉栓塞优点在于：能尽
可能保留生育功能；而且操作简单、创伤小，恢复快；同

时能较早明确治疗有无效果，如超声检查未发现妊娠

物残留，βＨＣＧ快速下降，短期就恢复正常。但是否
适用于所有的 ＣＳＰ患者，例如妊娠囊凸到子宫外，或
者完全被肌层或子宫内膜覆盖的患者，还无法完全确

定。对病情危重的出血患者，有条件的医院可作为首

先选用的应急止血手段。ＵＡＥ不能控制的出血病患
者，应及时进腹手术止血。

总之，近年来剖宫产手术呈逐渐上升趋势，子宫剖

宫产瘢痕妊娠发生率也日益增多，造成严重的临床并

发症。但只要掌握其特点，提高警惕，早期诊断，如果

能在严重并发症出现前确诊并及时处理，其愈后良

好［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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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肾脏 ＥＣＴ检查对肾动脉狭窄的诊断价值
崔淑娴，王浩，赵海鹰

【摘　要】　目的　评价肾脏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ＳＰＥＣＴ）检查诊断肾动脉狭窄（ＲＡＳ）的价值与优势所在。方法　
笔者回顾分析了临床诊断为ＲＡＳ的患者５３例，这些患者通过螺旋ＣＴ血管造影（ＳＣＴＡ）初步筛查为ＲＡＳ，再通过放射性
核素肾脏动态显像（ＳＰＥＣＴ）了解双侧肾脏的血流灌注、滤过与排泄功能，以判断 ＲＡＳ患者肾脏血流灌注的改变。结
果　５３例ＲＡＳ患者经ＳＰＥＣＴ检查，４９例显示单或双侧肾脏血流灌注不同程度的减少，４例血流灌注正常，５例重度ＲＡＳ
的患者血流灌注消失。肾脏ＳＰＥＣＴ诊断ＲＡＳ的阳性率为９２．５％。结论　肾脏 ＳＰＥＣＴ检查可作为诊断 ＲＡＳ的依据之
一，同时也是筛选ＲＡＳ患者介入治疗适应证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肾动脉狭窄；ＳＣＴＡ；ＳＰ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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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ＳＣＴＡ；ＳＰＥＣＴ

　　肾动脉狭窄（ｒｅ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ＲＡＳ）是肾血管
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发病率逐年上升［１－４］。但是其早期确诊却存

在一定的困难。我们通过肾动脉螺旋 ＣＴ血管造影
（ｓｐｉｒ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ＣＴＡ）进行
ＲＡＳ的初筛，肾脏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
ｔ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ＰＥＣＴ）检查了解
ＲＡＳ患者肾脏的血流灌注及功能，取得了较好的诊断
效果，并从中准确筛选出ＲＡＳ介入治疗的适应证。现
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分析了临床上经 ＳＣＴＡ确诊为
ＲＡＳ的患者５３例，其中男性 ３３例，女性 ２０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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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５岁，平均年龄（４９±８）岁。高血压病史半年至
２０年不等，呈难治性高血压，对３种作用机制不同的
降压药（其中１种为利尿剂）治疗效果不佳。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肾动脉螺旋 ＣＴ血管造影（ＳＣＴＡ）　ＳＣＴＡ扫
描用ＰＨＩＬＩＰ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ＡＤＷ１６．０螺旋 ＣＴ机，肾动脉
图像的处理通过血管分析软件进行。扫描层厚２ｍｍ，
造影剂为碘海醇１００ｍｌ，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静脉给
药，注射流速为３ｍｌ／ｓ。扫描时病人屏气，扫描范围从
肾上极到肾下极。

１２２　放射性核素肾脏动态显像　检查前３０ｍｉｎ饮
水５００ｍｌ，显像前排尿，取仰卧位，后位投照显像。清
晨空腹肘静脉“弹丸”式注射示踪剂９９ＴｃｍＤＴＰＡ１０
ｍＣｉ，注射的同时采用 ＧＥＩｎｆｉｎｉａＳＰＥＣＴ机器进行扫
描，开始肾动态显像的数据采集，约２０ｍｉｎ采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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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理分别得到肾图、肾血流灌注图、肾小球滤过率

（ＧＦＲ）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两组间比较应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ＳＣＴＡ检查　通过 ＳＣＴＡ检查３６例患者显示单
侧ＲＡＳ，狭窄程度３０％～９０％不等。其中５例因单侧
肾动脉主干重度狭窄而致患侧肾脏萎缩。１例患者单
侧肾动脉内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管腔无明显狭窄狭窄。

１６例患者呈双侧 ＲＡＳ。ＳＣＴＡ诊断 ＲＡＳ的阳性率为
９８．１％（５２／５３）。图１为右肾动脉狭窄并右肾萎缩。

　
　图１　ＳＣＴＡ显示右肾动脉狭窄并右肾萎缩

２２　肾脏 ＳＰＥＣＴ检查　以上患者通过 ＳＰＥＣＴ检查，
结果呈单侧肾脏血流灌注减少者３３例，其中５例单侧
肾动脉重度狭窄者，ＳＰＥＣＴ检查证实无血流灌注，也无
滤过与排泄功能，呈“小肾图”改变。双侧肾脏血流灌

注减少者１６例。４例由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导致肾动
脉轻度狭窄的患者肾脏血流灌注均正常。ＳＰＥＣＴ诊断
ＲＡＳ的阳性率为９２．５％（４９／５３），与 ＳＣＴＡ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近年来，肾动脉 ＳＣＴＡ检查已成为临床筛查 ＲＡＳ
的重要手段，该检查不仅能清晰显示两侧肾动脉、腹主

动脉，还可根据检查目的不同调整扫描时相，展示肾静

脉、肾脏缺血区等［５－６］。但是通过 ＳＣＴＡ重组的 ＲＡＳ
图像，有时有夸大狭窄的可能［７－８］。为弥补其诊断

ＲＡＳ的不足，临床中作者对这些患者再进行肾脏ＳＥＣＴ
检查，取得了较好的诊断效果。如果 ＳＣＴＡ显示有
ＲＡＳ，而ＳＥＣＴ检查又有血流灌注减少的证据，则 ＲＡＳ
的诊断可以成立。本研究观察了５３例临床上诊断为
ＲＡＳ的患者，依次通过ＳＣＴＡ进行肾动脉狭窄的定位，
ＳＰＥＣＴ检查了解肾脏的血流灌注及功能，结果显示：经
ＳＰＥＣＴ检查４９例患者呈现单或双侧肾脏血流灌注不
同程度的减少，ＧＦＲ降低，ＳＰＥＣＴ诊断 ＲＡＳ的阳性率
为９２．５％，与ＳＣＴＡ诊断的结果相符，统计学处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通过此项检查进一步提高了 ＲＡＳ诊
断的可靠性。

肾脏ＳＰＥＣＴ检查的优势是：检查的同时通过肾
图、ＧＦＲ的改变可监测肾脏大小、肾血流灌注及肾功
能的变化［９－１１］。文献报道［１２］：单侧 ＲＡＳ患者肾动态
显像时，患侧 ＧＦＲ较对侧降低，且与肾动脉狭窄程度
有关。本研究结果与此相似，ＲＡＳ患者显示患侧肾脏
血流灌注减少，ＧＦＲ降低。通过观察肾血流及ＧＦＲ的
变化，可以判断患者是否具备肾动脉介入治疗的指证。

本组病例中 ４例由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致的轻度
ＲＡＳ，ＳＰＥＣＴ检查显示血流灌注正常，无需介入手术。
而５例重度ＲＡＳ的患者肾脏 ＳＰＥＣＴ提示单侧肾动脉
血流灌注近乎消失，肾小球滤过率极低，肾脏萎缩呈

“小肾图”，考虑为无功能肾，无介入治疗的必要性。

因此，通过ＳＰＥＣＴ检查可准确选择肾动脉介入治疗的
适应证。对于适合手术的患者，及时的肾动脉血管成

形术或支架治疗可以挽救肾缺血，防治肾功能恶化，根

治高血压。对无介入指证的患者则应避免盲目治疗，

这样既节约了医疗成本，也为患者减轻了沉重的经济

负担，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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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亚低温疗法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效果分析
龚道恺

【摘　要】　目的　观察并比较药物治疗联合亚低温疗法与单纯药物治疗法治疗急性期脑出血的临床效果加以分析和
探讨。方法　将确诊为急性期脑出血的１０４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５２例，实验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用亚低温
疗法，对照组则仅采用最基础的药物疗法。在治疗前、治疗后１５ｄ及治疗后３０ｄ评定患者的格拉斯哥昏迷程度和神经
功能缺损程度，并在治疗后３０ｄ对患者身体恢复状况做出评定。结果　相同时间内，实验组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神经
缺损恢复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即对照组起效较快，减少了患者意识障碍持续时间（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经
实验组治疗后的患者肢体功能良好人数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比对照组高（Ｐ＜０．０５），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药物治疗联合亚低温疗法比单纯药物疗法能够更有效、迅速的治疗急性期脑出血。
【关键词】　亚低温疗法；药物治疗；急性期脑出血；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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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出血占全部脑卒中的２０％ ～３０％，经常导致死
亡或严重致残，并且其病死率和致残率比脑梗死高［１］。

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发现亚低温疗法在治

疗急性期脑出血时有显著疗效，为脑出血的治疗开辟

了新道路。本文正是把药物治疗和亚低温疗法结合起

来，并与单纯的药物治疗做比较，分析和探讨两组的临

床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
期间收治了１０４例急性期脑出血患者，将其随机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２例，实验组中男性２８例，女
性２４例，平均年龄（５５．２±１０．３）岁；对照组中男性２７
例，女性２５例，平均年龄（５６５±１１４）岁。全部患者
均符合《脑血管病临床检查与诊断手册》［２］对急性脑

出血的诊断标准，并且两组患者在年龄、既往史、病程

及并发症等方面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颅内降压，清除自由基及
防止并发症的一些基本药物治疗，而实验组是在对照

组药物疗法基础上根据患者的适应证情况采用亚低温

作者单位：４３４０２０湖北省荆州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
院神经内科

疗法［３］，利用水循环式的控温毯及冰帽对患者进行降

温使其体温维持在３３～３５℃的范围，降温时间为３～
５ｄ［４］，自然恢复患者体温。在治疗前后采用格拉斯哥
昏迷评分量表（ＧＣＳ）记录和分析患者意识障碍程
度［５］，在治疗前和治疗后的１５，３０ｄ进行神经缺损程
度的评定，在治疗后３０ｄ时，调查患者的身体恢复情
况。

１．３　诊断标准　①格拉斯哥昏迷评定：采用格拉斯哥
昏迷评分量表（ＧＣＳ）。②神经功能缺损评定：采用欧
洲脑卒中量表（ＥＳＳ）。③身体状况分类：分为良好、轻
残、重残、植物生存和死亡五类，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

分类。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利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对收
集到的数据结果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两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利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定　治疗
前两组患者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间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状况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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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前两组间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１　两组急性脑出血患者治疗前后格拉斯哥昏迷评分的评定结果（分）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１５ｄ 治疗后３０ｄ

实验组 ５２ １０．５９±３．１４ １４．３７±２．１１ １７．４２±７．４７

对照组 ５２ １０．５４±２．６６ １２．３３±１．９６ １４．６５±２．２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急性脑出血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定结果（分）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１５ｄ 治疗后３０ｄ

实验组 ５２ ２７．５２±４．８８ １７．７２±７．２３ １２．１３±７．４７

对照组 ５２ ２７．５０±５．４０ ２５．７２±６．４１ ２０．２１±４．２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身体恢复情况比较　实验组
的病死率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验组的恢复良好人数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
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急性脑出血患者治疗３０ｄ后的身体恢复情况比较（ｎ，％）

组别 ｎ 良好 轻残 重残 植物生存 死亡

实验组 ５２ １９（３６．５４）＃ １５（２８．８５） １０（１９．２３） ２（３．８５） ３（５．７７）
对照组 ５２ １３（２５．００） １３（２５．００） １１（２１．１５） ５（９．６２） １２（２３．０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脑出血是一种病死率和致残率相对较高的常见

病，其发病机制为：①血肿扩大机械性间接或直接地挤
压损坏神经组织，构成神经功能的缺损。②脑水肿和
血肿扩大造成的占位效应促使颅内压升高，迫使脑内

血管血流量减少，造成继发性脑缺血。这种继发性脑

缺血能够引起能量损失、自由基和一氧化碳的产生、神

经细胞钙离子内流增多等损伤。③随着机械性的压迫
神经和血管，血流量减少，营养成分供给不足以及有毒

物质的产生，细胞也会开始凋亡。④脑水肿的产生会
在脑出血发生时增加颅内压，促使病情恶化，甚至导致

死亡。⑤脑内神经等组织的损坏会引发炎症，造成细
胞的死亡。

急性期的脑出血患者随着颅内压的升高，其昏迷

程度也会不断增加，出现各种程度意识障碍的表现。

脑出血的出血位置、脑水肿程度、脑出血量、对神经组

织的破坏多少及颅内压的高低均会对患者的产生不同

程度的意识障碍。在治疗急性期脑出血患者时，这种

意识障碍的程度的高低成为判断脑出血程度的重要指

标。有研究表明，如果脑缺血患者的体温降低，那么颅

内压、脑耗氧量和血流量也会随之降低，因此采用亚低

温疗法能够使患者意识障碍和神经缺损的持续时间缩

短，病死率减少，好转率增高，日常生活能力提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医学工作者们渐渐开始发现亚
低温疗法能够非常有效地改善脑出血症状，并且疗效

显著［５］，其保护机制为：①降低脑耗氧量，减少能量的
消耗；②降低有毒物质对脑细胞的破坏作用；③改变各
种酶的活性降低脑缺血造成神经元损伤；④抑制钙离
子内流，防止钙与神经细胞反应，发挥毒性作用；⑤控
制神经元细胞凋亡；⑥降低脑损伤炎性反应的发生率；
⑦促进蛋白质合成，保护细胞结构蛋白，加强细胞在结
构和功能上的修复；⑧降低弥漫性轴损伤；⑨保护血脑
屏障，减轻细胞毒性和血管源性脑水肿，降低颅内

压［７］。通过上述机制，亚低温疗法降低了颅内压，减轻

了脑出血造成的意识障碍，促进了神经功能的修复，减

少了病死率，提高了患者肢体恢复水平。

我院将药物治疗联合亚低温疗法与单纯药物治疗

疗法的进行对比，意图在于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治疗急

性期脑出血。亚低温疗法要视不同人群而定，比如说

老年人，他们对冬眠药物和低温的耐受力差［８］。另外，

使用传统的冰敷头部或者降低大血管处温度的方法存

在一系列的弊端，例如降温效果不理想、体温无法控制

甚至容易反弹［９］。在治疗急性脑出血时可能会出现血

液的粘稠度增加以及凝血功能受到影响出现障碍的并

发症［１０］，有时还会造成局部冻伤［１１］，因此在治疗过程

中我们同时应该密切关注并抑制并发症的发生。通过

本研究，我们了解到药物治疗联合亚低温疗法是一种

能够有效可靠地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使疾病尽快好

转的疗法。亚低温疗法疗效显著，费用不高，大多数患

者可以接受，是临床治疗急性脑出血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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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轮状病毒感染致小儿肠道外损害临床分析
何泉

【摘　要】　目的　分析轮状病毒性肠炎合并肠外感染的发生状况，了解轮状病毒性肠炎所致多器官损害的特点，探讨
小儿轮状病毒肠炎合并肠外脏器损害的临床特征及其发生的可能机制，为临床医师认识该疾病提供理论依据，指导临床

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蚌医二附院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收住的１４４例轮状病毒肠炎住院患儿临床资料，采用胶
体金法检测粪便Ａ群轮状病毒抗原，阳性者１４４例入观察组，阴性者５８例入对照组，观察两组呼吸、消化、循环、神经及
泌尿、血液等系统损害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验结果进行统计。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肠外脏器损害发生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轮状病毒肠炎的ＲＶ病毒血症可能是ＲＶ多系统播散的途径，合并肠外损害具有普遍
性，以呼吸系统损害最为常见，其次是心肌，肝脏，神经，泌尿及血液等系统。损害大多症状轻，恢复快，预后好，故在治疗

轮状病毒肠炎时，需综合治疗，除了积极治疗原发病，要密切观察是否存在肠外脏器损害，防治严重并发症。

【关键词】　轮状病毒；肠炎；肠外损害；临床分析；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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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轮状病毒感染所致的腹泻又称轮状病毒肠
炎［１］，轮状病毒是引起婴幼儿腹泻最常见的致病原，５
岁以下儿童腹泻中４８．４％ ～７７．１％是轮状病毒感染
所致，其发病率高，传染性强，一直是儿科疾病的防治

重点［２－４］，肠外脏器损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本研究回

顾分析了１４４例轮状病毒肠炎患儿肠外损害的临床资
料，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４４例轮状病毒感染均符合轮状病
毒肠炎诊断标准［５］，年龄３～３６个月，平均年龄１２个
月。其中３～６个月２４例，～２岁１１６例，～３６个月４
例；其中男７０例，女７４例。而对照组为同期住院的患
儿５８例，其中男２７例，女３１例。３～６个月８例，～２
岁４７例，～３６个月３例。所有对照组患儿，大便常规
无红细胞、白细胞；且粪培养为阴性。两组患儿既往均

身体健康。

１２　研究方法　两组患儿均在入院当天或第２天即
采集粪便和血液标本送检，同时所有患儿均做血气分

析、心电图、胸片、脑脊液常规及血清电解质、生化等检

查。血液标本检测主要是生化常规包括肌酸激酶

（ＣＫ），肌酸激酶同工酶 （ＣＫＭＢ），乳酸脱氢酶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

（ＬＤＨ），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天氡氨酸转移酶
（ＡＳＴ）。结果判断标准：ＬＤＨ＞２６０Ｕ／Ｌ，ＣＫ＞２２９Ｕ／
Ｌ，ＣＫＭＢ＞２５Ｕ／Ｌ，ＡＬＴ＞３７Ｕ／Ｌ，ＡＳＴ＞３４Ｕ／Ｌ为升
高。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实
验数据以（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均为正态分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呼吸系统表现　观察组所有患儿均做了胸部正
位片检查，其中２１例并发支气管炎；４０例并发支气管
肺炎；８３例胸片无异常改变；其中３７例有“上感”症
状，具体表现为流涕，轻咳，发热，咽充血等。

２２　消化系统表现　观察组中轻度脱水７２例，中度
脱水５４例，重度脱水１８例，１１６例存在代谢性酸中毒，
１２５例患儿有电解质紊乱，其中８９例低血钠、２４例低
血钾、３例高血钠、７例低血钙、２例低血镁。发热者９９
例，ＡＬＴ增高７０例（占４８．６１％），并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ＡＳＴ增高８２例
（占５６．９４％），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同时对ＡＬＴ，ＡＳＴ增高达２倍以上者１６例均做
了ＴＯＲＣＨ，肝炎九项，艾滋病，排除了其它病毒感染。
２３　循环系统表现　观察组１４４例患儿在心肌酶谱
改变中８１例ＣＫ高于正常（占５６．２５％），６５例ＣＫＭ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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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正常（占４５．１３％），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２６例ＣＫＭＢ高于正常２倍以
上患儿心肌肌钙蛋白均正常。１２１例 ＬＤＨ增高患儿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心电图检查
有１３例窦性心动过速；８例ＳＴ段，Ｔ波异常；２例低电
压。

表１　轮状病毒肠炎患儿血清肝功能和心肌酶谱的变化（ｘ±ｓ，Ｕ／Ｌ）

组别 ｎ ＡＬＴ ＡＳＴ ＣＫ ＣＫＭＢ ＬＤＨ

观察组 １４４ ５５．２±４８．４ ７９．１±７０．３ ２０４．１±８５．３ ４９．０±４８．４ ２５８．２±９７．１
对照组 ５８ ３２．４±３１．１ ４８．３±６５．７ １６０．４±７４．５ ２９．５±３０．０ ２２３．２±８５．３
ｔ值 ３．３１６４７ ２．８６９４２ ３．４１１５４ ２．８５３０８ ２．３９７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１

２４　神经系统表现　１４４例患儿中发生热性惊厥 ５
例，２例无热惊厥，均为全身性发作，２例无热惊厥患儿
脑电图均为轻度异常，脑脊液均无异常，神经系统检查

均有病理反射阳性体征，头颅ＣＴ、ＭＲＩ均未见异常，考
虑为病毒性脑炎。

２５　泌尿系统表现　共７例，表现为轻度水肿２例，
镜下血尿 ３例，尿蛋白（＋）１例，尿素氮轻度升高 ２
例，血清Ｃ３，肌酐均正常，未见肾功能衰竭。
２６　血液系统表现　共２３例，其中轻度贫血９例，中
度贫血４例，粒细胞减少７例，血小板减少３例。
２７　其他表现　皮疹７例。

３　讨论
　　轮状病毒（ＲＶ）属于呼肠病毒科，分为Ａ、Ｂ、Ｃ、Ｄ、
Ｅ、Ｆ和 Ｇ组，共７组，婴幼儿感染的主要是其中的 Ａ
组，本组研究中感染ＲＶ的患儿年龄多见于６个月 ～２
岁（占８０．５％），几乎所有５岁以下儿童至少经历过１
次 ＲＶ感染［６］，是秋冬季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之

一［７］。近年来随着对ＲＶ致多系统损害病例研究的不
断深入，人们发现ＲＶ不仅可引起肠内感染，而且可累
及肠外多个脏器及系统。本组病例中３７例有流涕、发
热、轻咳等“上感”症状，有４２．３６％的患儿存在下呼吸
道感染，所以可以说轮状病毒感染所致的多脏器损害

中以呼吸系统的损害最为常见。所有６１例发生下呼
吸道感染的患儿均病程短，症状轻，疗效好，恢复快，无

重症肺炎发生。

在消化系统方面，肝功能的损害主要表现在肝功

能异常，表现为转氨酶增高和肝脏肿大。其发生可能

是轮状病毒通过胃肠黏膜屏障形成病毒血症，而肝脏

存在一种多病毒受体，支持轮状病毒基因在肝内表达。

有研究显示轮状病毒具有嗜肝组织的特性，所致肝脏

损伤具有肝脏脂肪病变，超微结构显示线粒体病变显

著，推测轮状病毒侵犯肝脏后可能主要影响肝细胞能

量代谢，导致能量代谢紊乱［８］。

在循环系统方面，轮状病毒引起心肌损害的机制

尚不清楚，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轮状病毒通过破损

的胃肠道黏膜进入血液循环形成轮状病毒血症，病毒

直接侵犯心肌。病毒诱导产生对心肌组织的自身免疫

损害。翟雪玲等［９］报道７９例 ＲＶ感染患儿心肌损害
６７例，达８４．８％。

神经系统损害并不常见，可表现为为良性惊厥、脑

炎、无菌性脑膜炎等多种形式，以良性惊厥最为常

见［１０］。有研究证实，轮状病毒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的患儿脑脊液中可检出轮状病毒的存在。由此可见中

枢神经系统也易受到轮状病毒的侵犯。

泌尿系统损害可能系患儿腹泻及呕吐导致大量失

水，出现肾前性血容量不足，从而导致肾血流量减少，

出现肾功能不全。多通过补充水及电解质后，机体本

身均可自行纠正。出院前复查指标均恢复正常。

血液系统损害主要表现为轻中度贫血和／或粒细
胞减少，１周后复查恢复正常，考虑为 ＲＶ病毒血症使
骨髓造血功能暂时受到抑制有关。

有研究表明血清甘露聚糖蛋白（ＭＢＰ）水平低下
可能是患儿在免疫脆弱期感染ＲＶ后易于产生肠外脏
器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１］，甘露聚糖蛋白（ＭＢＰ）是一
种肝脏产生和分泌的Ｃａ２＋依赖型糖结合蛋白，是天然
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 ＲＶ肠炎为自限性疾病，
但由于患儿脱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可以掩盖某

些并发症的症状，临床上易被忽视，合并肠道外脏器损

害时，使病程延长，病情较重，治愈时问及费用增加。

所以对 ＲＶ肠炎应严密监测肠道外脏器损害，予以及
时有效处理很重要，而且提示有必要积极研发轮状病

毒疫苗，以达到控制ＲＶ感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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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１２８例食道癌术后急性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才铭，袁义，聂广杰，罗仲燃

【摘　要】　目的　探讨食道癌术后急性呼吸衰竭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的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
究方法，回顾性分析顺德第一人民医院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间行食道癌根治术的１２８例患者，其中发生呼吸衰
竭的１７例患者作为观察组，未发生呼吸衰竭的１２１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对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单因素非条件和多因素
非条件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其中吸烟指数（≥４００支·年）、合并慢阻肺、肺部感染、手术相
关并发症、术前ＦＥＶ１＜１．５Ｌ、术前中重度肺功能与食道癌术后发生急性呼吸衰竭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多因素非条件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吸烟指数（≥４００支·年）、合并慢阻肺、手术相关并发症及术前中重度肺功能等
因素是食道癌术后发生急性呼吸衰竭的主要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论　吸烟指数（≥４００支·年）、合并慢阻肺、手术
相关并发症及术前中重度肺功能等因素是食道癌术后发生急性呼吸衰竭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　食道癌术后；急性呼吸衰竭；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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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食管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有资料
显示，每年全世界约死于食道癌有３０万人，病死率仅
次于胃癌［１］。而急性呼吸衰竭（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ｉｌ
ｕｒｅ，ＡＲＦ）是导致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最严
重的一种肺部并发症，因此，因此研究食道癌术后急性

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分析有重要临床意义［２］。本研究

对我院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间收治的１２８例行
食道癌根治术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自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间收治的１２８例行食道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
料，其中男性 ８８例，女性 ４０例，年龄在 ４１～７８岁之
间，平均（５８．９±６．５）岁。所有患者均病理证实。病
变部位：上、中、下段食管癌分别为３１例、６２例、３５例；
术前平均吸烟指数４０５．６±２０．６；术前合并慢性阻塞
性肺病３１例，术后相关并发症者（包括术后胸腔出血、
吻合口瘘、脓胸、乳糜胸等）１１例，弓上吻合术４５例；
术后发生肺部感染１４例。呼吸功能衰竭的诊断标准：

作者单位：５２８３００广东省佛山市，南方医科大学附属顺德第一人民医院
心胸乳腺外科

通讯作者：张才铭，电子信箱：８６２９２１６０６＠ｑｑ．ｃｏｍ

正常大气压下，呼吸空气条件下，动脉血氧分压低于

６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或伴有二氧化碳分
压高于５０ｍｍＨｇ，呼吸功能衰竭的诊断以动脉血气分
析为依据。

１２　观察指标及方法　吸烟指数 ＝每日吸烟支数 ×
吸烟年数。按照美国胸科协会肺功能检测指南采用

Ｍ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ｌｉｔｅＳｅｒｉｅｓ肺功能测定仪进行术前肺功能
检查：用力肺活量（ＦＶＣ）、最大通气量（ＭＶＶ）和第一
秒用力呼气量（ＦＥＶ１）。根据以上指标将肺功能损害
分为轻中重度，轻度指标：ＦＥＶ１／ＦＶＣ占预计值的百分
比为 ７０％ ～７９％和（或）ＭＶＶ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为
６０％～７９％；中重度：ＭＶＶ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为５９％
以下和（或）ＦＥＶ１／ＦＶＣ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在６９％以
下；合并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高血压及房颤等。术

后肺部感染诊断标准是呼吸道分泌物培养有阳性菌且

胸片提示肺纹理改变。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

法，将其中发生急性呼吸衰竭的 １７例患者作为观察
组，将未发生呼吸衰竭的１２１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
组和对照组进行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非条件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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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两样本率的比较采
用χ２比较，进行单因素分析，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再进行多因素的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单因素分析　如表１所示，观察
组和对照组按性别（男／女）、年龄（≥６０岁）、吸烟指数
（≥４００支·年）、合并慢阻肺、术后肺部感染、弓上吻

合例数、手术相关并发症、术前一秒钟用力呼气肺容积

（ＦＥＶ１）＜１．５Ｌ、手术时间（≥４ｈ）、术前合并心血管
疾病及术前中重度肺功能例数等１１项指标进行χ２比
较，其中吸烟指数（≥４００支·年）、合并慢阻肺、肺部
感染、手术相关并发症、术前 ＦＥＶ１＜１．５Ｌ、术前中重
度肺功能等因素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项指标的比较（例）

组别 ｎ
性别

（男／女）
年龄

（≥６０岁）
吸烟指数（≥
４００支·年）

合并慢

阻肺

术后肺

部感染
弓上吻合

手术相关

并发症

术前ＦＥＶ１
＜１．５Ｌ

手术时间

（≥４ｈ）
术前合并心

血管疾病

术前中重

度肺功能

观察组 １７ １２／５ １３ １３ ９ ６ ５ ４ ６ ５ ４ １０
对照组 １１１ ７６／３５ ７９ ６１ ２２ ８ ４０ ７ １２ ４２ １０ ３３
χ２值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２６５ ４．０６９７ ７．０９９５ ９．２２９５ ０．２８３８ ４．４４２７ ４．４２６７ ０．４５０５ １．８７４３ ５．５９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
有统计学意义的吸烟指数（≥４００支·年）、合并慢阻
肺、肺部感染、手术相关并发症、术前 ＦＥＶ１＜１．５Ｌ、术
前中重度肺功能等因素等指标进行多因素非条件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如表２所示，吸烟指数（≥４００支·
年）、合并慢阻肺、手术相关并发症及术前中重度肺功

能等因素是食道癌术后发生急性呼吸衰竭的主要危险

因素。

表２　多因素非条件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χ２值 Ｐ值 ＯＲ
ＯＲ（９５％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吸烟指数 ２．５６３ ０．２２６ １２．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４．３３２ ３．５９６ ５．１２６
术前合并慢阻肺 １．２５９ ０．４９６ ９．１５８ ０．００６ ３．１５７ ２．６９５ ３．８９５
手术相关并发症 ０．９５８ ０．６０８ ４．９６０ ０．０３０ ２．０８５ １．６２１ ２．８５９
术前中重度肺功能 １．８５１ ０．３５８ ８．０５６ ０．００９ ３．９５２ ３．２１１ ４．３５５

３　讨论
　　食管癌根治术随着机械吻合技术的普遍应用，吻
合口瘘的发生率已明显下降，而急性呼吸衰竭已成为

食道癌术后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探讨食道癌术后发

生急性呼吸衰竭的危险因素，采取必要针对性的防治

措施具有很大的临床意义［３－４］。

有研究显示，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食管癌

术后急性呼吸衰竭的发生［５］。首先，长期大量吸烟会

导致支气管上皮纤毛变短且不规则、纤毛运动减退、气

道阻力增加，术后支气管分泌物增多不易咳出而继发

肺部感染；有学者指出，术前戒烟８周以上，可以明显
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其次，术前合并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ＣＯＰＤ）患者往往气道阻力增加，肺的顺应性下
降，再加上麻醉和手术的打击，肺的通气和换气功能受

到严重影响。再次，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出现，如术后胸

腔出血、吻合口瘘等情况，可以引起机体内环境的紊

乱，极易诱发术后呼吸功能衰竭的发生。最后，由于开

胸手术胸壁损伤可引起呼吸运动减弱以及术中挤压肺

组织造成肺水肿，对于术前肺功能差的患者，极易诱发

急性呼吸衰竭的发生［６－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吸烟指数（≥４００支·年）、合并
慢阻肺、手术相关并发症及术前中重度肺功能等因素

是食道癌术后发生急性呼吸衰竭的主要危险因素。与

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８－１０］。结合相关研究及本

研究成果，我们的体会是，针对相关危险因素，患者术

前应提早戒烟、积极控制呼吸系统疾病，而对于肺功能

相对较差的患者，术前应当加强呼吸功能锻炼，应用有

效的抗生素控制肺部感染，积极改善肺功能；术后应鼓

励患者多主动咳嗽排痰，早期下床活动，对预防食道癌

术后急性呼吸衰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综上所述，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食管

癌术后急性呼吸衰竭的发生。吸烟指数（≥４００支·
年）、合并慢阻肺、手术相关并发症及术前中重度肺功

能等因素是食道癌术后发生急性呼吸衰竭的主要危险

因素。综合考虑多种相关因素，针对不同的患者采用

“个体化”的防治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术后急性呼吸

衰竭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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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匹多莫德联合孟鲁司特治疗小儿反复发作性哮喘的疗效观察
陈潮青，罗学虹，陈宜升

【摘　要】　目的　探究在小儿反复发作哮喘中给予孟鲁司特、匹多莫德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潮州市妇幼
保健院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共１３４例患儿，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Ａ组４４例（单用孟鲁司特治疗），对照Ｂ组４４
例（单用匹多莫德治疗），治疗组４６例（联合孟鲁司特、匹多莫德治疗），对比３组患者间临床资料差异性。结果　联合
组对比其余两组无症状时间长，就医次数少，３组均无不良反应。联合组显效率７１．７４％，较对照 Ａ组高２１．７４％，较对
照Ｂ组高１９．４７％；联合组有效率为９５．６５％，较对照Ａ组高４．７４％，较对照Ｂ组高９．２９％；以上数据行统计分析提示，Ｐ
均＜０．０５。结论　联合孟鲁司特、匹多莫德治疗，提高患儿免疫力，强化抗感染效果，最终减少哮喘发生，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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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发作性哮喘在儿童哮喘极为常见，究其根本
为气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导致，患儿肺功能在发作期、

缓解期均不同程度的遭受着损害。病因涉及较多，主

要为细胞因子、炎症介质过度表达，气道内的炎症长期

侵袭，最终发生气道重塑、肺功能降低，故对反复发作

小儿哮喘治疗，减轻患儿苦痛，增加患儿呼吸质量，已

被提上治疗方案中［１］。现截取我院１３４例临床资料，
探究孟鲁司特与匹多莫德联合治疗在小儿反复发作哮

喘中的临床疗效。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截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共１３４例患儿，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 Ａ组４４例，
对照Ｂ组４４例，治疗组４６例。对照Ａ组：男２３例，女
２１例，平均年龄（５．９±３．５）年，平均病程（３．０±０．６）
年；对照Ｂ组：男２２例，女２２例，平均年龄（５．１±２．５）
年，平均病程（３．１±０．５）年；对照 Ｃ组：２５例男，２１例
女，平均年龄（５．０±１．５）年，平均病程（３．２±０．４）年。
３组患者间一般情况行数据分析，结果提示 Ｐ＞０．０５，
差异对研究无干扰性意义。所有患儿均符合哮喘诊断

标准［２］。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组研究纳入研究对象在入院时积

基金项目：广东省潮州市卫生局立项课题（２０１２０６９）
作者单位：５２１０００广东省潮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通讯作者：罗学虹，电子信箱：６４４２４８６１８＠ｑｑ．ｃｏｍ

极行疾病相关辅助检查，争取早期明确诊断，制定患者

个性化治疗计划。３组在急性哮喘发作期均应用 β２
受体激动剂、糖皮质激素雾化吸入、化痰、抗感染、止

咳、对症支持治疗，缓解期应用布地奈德气雾剂雾化吸

入（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出产，批号：２２７６６４），用法：２００
μｇ／次，１次／ｄ，周期１年。治疗方法：对照 Ａ组，加用
孟鲁司特口服（默沙东制药出产，批号：Ｊ２００７００６８），用
法：４ｍｇ／次，１次／ｄ，周期１年；对照Ｂ组，加用匹多莫
德口服（苏州长征制药，批号：０４０８２７），用法：０．４ｍｇ／
次，１次／ｄ，周期２个月；联合组：联合孟鲁司特、匹多
莫德口服治疗，疗程、剂量与对照Ａ、Ｂ组等同。
１３　评价指标　３组患儿随访１年，记录随访内无症
状天数、哮喘发作而急诊治疗次数情况。将患儿病情

控制情况分为：显效、有效、无效，显效：规范治疗后２
个月～随访结束无发作次数≤１次；有效：规范治疗后
２个月～随访结束无发作次数≤３次、发作症状逐次减
轻，留观时间进行性缩短；无效：病情无明显改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本组研究涉及数字录入 ＳＰＳＳ
１３．０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行 χ２

检验，如结果提示Ｐ＜０．０５，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情况　３组患儿中随访中无症状天数、急诊
就医次数、治疗不良反应情况比较：联合组对比其余两

组无症状时间长，就医次数少，３组均无不良反应。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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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１。
表１　３组患儿随访期间无症状天数及因病情加重需急诊就医次数情况比较

组别 ｎ 无症状天数 就医次数 不良反应（例）

对照Ａ组 ４４ ３１０．２±１４．９ ５．２±３．２ ０
对照Ｂ组 ４４ ２８０．７±１９．８ ３．８±２．１ ０
联合组 ４６ ３１９．１±９．５ ２．１±１．１ ０
χ２／Ｆ值 ７２．８０ ２０．７７ ０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１

２２　疗效比较　对照Ａ组对比对照Ｂ组：Ｈ＝０．００１，
χ２＝０．０８，Ｐ＝０．９８；对照 Ａ组对比联合组：Ｈ＝３．２６，
χ２＝０．４２，Ｐ＝０．０３；对照 Ｂ组对比联合组：Ｈ＝３．０１，
χ２＝４．１０，Ｐ＝０．０４；联合组显效率７１．７４％，较对照 Ａ
组高２１．７４％，较对照 Ｂ组高１９．４７％；联合组有效率
为９５．６５％，较对照 Ａ组高 ４．７４％，较对照 Ｂ组高
９．２９％；详见表２。

表２　３组反复发作性哮喘患儿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Ａ组 ４４ ２２ １８ ４
对照Ｂ组 ４４ ２３ １５ ６
联合组 ４６ ３３ １１ ２

３　讨论
　　儿童时期较为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为支气
管哮喘，其中大部分患儿在规律地糖皮质激素吸入治

疗后可将病情控制理想，但仍存在病情控制不良而出

现反复发作的现象。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及结合临床工

作认为，支气管哮喘反复发作存在以下两大原因［３］：①
哮喘为慢性炎症，是由多种细胞（肥大细胞、嗜酸粒细

胞、Ｔ淋巴细胞）、炎性介质相互参与，白三烯等介质极
易被气道内敏感物质激活而释放；②哮喘病程长，而小
儿抵抗力较低，极易致上呼吸道感染，如并发感染状态

下，小儿哮喘极易复发。笔者在本组研究中，联合组对

比对照Ａ组、对照 Ｂ组，无症状时间长，就医次数少，
联合孟鲁司特、匹多莫德治疗小儿反复发作哮喘，效果

尚可。

孟鲁司特为非甾体抗炎药物，一种选择性较强的

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可针对性选择气道中平滑肌白三

烯多肽活性给予发挥抑制作用，并可减少白三烯所产

生的增加血管通透性、痉挛支气管、嗜酸粒细胞浸润气

道等炎性改变，降低因变应原刺激气道而产生的非细

胞、细胞性炎症物质，最终抑制气道高反应的激发状

态。据相关研究提示［４］：该药物可对刺激（运动、二氧

化硫及冷空气等）及变应原（花粉、毛屑等）引发的速

发、迟发相炎症反应均有抑制效应。在持续性中重度

哮喘患儿研究中，孟鲁司特联合吸入型糖皮质激素治

疗，可减少激素治疗剂量，且提高激素疗效，缩短治疗

时间。经过大量药代动力学研究提示，孟鲁司特在儿

童哮喘人群中应用安全性得到证实，李伟生等［５］在应

用孟鲁司特治疗７０例变异性哮喘临床分析中，症状迅
速缓解，肺功能得到改善，且无不良反应。结合本组研

究，在入组并经孟鲁司特治疗的９０例患儿中，均无出
现不良反应。

郑伯强等［６］在老年哮喘人群中给予孟鲁司特治疗

基础上尽早联合匹多莫德治疗研究表明，与孟鲁司特

组对比分析提示，联合总有效率为９７．１％，孟鲁司特
组为７１．４％，且ＦＥＶ１、ＦＶＣ和ＦＥＶ１／ＦＶＣ等多项疗效
指标均改善。笔者认为小儿反复发作性咳嗽患儿中亦

可以加用匹多莫德治疗，本组研究中，联合组显效率

７１．７４％，较对照 Ａ组高 ２１．７４％，较对照 Ｂ组高
１９．４７％；联合组有效率为 ９５．６５％，较对照 Ａ组高
４．７４％，较对照Ｂ组高９．２９％，联合组疗效明显增加。
虽然现阶段匹多莫德在支气管哮喘中的应用机制尚未

明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总结为如下几方面［７－８］：①部
分研究提示其与促抗感染免疫能力提高相关，该药物

促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吞噬活性增加，提高趋化性；

②ＮＫ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激活，淋巴细胞在有丝分
裂原增加下快速增殖，使 ＣＤ８＋（抑制性 Ｔ细胞）、
ＣＤ４＋（辅助性 Ｔ细胞）体内免疫低下时降低比值升
高，恢复正常水平；③通过刺激 γ干扰素、白介素２而
促细胞免疫反应提升。

哮喘、感染、免疫力低下三者间的关系已被人们越

来越重视，肺炎支原体、呼吸道病毒、衣原体等均有报

道可导致哮喘发生，其内在关系有如下三方面［９－１０］：

①感染极易诱发气道产生高反应性，且为哮喘急性发
作重要诱因；②慢性哮喘患儿气道内纤毛对粘液痰清
除能力削弱，容易增加病原菌定植，而在大剂量激素应

用下免疫抑制不可避免，从而促进感染并发；③在小儿
哮喘人群中，因免疫防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自身防御

功能欠缺，感染亦变成更为突出问题。故本组研究中，

联合孟鲁司特、匹多莫德治疗，打破感染、免疫力低下、

哮喘三者间的“恶性循环”，提高患儿免疫力，强化抗

感染效果，最终减少哮喘发生，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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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特的疗效［Ｊ］．实用儿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９）：７０３７０５．

［４］　ＳｏｕｚａＦＣ，ＧｏｂｂａｔｏＮＢ，ＭａｃｉｅｌＲ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
ｍｏｎｔｅｌｕｋａｓｔａｎｄｉＮＯ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ｎｄｉｓｔａｌｌｕｎｇ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ｉｏｎ［Ｊ］．ＲｅｓｐｉｒＰｈｙｓｉｏｌ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２，８（２７）：１３１５．

［５］　李伟生，杨辅直，苏格?，等．口服孟鲁司特钠治疗３５例小儿咳嗽
变异性哮喘的临床分析［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２，３９（１２）：２９６８
２９６９，２９７１．

［６］　郑伯强，张翼，何玉玲，等．孟鲁司特联合匹多莫德治疗老年支气
管哮喘［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０６，１３（２）：２３７２３８．

［７］　ＧｏｕｒｇｉｏｔｉｓＤ，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ＮＧ，ＢｏｓｓｉｏｓＡ．Ｉｍｍｕｎ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ｐｉｄｏｔｉ
ｍｏ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Ｄ３０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
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ｓｏｆａｔｏｐ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Ａｓｔｈ
ｍａ，２００４，４１（３）：２８５２８７．

［８］　ＫｕｓｈｗａｈａＲＡ，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ＴＧ，ＧａｒｇＲ，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ｉｇｈｔｌｕｎｇａｇｅｎ
ｅｓ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ＢＭＪ
ＣａｓｅＲｅｐ，２０１２，９（２１）：２０２２．

［９］　刘晶，邹晓岩，尹金植，等．变应性哮喘患者过敏原特异性抗体检
测与分析［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２，２６（３）：２６７２６９．

［１０］　卢森荣．难治性哮喘的治疗进展［Ｊ］．河北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３）：
４１０４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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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呼吸运动对肺癌放疗中肺位移度的观察
尤光贤，蒋先明，文强，徐慧云，叶瑞智

【摘　要】　目的　对肺癌患者三维适形调强放疗中呼吸运动对肺移动度的影响进行观察研究，明确肿瘤靶区的勾画标
准。方法　对１３７名已确诊肺部病灶的肺癌患者行ＣＴ定位扫描和靶区勾画。对肿瘤在Ｘ、Ｙ两个方向的运动幅度数据
进行收集和统计，对男女差异进行比较。结果　位于肺下叶部位的肿瘤因呼吸运动而引起的Ｘ，Ｙ方向上位移均较上中
叶肿瘤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性上中叶部位肿瘤在 Ｘ轴和 Ｙ轴方向的平均位移分别为（２．０９±
０．３１）ｍｍ和（３．８２±１．１８）ｍｍ，与女性上中叶肿瘤在相应方向上的位移（３．０６±０．８２）ｍｍ和（５．５９±１．０８）ｍｍ相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下叶部位肿瘤的位移差异上，Ｘ轴方向上男性与女性差异不大（Ｐ＞０．０５），而 Ｙ轴方
向男性明显小于女性，分别为（９．３９±２．４８）ｍｍ和（１１．８２±３．４７）ｍ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呼吸运动
所引起的肿瘤位移男性普遍较女性小，且下叶位移较上中叶位移幅度明显。

【关键词】　呼吸运动；性别；肺部肿瘤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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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ｎｔｈａｎ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９．３９±２．４８）ｍｍａｎｄ（１１．８２±３．４７）ｍｍ（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ｍｅｎ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ｌｏｂｅｔｕｍｏｒ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ｏｂ
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ｂｅｔｕｍ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Ｌｕｎｇｔｕｍｏｒ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随着放射技术的发展和治疗计划系统的不断改
变，三维适形放疗（ＣＲＴ）技术已广泛应用，由于 ＣＴ、
ＭＲＩ、ＰＥＴ等医疗设备的应用，肿瘤和周围正常组织的
成像也已有了很大的提高［１］。图像融合技术的发展已

使得肿瘤的靶区越来越小，使正常组织可以得到更多

的保护。为了实际测量呼吸运动对靶区的影响，指导

肿瘤靶区的勾画，笔者对男女差异进行了大样本比较，

并讨论肿瘤位置差异对肿瘤靶区勾画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来我院收治的１３７名肺部病灶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男性７７例，女性６０例，年龄１８～７５岁，平均（５４．３±
２．７）岁。其中肺鳞癌患者 ９６例，肺腺癌患者 ４１例。
纳入标准：①经细胞学或病理学确诊，有可测量或可评
估病灶的肺癌患者；②愿意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③年
龄１８～７５岁，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７０分；④经血常规和生化全
套检查，血液学指标和肝肾功能均在正常的范围以

内［２－３］。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岭市科技计划资助项目（Ｗ１０２０８９）
作者单位：３１７５０２浙江省温岭市第二人民医院放疗科
通讯作者：尤光贤，电子信箱：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ｏｕ＠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３７例患者均行ＣＴ定位扫描和靶区
勾画。均采用西门子 ｐｉｒｍｕｓｍ医用直线加速器、飞利
浦ＡＤＡＣ治疗计划系统、西门子螺旋ＣＴ。并利用射野
影像系统对患者的呼吸运动进行监测。观察肿块在体

内的活动度，并对肿瘤在Ｘ轴和Ｙ轴方向的运动幅度
数据进行收集和统计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采用（ｘ±ｓ）表示，组间差异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比较　男性和女性两组患者的年龄、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得分、病理分型和肿瘤位置等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１３７例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

（岁）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

得分

病理分型（ｎ，％）
鳞癌 腺癌

肿瘤位置（ｎ，％）
上中叶 下叶

男性 ７７ ５４．７±３．８ ８４．９±５．８ ５６（７２．７） ２１（２７．３） １８（２３．４） ５９（７６．６）
女性 ６０ ５３．８±３．３ ８３．６±６．１ ４０（６６．７） ２０（３３．３） １４（２３．３） ４６（７６．７）
Ｐ值 ０．１９２ ０．４５５ ０．３１５ ０．３８７

２２　男女呼吸运动与肿瘤位移的关系　１３７例患者
中，男性上中叶还有下叶部位肿瘤在 （下转第１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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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呼气末正压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腹腔内压的影响
武猛，王遷，白琳，王嘉佳

【摘　要】　目的　研究不同水平的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行机械通气患者腹腔内压（ＩＡＰ）
的影响。方法　选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行机械通气治疗的患者３０例，分别监测每位患者在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分别
为５ｃｍＨ２Ｏ、１０ｃｍＨ２Ｏ、１５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水平时的腹腔内压力（ＩＡＰ），比较三组不同水平（５ｃｍＨ２Ｏ、
１０ｃｍＨ２Ｏ、１５ｃｍＨ２Ｏ）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下腹腔内压力变化的统计学差异。结果　随着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的增加，
患者的腹内压亦随之相应的升高，部分病例可达１２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以上水平，导致腹内高压（ＩＡＨ）。不
同水平的呼气末正压对腹腔内压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应用高呼气末正压治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时，会明
显升高患者的腹腔内压，应常规进行监测，避免持续的腹内高压引起腹腔间室综合征（ＡＣＳ），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危及
患者生命。

【关键词】　呼气末正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腹腔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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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是常见危重症，往
往出现严重的低氧血症，需要机械通气治疗，小潮气量

和高水平 ＰＥＥＰ仍为指南所推荐［１］。但高水平 ＰＥＥＰ
造成的胸腔内高压可通过膈肌传导至腹腔，引起腹内

压力升高［２］。我们也做了此方面的研究，结果报告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科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机械通气治疗患者 ３０例，要
求：年龄２０～７０岁，体重５０～８０ｋｇ，无严重心衰，无气
胸或肺大疱，无腹部疾病或腹部手术史，无肌松药应用

史，已留置Ｆｏｌｅｙ尿管者。
１２　治疗方法　应用咪达唑仑镇静至 Ｒａｍｓａｙ评分５
级（睡眠：患者对轻叩眉间或强声刺激反应迟钝），不

使用肌松药物，在呼吸循环相对稳定时，分别调试

ＰＥＥＰ水平至 ５ｃｍＨ２Ｏ、１０ｃｍＨ２Ｏ、１５ｃｍＨ２Ｏ（１
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调试５ｍｉｎ后测量腹内压力。

腹内压检测方法：平卧位，通过 Ｆｏｌｅｙ尿管，排空
尿液后经尿管向膀胱内注入２５ｍｌ生理盐水，然后通
过三通连接水压计进行测压，在髂骨处腋中线位校零，

呼气末读数，连测 ３次取平均值即为腹内压，换算为
ｍｍＨｇ表示［３］。

作者单位：１５００３６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讯作者：武猛，电子信箱：ｉｃｕｗｕｍｅ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１３　监测指标　分别监测５ｃｍＨ２Ｏ、１０ｃｍＨ２Ｏ、１５
ｃｍＨ２Ｏ水平ＰＥＥＰ时腹腔内压，比较腹内压力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所有数据以（ｘ±ｓ）表示，应用 Ｆ检验，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随着ＰＥＥＰ的增加，患者的腹内压亦随之相应的
升高，部分病例达腹内高压（ＩＡＨ）１２ｍｍＨｇ以上水
平。三种不同水平ＰＥＥＰ时腹内压力均值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三种不同水平ＰＥＥＰ时腹内压力均值比较（ｘ±ｓ）

ＰＥＥＰ水平 ｎ 腹内压均值（ｍｍＨｇ）

５ｃｍＨ２Ｏ ３０ ４．６±１．５
１０ｃｍＨ２Ｏ ３０ ８．２±１．９
１５ｃｍＨ２Ｏ ３０ １１．０±２．２

　　注：应用Ｆ检验，三组腹内压变化比较，Ｐ＜０．０５。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３　讨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是在严重感染、休克、创伤及
烧伤等非心源性疾病过程中，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和

肺泡上皮细胞损伤造成弥漫性肺间质及肺泡水肿，导

致的急性低氧性呼吸功能不全或衰竭。临床上表现为

进行性低氧血症和呼吸窘迫，治疗上常规的氧疗常常

难以奏效，机械通气仍然是最主要的呼吸支持手段。

应用适当水平 ＰＥＥＰ能够防止呼气末肺泡塌陷，改善
低氧血症，并避免剪切力，防治呼吸机相关肺损伤。因

此，ＡＲＤＳ应采用能防止肺泡塌陷的最低 ＰＥＥ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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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ＤＳ最佳ＰＥＥＰ的选择目前仍存在争议。通过荟萃
分析比较不同 ＰＥＥＰ对 ＡＲＤＳ患者生存率的影响，结
果表明ＰＥＥＰ＞１２ｃｍＨ２Ｏ、尤其是 ＞１６ｃｍＨ２Ｏ时明
显改善生存率［１］。而应用高水平ＰＥＥＰ可以明显增加
腹腔内压水平［４］，导致腹内高压（ＩＡＨ），降低腹腔灌注
压（ＡＰＰ），ＩＡＨ的持续升高和发展可引起心排血量下
降、肺脏受压、腹腔内脏器灌注下降、肠通透性增加和

内毒素细菌移位等，最终导致如心、肺、肾、肝等脏器功

能损害甚至衰竭，产生腹腔间室综合征（ＡＣＳ），导致多
器官功能衰竭，增加病死率［５］。腹内压的监测方法有

很多种，很多研究证明膀胱压与腹内压有很好的相关

性，可以用膀胱压监测代替腹内压监测［６－８］。

本研究依照 Ｗｏｒｌ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Ｃｏｍ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制定的标准，通过监测膀胱压估测
腹内压，证实了高水平的 ＰＥＥＰ，的确能导致腹腔内压
升高，在１５ｃｍＨ２Ｏ水平时部分病例甚至可达到腹腔
高压（ＩＡＨ）的诊断标准，与近年来一些相关研究的结
果相同［９－１０］。因此我们认为应用高水平 ＰＥＥＰ治疗
ＡＲＤＳ患者时，应该常规监测腹腔内压，一旦出现腹腔
高压，应及时处理，防止腹腔间室综合征（ＡＣＳ）和多器
官功能衰竭的发生［１１］，危及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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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０６页）
Ｘ轴、Ｙ轴方向的平均位移与女性上中叶还有下叶部
位肿瘤在Ｘ轴、Ｙ轴方向的平均位移见表２。

表２　男女患者呼吸运动与肿瘤位移的关系比较（ｍｍ）

性别 ｎ Ｘ轴 Ｙ轴

男性 上中叶 １８ ２．０９±０．３１＃ ３．８２±１．１８＃

下叶 ５９ ３．２７±０．８３ ９．３９±２．４８▲

女性 上中叶 １４ ３．０６±０．８２＃ ５．５９±１．０８＃▲

下叶 ４６ ３．７９±１．１０ １１．８２±３．４７▲

　　注：与女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下叶相比，＃Ｐ＜０．０５；与 Ｘ轴相
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在对肿瘤区（ＧＴＶ）和临床靶区（ＣＴＶ）确定时，我
们常常很容易忽视器官的运动，特别是靶区随呼吸运

动在患者坐标系中发生的变化。因此，针对呼吸运动

对靶区的影响进行实际测量，以及对男女差异进行比

较，对指导肿瘤靶区的勾画具有重要的意义［４］。

在我们的研究中，位于下叶部位的肿瘤因呼吸运

动而引起的肿瘤位移，在 Ｘ轴和 Ｙ轴均较上中叶明
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５］。同时不论上中叶或下叶，

肿瘤在Ｙ轴因呼吸运动而发生的肿瘤位移均较 Ｘ轴
明显（Ｐ＜０．０５）［６］。在男性与女性的差别中，男性上
中叶部位肿瘤在 Ｘ轴方向平均位移明显小于女性。
在Ｙ轴方向男性上中叶部位肿瘤平均位移也明显小
于女性。在下叶肿瘤的位移差异上，Ｘ轴方向男性与
女性差异不大，而Ｙ轴方向男性明显小于女性。目前
对于呼吸运动与肿瘤位移的相关研究较少，也未出现

比较男女差异的报道，因此对于男女差异的比较本研

究为首次。造成男女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男女呼吸方式

的差异有关，男性以腹式呼吸运动为主，而女性以胸式

呼吸运动为主，因此呼吸运动对女性肺部肿瘤的移动

度普遍较男性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肿瘤靶区的勾画进行比较，

提出自己的 ＣＴＶ和 ＰＴＶ外放标准。从而可以在今后
的肿瘤治疗中针对患者性别和肿瘤部位的不同对肿瘤

靶区的勾画实行不同的标准，更有利于正常肺组织的

保护，减少放射性肺损伤以及放射性肺炎的发生几

率［７－１０］，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并降低放射性肺炎的治

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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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ＩＬ１β及 ＩＬ１Ｒａ基因 ＶＮＴＲ多态性与儿童热性惊厥的相关性研究
汪皓，陈秋梅，熊礼宽

【摘　要】　目的　探讨ＩＬ１β基因外显子５多态位点ＴａｑＩ及ＩＬ１Ｒａ基因可变串联重复序列（ＶＮＴＲ）多态性与儿童热
性惊厥的相关性。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法和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观察６０例热性惊厥患儿、６０例年龄和性
别相匹配的同期体检健康儿童（对照组）的 ＩＬ１β基因外显子５多态位点 ＴａｑＩ及 ＩＬ１Ｒａ基因 ＶＮＴＲ多态性的分布情
况。结果　ＩＬ１β基因外显子５多态位点ＴａｑＩ三种基因型（Ｃ／Ｔ、Ｃ／Ｃ、Ｔ／Ｔ）及等位基因Ｃ、Ｔ分布频率在ＦＳ组和对照组
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ＩＬ１ＲａＶＮＴＲ基因型（Ａ１／Ａ１、Ａ１／Ａ２、Ａ１／Ａ３）及等位基因Ａ１、Ａ２、Ａ３在ＦＳ组和
对照组中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照组中Ａ２型等位基因和Ａ１／Ａ２基因的分布频率与ＦＳ组
相比明显增加（Ｐ＜０．０５）。结论　ＩＬ１ＲａＡ２等位基因在热性惊厥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关键词】　热性惊厥；白细胞介素１β；白细胞介素１；受体拮抗剂；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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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细胞介素１β（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β，ＩＬ１β）和白细胞
介素１受体拮抗剂（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Ｌ
１Ｒａ）都是ＩＬ１家族细胞因子，编码ＩＬ１β、ＩＬ１Ｒａ的基
因位于人类２号染色体长臂 ｑ１２～１３带上，调节炎症
反应、免疫应答等一系列级联反应。ＩＬ１β是一种炎症
反应前起始级联细胞因子［１］，与各种细胞表面受体结

合，导致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活化，出现血管扩张、发

热等有效的前炎性免疫反应，其遗传特性可以决定炎

症反应的不同程度。ＩＬ１Ｒａ则是 ＩＬ１家族的唯一天
然拮抗剂［２］，是一种可以限制 ＩＬ１介导炎症反应发展
的重要物质，与 ＩＬ１受体竞争结合，从而使 ＩＬ１失去
应有的效应。儿童热性惊厥（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Ｆｅｂｒｉｌｅｓｅｉ
ｚｕｒｅｓ，ＦＳ）是婴幼儿常见的惊厥性疾病之一，部分热性
惊厥可造成一定程度的脑损伤，甚至发展成癫痫。目

前热性惊厥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明确，基础研究发现

ＩＬ１β与ＩＬ１Ｒａ的生成失衡可能是导致热性惊厥发生
的原因之一。本研究采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技术和
限制性片段长段多态性（ＲＦＬＰ）方法观察我院热性惊
厥患儿中 ＩＬ１β基因外显子 ５多态位点 ＴａｑＩ及 ＩＬ
１Ｒａ基因可变串联重复序列（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ａｎ
ｄｅｍｒｅｐｅａｔｓ，ＶＮＴＲ）多态性的分布，旨在了解两者在热
性惊厥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广东省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２）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２８广东省深圳市，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医务科（汪皓）；５１８１３３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医教
科（陈秋梅，熊礼宽）

通讯作者：汪皓，电子信箱：ｄｒ．ｗｈ＠１２６．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院住
院的ＦＳ患儿共６０例，诊断标准按照以下条件：①初次
发作年龄在６个月～５岁之间；②体温超过３８℃时突
然出现的惊厥；③排除颅内感染和其他导致惊厥的器
质性或代谢性疾病；④既往没有惊厥发作史。６０例ＦＳ
患儿中男性３４例，女性２６例，年龄１．０～４．８岁，平均
年龄（２．２５±１．７５）岁；随机选择同期在我院儿保科体
检的健康儿童６０例，既往无急、慢性疾病，近２周内未
出现呼吸道或消化道感染症状，否认过敏性及免疫性

疾病；其中男性３０例，女性３０例，年龄１．０～５．０岁，
平均年龄（２．４５±１．８５）岁。对照组与 ＦＳ组间的性别
构成比、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研究对象均

为居住在深圳地区的汉族人群，且无血缘关系。

１２　标本采集与测定　热性惊厥患儿和正常对照组
儿童分别留取外周静脉血２ｍｌ，用乙二胺四乙酸三钾
（ＥＤＴＡＫ３）抗凝，采用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组 ＤＮＡ，
－７０℃冻存备检。
１２１　ＩＬ１β基因外显子５ＲＦＬＰ分析　引物参照文
献设计合成，引物序列为Ｐ１：５ＧＴＴＧＴＣＡＴＣＡＧＡＣＴＴＴ
ＧＡＣＣ３，Ｐ２：５ＴＴＣＡＧＴＴＣＡＴＡＴＧＧＡＣＣＡＧＡ３，ＰＣＲ参
数为９５℃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５℃变性３０ｓ→５２℃复性
４５ｓ→７２℃延伸４０ｓ，４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
取ＰＣＲ产物１５μｌ，胎牛血清０．５μｌ，缓冲液０．５μｌ，双
蒸水０．５μｌ，ＴａｑＩ内切酶５Ｕ，６５℃水浴消化１ｈ，取
消化物１５μｌ，产物用３％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１２２　ＩＬ１Ｒａ基因ＶＮＴＲ多态性分析　引物参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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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设计合成，引物序列为 Ｐ１：５ＣＴＣＡＧＣＡＡＣＡＣＴＣ
ＣＴＡＴ３，Ｐ２：５ＴＣＣＴＧＧＴＣＴＧＣＡＧＧＴＡＡ３。ＰＣＲ参数
为９５℃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５℃变性４０ｓ→５５℃复性４５
ｓ→７２℃延伸５０ｓ，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产物
用１％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采用 ＳＳＰＳ１１．５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算出两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观察组与

对照组间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ＩＬ１β基因外显子 ５多态位点 ＴａｑＩ多态性分
析　ＩＬ１βＰＣＲ扩增产物经 ＴａｑＩ作用后产生３种酶
切格局：Ｃ／Ｃ基因型（野生型，被酶完全切断，有１１４ｂｐ
和１３５ｂｐ２种片段）；Ｔ／Ｔ基因型（突变型，未被酶切
断，仅有２４９ｂｐ片段）；Ｃ／Ｔ基因型（杂合子，有 １１４
ｂｐ、１３５ｂｐ、２４９ｂｐ３种片段）。ＦＳ组基因型分布与对
照组比较，两组基因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ＩＬ１β等位基因 Ｃ、Ｔ频率分析提示，ＦＳ组和
对照组等位基因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ＩＬ１βＴａｑＩ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ＦＳ组及对照组中的分布频率（ｎ，％）

组别 ｎ
基因型频率

Ｃ／Ｔ Ｃ／Ｃ Ｔ／Ｔ
等位基因频率

Ｃ Ｔ
ＦＳ组 ６０ ３３（５５．０） １５（２５．０） １２（２０．０） ６３（５２．５） ５７（４７．５）
对照组 ６０ ３７（６１．７） １５（２５．０） ８（１３．３） ６７（５５．８） ５３（４４．２）
χ２值 １．０２９ ０．２６９
Ｐ值 ０．５９８ ０．６０４

２２　ＩＬ１Ｒａ基因 ＶＮＴＲ多态性分析　根据 ＩＬ１Ｒａ
ＶＮＴＲ重复序列出现的次数不同，在人类不同个体中
发现 ５种等位基因：ＩＬ１Ａ１（４个重复体，４１０ｂｐ）、
ＩＬ１Ａ２（２个重复体，２４０ｂｐ）、ＩＬ１Ａ３（５个重复体，５００
ｂｐ）、ＩＬ１Ａ４（３个重复体，３２５ｂｐ）和 ＩＬ１Ａ５（６个重复
体，５９５ｂｐ）。本研究样本中共发现 ３种基因型：ＩＬ
１ＲＮＡ１／Ａ１、Ａ１／Ａ２、Ａ１／Ａ３。ＦＳ组基因型分布与对照
组比较，两组基因型分布有差异性（Ｐ＜０．０５）。等位
基因Ａ１、Ａ２、Ａ３频率 ＦＳ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亦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
携带Ａ２等位基因的基因型ＯＲ值＝０．２１，Ｐ＜０．０５；携
带Ａ２等位基因者ＯＲ值＝０．２３，Ｐ＜０．０５，提示 Ａ２等
位基因在热性惊厥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可能具有保护

作用。
表２　ＩＬ１ＲＮ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在ＦＳ组及对照组中的分布频率（ｎ，％）

组别 ｎ
基因型频率

Ａ１／Ａ１ Ａ１／Ａ２ Ａ１／Ａ３
等位基因频率

Ａ１ Ａ２ Ａ３
ＦＳ组 ６０ ５６（９３．３） ３（５．０） １（１．７） １１６（９６．７） ３（２．５） １（０．８）
对照组 ６０ ４６（７６．７） １２（２０．０） ２（３．３） １０６（８８．３） １２（１０．０） ２（１．７）
χ２值 ６．７１４ ６．１８４
Ｐ值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５

３　讨论
　　目前热性惊厥的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明确，可能与
遗传、年龄、发热、感染、免疫等有关，流行病学研究证

明热性惊厥有明显的家族遗传性，而无家族史的散发

病例也由个体的惊厥易感素质决定。研究方向主要

有：反复发作的大家族基因和散发的小家族基因之间

异同点、多基因遗传和单个主要位点遗传模式之间是

否存在共同关联的位点等，这些对最终揭示热性惊厥

基因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研究逐渐从热性惊厥的定

位基因转向炎症因子基因位点的多态性。多态性指一

个基因位点上存在多个等位基因［３］，群体中不同个体

在等位基因拥有状态上又存在着差别，基因多态性表

达从基因水平上形成了差异性的个体，对抗原入侵的

反应性、易感性各不相同，导致个体间免疫应答能力和

对疾病易感性产生差异。这是一种群体效应，使物种

能够应对各种病原体的入侵和适应多变的环境。

ＩＬ１是一种致前性炎症细胞因子［４］，在机体处于

炎症状态时能够诱导炎症反应，包括 α和 β单体，其
活性主要由ＩＬ１β表达。在脑缺血后 ＩＬ１β表达明显
增加［５］，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神经细胞，可能发挥神

经保护、神经毒性反应双重作用，导致缺血性脑损伤。

ＩＬ１β含有７个外显子和６个内含子，ＩＬ１βＴａｑⅠ基因
多态性是在第５外显子点位Ｃ→Ｔ碱基置换导致ＴａｑＩ
酶切位点改变所致，形成２个等位基因：Ｃ和 Ｔ。有文
献报道［６］，在ＩＬ１β等位基因 Ｔ携带者的外周血中检
测ＩＬ１β浓度水平是等位基因 Ｃ携带者的２倍；而当
是基因型为ＩＬ１β（ＴＴ）纯合子时，ＩＬ１β水平是（ＣＣ）
纯合子的４倍。ＩＬ１β基因多态性与急慢性炎症性疾
病密切相关［７］。本研究分析结果提示，ＦＳ组与对照组
ＩＬ１βＴａｑⅠ的Ｔ／Ｔ，Ｃ／Ｔ及 Ｃ／Ｃ基因型分布无显著区
别，两组等位基因Ｔ的频率基本相同，Ｔ／Ｔ基因型分布
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表明该该遗传标志物在热
性惊厥患者与健康对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推

断ＩＬ１β基因外显子５多态位点 ＴａｑＩ等位基因的分
布频率可因不同种族人群、遗传背景的不同而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

ＩＬ１Ｒａ基因位于２号染色体上，可变串联重复序
列（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ａｎｄｅｍｒｅｐｅａｔｓＶＮＴＲ）多态性表
达可影响蛋白质的不同编码，ＩＬ１Ｒａ可以拮抗 ＩＬ１发
挥多种生物学的效应，如前炎性反应的开始、继续、终

止等一系列级联反应，ＩＬ１／ＩＬ１Ｒａ稳态平衡在其介导
的疾病中起着重要的反馈调节作用，调控全身炎性反

应及促炎性反应／抗炎性反应作用平衡［８］。ＩＬ１Ｒａ等
位基因在种族、地理等因素影响下表现出不同的分布

频率。ＩＬ１ＲＮ基因型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布存在
地区差异，但均以等位基因Ａ１（含４次串联重复序列）
的分布频率最高，在亚洲人群中尤为明显。目前文献

报道［９］已经发现等位基因 ＩＬ１ＲＮＡ２与炎症、自身免
疫性疾病有关，携带等位基因ＩＬ１ＲＮＡ２的单核细胞，
能够增加 ＩＬ１Ｒａ蛋白的表达量。闫伟等报道［１０］，重

庆市汉族儿童人群中ＩＬ１Ｒａ基因分布频率以Ａ１最多
见，Ａ２次之，ＩＬ１ＲＮ基因多态性分析发现 ４种基因
型：Ａ１／Ａ１、Ａ１／Ａ２、Ａ１／Ａ４、Ａ４／Ａ４，等位基因 Ａ２与急
慢性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结果提示，在全部

样本中发现３种基因型为 Ａ１／Ａ１、Ａ１／Ａ２、Ａ１／Ａ３，基
因型分布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在 ＦＳ组和对照组有显
著差异性。不携带 Ａ２型等位基因的基因型（Ａ１／
Ａ１）、非Ａ２型等位基因携带者（Ａ１／Ａ３）与携带 Ａ２型
等位基因的基因型（Ａ１／Ａ２）、Ａ２型等 （下转第１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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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曼月乐和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疗效比较
李华淑，王清津，潘许花，徐智林

【摘　要】　目的　比较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商品名：曼月乐）和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疗效。方法　将９５
例围绝经期功血患者随机分为米非司酮组（ｎ＝４８例）和曼月乐组（ｎ＝４７例），比较两组的有效率和不良反应，比较两组
治疗前与治疗后３个月、６个月的子宫内膜厚度、血红蛋白变化。结果　曼月乐组的有效率为９５．７４％，米非司酮组有效
率为７９．１７％，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子宫内膜厚度均变薄，尤以曼月乐组为著；两组治疗后血红
蛋白均显著增加；两组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曼月乐和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均安全、有效，但以曼月乐效
果更显著。

【关键词】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米非司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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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简称围绝经期功
血，是临床上较常见的一种无排卵性功血，主要表现为

子宫不规则出血。围绝经期功血的治疗方法很多，其

中采用性激素止血和调整月经周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

一。近年，采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ｌｅｖｏｎｏｒｇ
ｅｓｔｒｅｌ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ＬＮＧＩＵＳ；商品名：曼
月乐）和小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已取得一

定疗效，但两者的疗效比较目前尚不清楚。本文比较

了曼月乐和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疗效，旨在

为围绝经期功血寻找合理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
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和解放军一六九中心医院妇科诊

断为围绝经期功血且无生育要求的９５例患者为研究
对象，所有病例均排除全身或生殖系统器质性疾病引

起的出血及医源性子宫出血，均无性激素治疗禁忌症。

所有患者治疗前均接受诊断性刮宫并送病理检查，在

刮宫前完成血常规、尿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检查

及Ｂ超测定子宫内膜厚度。

基金项目：广州市荔湾区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１２１４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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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李华淑，电子信箱：ｈｙｌｈｓ１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米非司酮组４８例，
曼月乐组４７例。米非司酮组患者年龄为４４～５７岁，
平均年龄（４７．９±５．７）岁；病程为１～１２个月，中位病
程为５．５个月；诊刮后病检结果证实为子宫内膜单纯
型增生３９例，增殖期子宫内膜９例。曼月乐组患者年
龄为４５～５６岁，平均年龄（４８．８±５．３）岁；病程为１～
１４个月，中位病程为６个月；诊刮后病检结果证实为
子宫内膜单纯型增生４１例，增殖期子宫内膜６例。两
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均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米非司酮组患者于刮宫术后第５天
服用米非司酮，每天１０ｍｇ，连服３个月。曼月乐组患
者于刮宫术后第５天宫内放置曼月乐（拜耳医药保健
有限公司生产）。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复查复查血、
尿常规及肝、肾功能，同时Ｂ超测定子宫内膜厚度。所
有患者随访至治疗后１年。
１３　疗效判断　疗效按有效和无效进行评定［１－２］。

有效：治疗期间闭经或月经规律、经量少；停药后绝经

或月经规律或经量少。无效：治疗期间或停药后仍月

经不规律或经量增多。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间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
料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米非司酮组服药期间 ４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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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５８％）出现停经，５例（１０．４２％）仍有少量阴道流
血；治疗后 １年内，１６例 （３３．３３％）绝经，９例
（１８．７５％）月经稀发，１３例（２７．０８％）月经规律且经量
明显减少，有效率为７９．１７％（３８／４８）；４例（８．３３％）
停药６～８周后出现月经不规则，６例（１２．５％）停药４
～９月后出现月经不规则；所有无效患者均再次经诊
刮诊断为功血，并改用其他治疗方法。曼月乐组患者

治疗后１年内 ２８例（５９．５７％）出现绝经，７例（１４．
８９％）月经稀发，１０例（２１．２８％）月经规律，２例（４．
２６％）患者治疗１个月后无效改用其他治疗方法，有效
率为９５．７４％（４５／４７）。两组有效率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子宫内膜厚度和血红蛋白的变化　见表１。在
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利用 Ｂ超监测患者的子宫内
膜，发现两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均较治疗前明显变

薄（Ｐ＜０．０５），但米非司酮组在治疗后６个月（即停药
３个月后）时的子宫内膜厚度较治疗后３个月时增加。
在治疗６个月后，曼月乐组的子宫内膜厚度较治疗３
个月后进一步变薄（Ｐ＜０．０５）。治疗后，曼月乐组的
子宫内膜厚度变薄较米非司酮组更为显著（Ｐ＜
０．０５）。
表１　两组围绝经期功血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和血红蛋白的变化

组别 ｎ 时间 子宫内膜厚（ｍｍ） 血红蛋白（ｇ／Ｌ）

米非司酮组 ４８ 治疗前 １２．８５±１．６６ ８０．３５±１３．７１
治疗３个月后 ６．５４±１．２７ １０５．００±１２．９５

停药３个月后 ７．６８±１．３３▲ １０８．２８±１１．２５

曼月乐组　 ４７ 治疗前 １３．６０±２．１５ ８３．９０±１４．６５
治疗３个月后 ５．３８±１．６１★ １０３．９２±１０．２１

停药３个月后 ３．６２±１．０３▲★ １１０．３５±１２．７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本组治疗 ３个月后比较，
▲Ｐ＜０．０５；两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在治疗３个月后血红蛋白开始较治疗前
明显上升（Ｐ＜０．０５），患者的贫血症状也明显改善或
消失。

２３　不良反应　米非司酮组有３例患者在服药期间
出现恶心、食欲不振，１例患者出现潮热，但不良反应
轻微，因而不影响继续治疗；曼月乐组患者未见明显不

良反应。治疗３个月后，除米非司酮组２例患者出现
谷丙转氨酶轻度升高外，其余患者肝肾功能检测指标

及尿常规均未见异常。曼月乐治疗６个月或米非司酮
停药３个月后，所有患者的肝肾功能指标和尿常规均
在正常范围。

３　讨论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主要是由于卵泡对
促性腺激素敏感性降低或下丘脑－垂体对性激素正反
馈调节的反应性降低，因而出现黄体功能不足，随后排

卵停止，雌孕激素水平比例失常或完全没有孕激素的

影响。治疗原则为止血、调整月经、减少经量，防治子

宫内膜病变。治疗方法包括刮宫、性激素治疗、子宫内

膜切除术和子宫切除术等，临床上常采用的方法是性

激素止血和调整月经周期。

米非司酮不仅具有拮抗孕激素使内膜萎缩的作

用，而且具有非竞争性地抗雌激素的作用，此外，可减

少子宫内膜组织中雌、孕激素受体表达及阻断子宫内

膜对雌激素的正常反应。因此，米非司酮具有抑制子

宫内膜增生，促进子宫内膜萎缩的作用［３－５］。研究还

发现米非司酮能抑制子宫内膜血管生成［６］。研究表明

米非司酮对围绝经期功血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且不

良反应小［１，７］。本组研究发现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

功血的有效率可达７９．１７％，可使３３．３３％围绝经期功
血患者平稳过渡到绝经期，用药期间也未见明显不良

反应。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商品名：曼月乐）是一

种携带５２ｍｇ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的Ｔ型宫内节
育器，可在５年内每日以恒定的速率向宫腔内释放２０
μｇ左炔诺孕酮。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通过局部
高浓度孕激素的作用，可抑制子宫内膜发育，从而使内

膜厚度及血管生成逐渐降低；同时，还能抑制了雌激素

受体在子宫内膜的合成，使子宫内膜对雌二醇敏感性

降低，引起子宫内膜萎缩及退化［８－１０］。研究发现左炔

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无排卵性功血疗效显

著［８－１０］。本组研究发现曼月乐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

有效率高达９５．７４％，可诱导５９．５７％患者平稳过渡到
绝经期，且能明显使子宫内膜明显变薄。由此可见，左

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是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理想方

法。

本研究对米非司酮和曼月乐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

疗效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与米非司酮相比，曼月乐

具有简单、方便、无需长期服药、有效率更高、诱导绝经

的成功率更高、子宫内膜变薄更明显等优势。

综上所述，曼月乐和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

是安全、有效的，但以曼月乐效果更显著。

参考文献

［１］　何林霞．小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
床观察［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７（９）：１２６０１２６２．

［２］　聂莉，章柏花，江丽琴，等．孕激素及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
疗子宫内膜增生症疗效观察［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２０１２，２６（１０）：１００７１００８．

［３］　ＰｒａｎｇｅＫｉｅｌＪ，ＲｕｎｅＧＭ，ＷａｌｌｗｉｅｎｅｒＤ，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ｂｙＲＵ４８６ｉｎｈｕｍａ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ｏｍａｌａｎｄ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ｉｎｖｉｔｒｏ［Ｊ］．Ｅｘｐ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００，１０８
（４）：２７５２８１．

［４］　ＮａｒｖｅｋａｒＮ，ＣａｍｅｒｏｎＳ，ＣｒｉｔｃｈｌｅｙＨＯ，ｅｔａｌ．Ｌｏｗｄｏｓｅ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ｉｎ
ｈｉｂｉｔｓ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Ｊ］．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４，８９（５）：２４９１２４９７．

［５］　郭伟平．米非司酮治疗绝经过渡期功血的子宫内膜改变［Ｊ］．中国

妇产科临床杂志，２００６，７（４）：２５７２５９． （下转第１２７０页）

·２１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全科临床论著·

急性脑梗死的 ＴＣＤ与 ＣＴ诊断对比分析
夏烈新，冉文，陈立铭，吴慧芳，李知莲，肖胜

【摘　要】　目的　分析急性脑梗死的经颅多普勒超声（ＴＣＤ）与ＣＴ诊断结果，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方法　选择荆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７月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１６０例，均经颅脑ＣＴ检查确诊，按照梗死面积分为三
组。采用经颅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ＴＣＤ检查，观察各组患者 ＴＣＤ检查结果的异常率。结果　急性脑梗死患者 ＴＣＤ
异常率为７１．８８％（１１５／１６０）。其中大面积梗死患者ＴＣＤ异常率为９１．３８％（５３／５８）；小面积脑梗死患者 ＴＣＤ异常率为
６１．８２％（３４／５５）；腔隙性脑梗死患者ＴＣＤ检查率为５９．５７％（２８／４７），其中大面积梗死患者 ＴＣＤ异常率明显较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ＴＣＤ检查可直接获得患者脑动脉血流动力参数，对急性脑梗死尤其是大面积梗死不
失为是一种重要的辅助诊断方法。

【关键词】　急性脑梗死；ＴＣＤ；ＣＴ；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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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ｎｂ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ｇｏｔｂｙ
ＴＣ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ｂ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ａｒｅａｃｅｒ
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Ｄｏｐｐｌ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ｖａｌｕｅ

　　急性脑梗死即缺血性脑卒中，由于各种原因引起
脑组织局部血液供应障碍，引起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坏

死、脑软化等，与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引起的管腔狭窄、

血栓形成密切相关［１－３］。笔者对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

者应用ＴＣＤ检查，并与其ＣＴ检查进行对比分析，以探
讨其对于急性脑梗死的诊断价值。现将结果报告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７月
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１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经颅
脑ＣＴ检查确诊［４－６］。所有患者均于发病后６ｈ内就
诊，其中意识清楚７８例、嗜睡４５例、浅昏迷３７例。发
病前合并糖尿病１５例、冠心病２８例、高血压７２例。

根据颅脑ＣＴ检查结果所示的梗死灶面积进行分
组，梗死灶＞３ｃｍ３者为大面积脑梗死组，共５８例；年
龄４５～８２岁，平均年龄为（６４．３８±１１．２５）岁；体重
５２～８０ｋｇ，平均体重为（６５．１２±１０．５４）ｋｇ；其中男性
３０例，女性２８例。梗死灶１．５～３ｃｍ３者为小面积脑
梗死组，共 ５５例；年龄 ４４～８０岁，平均年龄为
（６４．５７±１１．７３）岁；体重５０～７６ｋｇ，平均体重为
（６４．４２±１０．１５）ｋｇ；其中男性２９例，女性２６例。梗死

作者单位：４３４０００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附属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夏烈新，冉文，陈立铭，吴慧芳，李知莲）；放射科（肖

胜）

通讯作者：肖胜，电子信箱：ｃｄｄｐｙ５２０＠１２６．ｃｏｍ

灶直径＜１．５ｃｍ者为腔隙性脑梗死组，共４７例；年龄
４３～７６岁，平均年龄为（６５．８９±１０．０４）岁；体重５５～
７７ｋｇ，平均体重为（６３．２７±１０．３２）ｋｇ；其中男性 ２５
例，女性２２例。

比较三组患者年龄、体重、性别、合并症等一般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分析方法　所有患者均经颅脑 ＣＴ检查确诊，其
中大脑中动脉区改变７５例、大脑前动脉区改变２９例、
局限性低密度区改变３６例、豆状核边界不清１５例、双
侧额极低密度５例。

采用经颅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检查，患者取坐

卧位，采用２ＭＨｚ探头经颞窗探测大脑中动脉、大脑前
动脉、大脑后动脉、椎动脉、基底动脉等，以获取其血流

方向、速度、频谱形态、搏动指数［３］。

１３　判断标准　ＴＣＤ检查结果提示收缩期平均峰值
血流速度≥１２０ｃｍ／ｓ，并伴有频谱形态异常者可诊断
为颅内动脉狭窄。ＴＣＤ检查结果提示大脑中动脉血流
信号消失；远端频谱呈低流速、低波动；脉动指数下降，

波形圆钝者可诊断为血管闭塞。如颈内动脉发生闭

塞，可经侧支循环进行进一步验证［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数据录入到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
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
用χ２检验进行组间比较，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急性脑梗死患者ＴＣＤ异常率为 （下转第１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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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不同术式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效果和妊娠结局的比较
姚恒，李静文

【摘　要】　目的　研究腹腔镜（ＬＭ）和经腹（ＴＡＭ）子宫肌瘤剔除术后肌瘤残留、复发及妊娠结局的情况。方法　回顾
性分析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３月孝感市中心医院因子宫肌瘤行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开腹组１５２例，腹腔镜组１６８
例，对两组情况进行比较。结果　ＬＭ组剔除最大肌瘤直径和剔除肌瘤数目均小于 ＴＡＭ组，平均手术时间、平均 Ｈｂ下
降值和术后住院时间均小于ＴＡ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Ｍ组术后残留率、复发率、妊娠率及妊娠结局与
ＴＡＭ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ＬＭ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优于ＴＡＭ。临床中应根据子宫肌瘤
的大小、数目及位置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法。

【关键词】　腹腔镜；开腹；子宫肌瘤；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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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剔除术是保留子宫的一种方法［１］。目前

最常用的子宫肌瘤剔除的方法有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

（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ＴＡＭ）和腹腔镜子宫肌瘤
剔除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ＬＭ）［２］。本研究回
顾性分析本院近年来ＬＭ和 ＴＡＭ患者的临床资料，为
临床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提供借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３月因子
宫肌瘤入住我院并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共３２０例。其中
行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１５２例（开腹组），年龄２５～５６
岁，平均年龄３６．５岁，单发者７０例，多发者８２例；行
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１６８例（腹腔镜组），年龄２５～
５６岁，平均年龄３７．２岁，单发者１００例，多发者６８例。
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手术方法　开腹子宫肌瘤剔除：麻醉成功后，
常规开腹进入腹腔，在肌瘤突出处切开肌层，剔除肌

瘤，缝合关腹，术毕。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患者取膀

胱截石位，阴道置举宫器，导尿，气腹针穿刺，确定进入

腹腔后，充入 ＣＯ２至 １３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置腹腔镜于脐与左右髂前上棘连线中外１／３处
各做一１０ｍｍ及５ｍｍ切口。用腹腔镜旋切器取出肌
瘤，双极电凝止血或可吸收肠线缝合。

１２２　术后随访及观察指标　术后残留及复发的评

作者单位：４３２０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妇科
通讯作者：李静文，电子信箱：ａｂｃｚｗｐ＠１２６．ｃｏｍ

估：术后３个月Ｂ超检查２次以上仍有子宫肌瘤定义
为术后残留。术后３个月 Ｂ超未发现肌瘤，而术后６
个月Ｂ超发现子宫肌瘤定义为术后复发。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最大肌瘤直径、肌瘤剔除数、手术时间、血

红蛋白（Ｈｂ）变化、术后残留、复发及妊娠情况进行比
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录入Ｅｘｃｅｌ文档，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
进行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进行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ＬＭ和 ＴＡＭ组患者围
手术期情况比较：剔除最大肌瘤直径分别为（５．９±
２．１）ｃｍ、（７．３±２．８）ｃ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
５．０８９，Ｐ＜０．０１）；剔除肌瘤数目分别为（２．１±１．５）
个、（４．３±２．３）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７．９９４，Ｐ＜
０．０１）；平均手术时间分别为（６５．５±３４．６）ｍｉｎ、（９０．３
±４０．７）ｍｉ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８８９，Ｐ＜０．０１）；
平均 Ｈｂ下降值分别为（１０．１±９．８）ｇ／Ｌ、（２０．３±
１７．２）ｇ／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５９５，Ｐ＜０．０１），
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４．５±１．１）ｄ、（６．７±１．２）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７．１１１，Ｐ＜０．０１）。

ＬＭ组有５例患者因盆腔粘连或肌瘤大而中转开
腹，中转开腹率为３３．０％（５／１６８）。术后并发症：ＬＭ
组尿潴留１例，术后发热２例，切口愈合不良０例，总
共３例，ＴＡＭ组分别为４例、５例和４例，总共１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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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５．５８２，Ｐ＝０．０１８）。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残留及复发情况比较　术后随访
ＬＭ组１１０例，ＴＡＭ组１０２例。其中ＬＭ组术后残留率
为４．５％（５／１１０），ＴＡＭ组为２．９％（３／１０２），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检验，Ｐ＝０．７２３）；其中多发肌
瘤个数≥３个中，ＬＭ和 ＴＡＭ组术后残留率分别为
１０．０％（５／５０）和１．６％（１／６３），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检验，Ｐ＝０．０８９）。

ＬＭ和ＴＡＭ组术后随访１８个月，其复发率分别为
１８．２％（２０／１１０）和９．８％（１０／１０２），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３．０５８，Ｐ＝０．０８０）；其中多发肌瘤个
数≥３个中，ＬＭ和 ＴＡＭ组术后复发率分别为３０．０％
（１５／５０）和７．９％（５／６３），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ｅａｒ
ｓｏｎχ２＝９．３１６，Ｐ＝０．００２）。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妊娠率及妊娠结局情况比较　ＬＭ
组有５０例患者有生育要求，其中 ５２．０％（２６／５０）妊
娠，平均距上次妊娠时间（１２．５±３．７）月，而ＴＡＭ组有
２０例患者有生育要求，其中４５．０％（９／２０）妊娠，平均
距上次妊娠时间（１１．９±３．１）月，妊娠率及妊娠时间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０．２８０，Ｐ＝
０．５９７和ｔ＝０．４３５，Ｐ＞０．０５）。其中多发肌瘤个数≥３
个中，ＬＭ和 ＴＡＭ组术后妊娠率分别为 ５２．４％（１１／
２１）和 ３６．４％（４／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０．７４４，Ｐ＝０．３８８）。

ＬＭ组流产率１９．２％（５／２６），足月分娩率７６．９％
（２０／２６），ＴＡＭ组流产率 １１．１％（１／９），足月分娩率
７７．８％（７／９），流产率及足月分娩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检验，Ｐ＝１．０００）和（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０．０００，Ｐ＝１．０００）。

３　讨论
　　子宫肌瘤是导致生育期妇女子宫切除而丧失生育
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药物保守治疗是一种免除手术

的治疗措施，但需长期持续用药，药物的副反应可导致

性激素代谢异常，而停药易复发［３］。

本研究ＬＭ和ＴＡＭ组患者围手术期情况比较：ＬＭ
组剔除最大肌瘤直径和剔除肌瘤数目均小于ＴＡＭ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其平均手术时间、平均 Ｈｂ下
降值和术后住院时间均小于ＴＡ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ＬＭ组并发症发生率小于 ＴＡＭ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这表明：ＬＭ对于单发肌瘤，具有创伤小、恢复
快、并发症少等特点，但是对于较大的肌壁间肌瘤或嵌

入肌壁较深者，则对腹腔镜手术操作者的要求较高。

ＴＡＭ具有操作简单、剔除肌瘤数目多、剔除肌瘤直径
大等特点，但是较 ＬＭ创伤大、恢复慢、并发症发生率
高。张庆霞等研究指出，对于单发子宫肌瘤建议首选

ＬＭ为治疗；对于多发肌瘤，应根据肌瘤的大小及位置，
选择ＴＡＭ治疗［４］。ＪｉｎＣ等［５］对相关文献总结分析也

支持上述观点。因此，我们应根据子宫肌瘤的大小、数

目及位置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法。

本研究发现ＬＭ组术后残留率及复发率虽然高于
ＴＡＭ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 ＬＭ手术不同于
开腹手术，可以直接触及子宫，感受子宫及肌瘤的质

地，对于较小的子宫肌瘤，造成遗漏［６］，因此残留率稍

高于 ＴＡＭ。多发肌瘤手术时遗漏了较小的肌瘤，日后
复查未能发现，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肌瘤逐渐长大，导致

临床上的复发。但各报道子宫肌瘤剔除术后的残留率

及复发率不尽一致［７］，考虑与研究对象及统计学方法

的差异有关［８］。为了减少残留及复发，术前应选择专

门的妇科Ｂ超医生检查，仔细检查肌瘤大小、数目及位
置情况，避免遗漏较小肌瘤，降低残留率及复发率。尽

管如此，研究发现虽然有一定复发率，但需再次子宫肌

瘤剔除数的患者不多［９］。本研究的两组复发患者，子

宫肌瘤均较小，未有一例再次手术。

有报道ＬＭ子宫肌瘤剔除术妊娠结局优于 ＴＡＭ
组［１０］。考虑ＬＭ手术影响小，术后盆腔粘连少有关。
但本研究发现 ＬＭ和 ＴＡＭ组患者妊娠率及妊娠结局
比较无差异。但是影响妊娠结局的因素不尽如此，子

宫肌瘤的残留、复发以及肌瘤的位置和类型也会降低

受孕率及足月分娩，因此研究认为，进一步的研究需要

了解子宫肌瘤的残留、复发等情况。

本研究认为 ＬＭ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优于
ＴＡＭ，但术后肌瘤残留、复发及妊娠结局等无明显差
异。临床中我们应根据子宫肌瘤的大小、数目及位置

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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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双侧甲状腺良性肿物行腔镜手术的临床研究
魏文波，廖康雄，谢容明，江树嵩，蔡延庆，陈秋凯，侯贤琼，卢晓裕

【摘　要】　目的　探讨双乳晕径路全腔镜下双侧甲状腺切除术的手术方法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
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５例腔镜下双侧甲状腺良性肿物切除术患者（腔镜组）的围手术期情况，从同期传统开放性双侧
甲状腺切除术中抽取４８例（开放组）作为对照，并对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镇痛、术后引流量、术后恢复活动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总住院费用、美容效果、随访结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腔镜组２５例均顺利完
成手术。与开放组比较，腔镜组手术时间较长，术后引流量较多，住院费用较高，但腔镜组术中出血量较少，较快恢复正

常活动，术后住院时间明显缩短，美容效果亦明显优于开放组（Ｐ＜０．００１），而镇痛需求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腔镜组术后并发症主要为胸前区皮肤麻木发紧感，开放组主要为出血，两组术后随访６～２４个月，均无局部复
发、无死亡病例，未发生永久性喉返神经麻痹、低钙抽搐等并发症。结论　与开放性双侧甲状腺切除术相比，双乳晕径路
全腔镜下甲状腺手术虽然手术时间偏长、住院费用较高，但安全可行且美容效果非常好，是治疗良性甲状腺肿物一种很

好的手术方法。

【关键词】　腔镜；双乳径路；甲状腺良性肿物；甲状腺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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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２５ｃａｓ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ｏｐｅ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ｗａｓｌｏｎｇｅｒ，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ｗａｓｍｏｒｅｉｎ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ｌｅｓ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ｃ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ｐｅ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ａ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ｗ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ｉｎｍｏｒｅ
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０１）．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ｓｔ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ｋｉｎｎｕｍｂｎｅｓｓｏｆ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ｗ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ｌ
ｌｏｗｕｐｏｆ６ｔｏ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ｅａｔｈｃａｓｅａｎｄｎｏ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Ｎ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ｔｅｔａｎｙｄｕｅｔｏｈｙｐｏｃａｌｃｅｍｉ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ｗｉｔｈｌｏｎｇｅｒ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ｔｏｔ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ｓ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ｌｙ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ｖｉａａ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ｒｅｏｌａ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ａｆｅａｓｉ
ｂｌ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ａｆ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Ｉｔ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ｂ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ｅｎｉｇｎｔｈｙｒｏｉｄｔｕｍｏｒｓｗｈｅｎｅｖｅ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ｒｅｏｌａ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ｅｎｉｇｎｔｈｙｒｏｉｄｔｕｍｏｒ；Ｔｈｙｒｏｉｄｅｃｔｏｍｙ

　　腔镜甲状腺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术
式［１］，在疗效确切的基础上，使手术切口微小化并隐

蔽，获得极佳的美容效果，符合人们对高质量生活水平

的要求及审美观。我院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对２５例双侧甲状腺良性肿物患者实施了经乳晕径路
全腔镜手术，取得满意的手术效果。现回顾性对比研

究同期开放式手术的临床资料，进一步探讨经乳晕径

路腔镜下全双侧甲状腺手术路径的方法及临床应用体

会。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从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作者单位：５２２０００广东省揭阳市人民医院普通外科一科
通讯作者：廖康雄，电子信箱：ｊｙｂｏｂ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进行双侧甲状腺手术的病例，本研究纳入标准：①术前
颈部彩超或 ＣＴ检查为双侧甲状腺肿物，包括双侧结
节性甲状腺肿或腺瘤，肿物最大结节直径均≤５ｃｍ；②
术前甲状腺功能检查正常；③诊断为甲状腺良性疾病，
术中冰冻病理检查未找到癌细胞；④初次甲状腺手术；
⑤心、肺、肾等重要脏器无严重器质性病变。根据病人
需求和意愿，分为内镜组２５例和开放组４８例。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腔镜组　气管插管全麻。于患者右侧乳晕内
上缘作１．０ｃｍ切口为观察孔，外上缘作０．５ｃｍ切口
为副操作孔，左侧乳晕上缘作 ０．５ｃｍ切口为主操作
孔，切口均达胸部深筋膜［２］。配膨胀液２５０ｍｌ（肾上
腺素０．５ｍｇ加入生理盐水２５０ｍｌ），用注射器在拟手
术操作空间的皮下进行注射，以减少皮瓣剥离时的出

·６１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血［３］。用钝性剥离棒经观察孔行胸部深筋膜下扇形钝

性分离，建立皮下隧道，直达胸骨上窝。经右侧乳晕切

口置入１０ｍｍ和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套管，分别放置３０°内镜
和抓钳，注入ＣＯ２气体，建立皮下操作空间，压力设定
为６～８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再于左侧乳
晕切口置入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作为主操作孔。在直视下用
５ｍｍ超声刀分离皮下疏松结缔组织，尽量靠近胸筋
膜，以减少出血和避免术后皮肤青紫。到达颈前区后

沿颈阔肌深面分离，至显露两侧胸锁乳突肌外缘和甲

状软骨水平。切开颈白线、分离甲状腺前肌群，在体外

通过腔镜甲状腺拉钩牵开甲状腺前肌群，显露一侧甲

状腺进行游离。首先超声刀切断甲状腺中静脉，然后

钝性分离甲状腺下极，尽量贴近腺体用超声刀凝固、切

断甲状腺下动、静脉，再切断甲状腺悬韧带、峡部，注意

不要损伤气管，将甲状腺向外上侧翻转，从后面显露甲

状旁腺和甲状腺上动静脉，凝固切断上动静脉，最后全

叶切除或次全切除腺体，用同样方法再行对侧甲状腺

手术。切除标本置入标本袋后，自观察孔取出。生理

盐水冲洗创面，观察创面无渗血，３０可吸收线缝合颈
白线，甲状腺窝放置引流管自乳晕切口引出。关闭

ＣＯ２气体，排空皮下气体，退出 Ｔｒｏｃａｒ，皮下缝闭切口，
手术结束。

１２２　开放组　气管插管全麻，在胸骨切迹上方２横
指处，作一弧形切口，长约６～８ｃｍ，按常规操作方法
行次全或全叶切除双侧甲状腺。

１２３　两组观察指标比较　对腔镜组和开放组的性
别、年龄、肿块大小、手术方式、术后病理类型、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术后镇痛需求、术后引流量、术后恢复

活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总住院费用、切口美容评分、

术后并发症，以及随访６～２４个月复发、声嘶、低血钙
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版的统计软件，应
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Ｔｅｓｔ）、等
级资料秩和检验（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Ｔｅｓｔ）、两样本率 χ２检
验（Ｃｒｏｓｓｔａｂ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等进行分析，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术前 Ｂ超或 ＣＴ检查肿瘤直
径、手术方式和术后病理诊断诊断结果比较（表１），其
中年龄大小腔镜组 ＜开放组，女性比例腔镜组 ＞开放
组，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５），可见腔镜
甲状腺手术备受年轻女性青睐。

表１　两组双侧甲状腺肿瘤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术前肿瘤直径

Ｂ超或ＣＴ（ｃｍ）
手术方式

次全切除 全叶切除

病理诊断

甲状腺腺瘤 结节性甲状腺肿 桥本氏甲状腺炎

腔镜组 ２５ １ ２４ ２５．５±５．５ ２．３±０．８ ２０ ５ ２ ２３ １
开放组 ４８ １５ ３３ ３６．６±８．４ ２．７±０．９ ３５ １３ ３ ４２ ３
ｔ（Ｚ）值 －２．６５２ －５．９４６ －１．９６１ －０．６６２ －０．４４９

Ｐ值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４ ０．５０８ ０．６５３

　　注：为Ｚ值。

　　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术后恢复
活动时间及美容效果满意分数方面比较（见表２），两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 ＜０．００１）。与开放组
比较，腔镜组手术时间较长，术后引流量较多，住院费

用较高，但腔镜组术中出血量较少，较快恢复正常活

动，术后住院时间明显缩短，美容效果亦明显优于开放

组，而镇痛需求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腔镜组与开放组手术效果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镇痛需求

（ｎ，％）

术后引流量

（ｍｌ）

术后恢复活动

时间（ｄ）

术后住院

时间（ｄ）

住院费用

（元）

美容效果

满意分数

腔镜组 ２５ １０９．２±８．１ １４．８±５．１ ９（３６．０） ４７．８±１７．３ １．８±０．８ ４．３±０．８ １３３１３．２±９８２．３ ８．８±１．２
开放组 ４８ ６５．３±１２．２ ２３．１±４．７ １５（３１．３） ２９．２±１１．１ ３．３±１．０ ６．４±０．９ １０８６２．２±７６２．７ ６．４±１．６
ｔ（χ２）值 ７．８９１ －６．９９１ ０．１６８＃ ６．４８２ －６．６４０ －８．９９６ ２．００３ ６．７９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６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注：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０分为非常不满意，１０分为非常满意。＃为χ２值。

　　在术后并发症及随访结果方面，腔镜组发生皮下
气肿１例，胸前区皮肤麻木发紧感５例，颈胸部皮肤淤
斑１例，暂时性喉返神经麻痹１例，未经特殊处理，术
后２周恢复正常。开放组１例术后当天发生内出血再
次手术止血，暂时性喉返神经麻痹２例，均在术后３个
月内恢复正常。随访６～２４个月，患者分别于术后１，
３，６，１２，２４月返院复查甲状腺彩超、血钙、甲状腺功能、
喉镜检查声带等，腔镜组２４例与开放组４５例患者完
成随访工作，均无死亡病例，无复发，未发生永久性喉

返神经麻痹、低钙抽搐等并发症，两组患者术后均常规

服用甲状腺素治疗。

３　讨论
　　甲状腺疾病好发于年轻女性，男女比例大约为１∶
７。甲状腺手术可选择传统开放手术或腔镜下甲状腺
手术，传统开放手术安全而且有效，但患者颈前会留下

６～８ｃｍ的手术瘢痕［２］。而腔镜甲状腺手术的问世，

则为爱美患者带来了福音。腔镜甲状腺手术径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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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胸骨切迹上径路、锁骨下径路、腋窝径路与前胸壁

乳晕径路４种。前两者在颈部仍留有小切口疤痕，美
容效果欠佳，后两者径路外观美容效果更好，但腋窝径

路只能处理一侧的病变，处理对侧甲状腺极为困难，许

多外科医生更倾向于选择前胸壁乳晕径路。此径路不

仅能同时处理双侧甲状腺病变，颈部不留瘢痕，小切口

部位隐蔽，可被内衣掩盖，具有出色的美观效果，越来

越受年轻女性患者认可。本研究腔镜组选择全乳晕径

路，避免了前胸壁正中切口，美容效果更佳。

与开放手术相比，腔镜甲状腺手术的优点在于极

佳的美容效果、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这是由于腔

镜视频放大系统及超声刀的应用，使腔镜手术视野清

晰，减少神经血管的副损伤，止血效果确切［４］；手术切

口微小，术中未横断颈前肌群，并对皮瓣浅表神经损伤

小，患者术后痛感不强烈，恢复快。本研究腔镜组手术

时间（１０９．２±８．１）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１４．８±５．１）ｍｌ、
术后恢复活动时间（１．８±０．８）ｄ、术后住院天数
（４．３±０．８）ｄ、美容效果满意分数（８．８±１．２）与开放
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缺点主要
在于手术时间较长，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传统开放手

术术式成熟，操作简单，而腔镜手术由于病灶与切口分

离的特点，需要建立较大的操作空间，从切口分离到病

灶所需时间较长，此外，操作空间有限，失去对甲状腺

肿物的手感定位，这些因素均延长了手术时间。腔镜

手术的另一个缺点是手术费用较高，这跟气管插管全

麻、使用腔镜器械及手术时间长有关，相信随着术者操

作熟练程度的提高，手术时间将会逐渐缩短，加上器械

成本的降低，其住院费用也会逐步降低。

文献已证实［５］，腔镜甲状腺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

同样安全，但也有一些并发症。国内外许多报道，腔镜

甲状腺手术除了特有的并发症，如皮下气肿、高碳酸血

症、颈前皮下积液、胸前皮肤淤斑、热烧伤，颈前皮肤发

紧感等，其它并发症与开放手术相当，主要有：术中术

后出血；喉返、喉上神经损伤；甲状旁腺损伤［６］；术后窒

息或呼吸困难；甲状腺危象；皮下血肿或积液。本研究

中实施的２５例手术，全部在腔镜下顺利完成，无喉上
神经或甲状旁腺、气管损伤，无窒息或呼吸困难，无大

出血等严重并发症，腔镜组手术采用持续充气与牵拉

法建立手术操作空间，由于将 ＣＯ２压力维持在 ６～８
ｍｍＨｇ，小于颈静脉生理压力的１０ｍｍＨｇ，减少 ＣＯ２
压力升高带来的颈静脉、脑脊液回流障碍及高碳酸血

症等并发症的发生［７］。其术后发生的并发症主要为：

①颈前皮肤发紧感。这是因为腔镜手术要在颈胸部皮
下分离出手术操作空间，术后形成瘢痕粘连，因此部分

患者术后会有颈胸皮肤发紧感，一般无需特殊处理，术

后３个月可自动消失［８］。②暂时性喉返神经麻痹［９］。

超声刀是腔镜甲状腺手术的主要操作器械，优势在于

止血确切，但其振动产生的热量可导致边缘蛋白变性

而引起热损伤作用。有报道超声刀头与喉返神经约３
ｍｍ即可引起暂时性喉返神经麻痹，建议超声刀头与喉
返神经、甲状旁腺的安全距离至少５ｍｍ以上［１０］，但因

腔镜的放大作用（６～８倍），超声刀头与神经的安全距
离在术中很难精确。我们的经验是，紧贴甲状腺的被

膜操作，不要刻意全程暴露喉返神经，可避免损伤神

经［１１］。在喉返神经附近使用超声刀时，将拟切除的腺

体上翻，尽量让功能刀头远离神经，避免对组织进行长

时间的烧灼，刀头不可钳夹过多、过深，可有效防止神

经副损伤。

综上所述，与开放性双侧甲状腺切除术相比，乳晕

径路全腔镜下甲状腺手术虽然手术时间偏长、住院费

用较高，但安全可行且美容效果非常好，是治疗良性甲

状腺肿物一种很好的手术方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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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心房调搏与阿托品检测房室交接区传导分析
陈万国，苏广玉，刘奇英，钟文明

【摘　要】　目的　探讨食管心房调搏联合应用阿托品在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检测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５
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梅州市人民医院检测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的７２例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其中的阳性率情
况。结果　测定房室传导阻滞点静注阿托品前调搏 ２∶１房室传导阻滞点 ＜１５０次／ｍｉｎ阳性率为 ７１．４％，静注后
２５．４％；一度房室传导阻滞点＜１００次／ｍｉｎ静注前阳性率９５．２％，静注后３１．７％；二度Ｉ型房室传导阻滞组静注前阳性
率７７．８％，静注后４１．７％，比较静注前后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食管心房调搏联合阿托品检测
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可降低假阳性的发生率，提高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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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阿托品试验由于其具有安全有效，方法
简单，对设备要求低等优势在广大的基层医院已经开

展的很顺利。但是其仍有可能出现假阳性［１］。而随着

食道心房调搏电生理检查临床应用的成熟，许多大中

型医院已普遍采用，甚至行心腔内电生理检查。两者

结合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检测

的准确性［２］。下面就对我院的７２例病例采用食管心
房调搏联合阿托品试验检测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的相

关情况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期间
我院检测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的７２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性４９例，女性２３例，年龄最小１４岁，最大
７９岁，平均（４５．０±３．４）岁，基础疾病有右心衰１３例，
扩张性心脏病７例，肺心病６例，冠心病５例，室性早
搏７例，体表心电图示：窦性，频率在５５～１０６次／ｍｉｎ，
均合并有一度房室传导阻滞或二度Ⅰ型房室传导阻
滞，其中６３例有一度房室传导阻滞，９例有二度Ⅰ型
房室传导阻滞，所有患者均停止服用对心血管有影响

的药物３ｄ，无阿托品禁忌症，对所有其他相关的疾病
均予以排除。

１２　检查方法　选用苏州东方电子仪器厂生产的

作者单位：５１４０８９广东省梅州市人民医院心电图室
通讯作者：陈万国，电子信箱：ｃｈｅｎｗａｎｇｕｏｃ＠１６３．ｃｏｍ

ＤＦ５Ａ型心脏电生理刺激系统，双极滤波食管起搏电
极。对患者均进行食管调搏，采用分级递增的Ｓ１Ｓ１刺
激，从略高于受检者自身窦性心率的频率开始，每级递

增１０次／ｍｉｎ，刺激１０ｓ并间歇３０ｓ。频率增加至房室
传导出现２∶１房室传导阻滞点。然后，静脉注射阿托
品（０．０２ｍｇ／ｋｇ），待心率稳定后重复上述操作。观察
房室传导阻滞点变化情况。

１３　疗效评定　观察房室传导阻滞点变化：静脉注射
阿托品后一度房室传导阻滞点＜１００次／ｍｉｎ提示房室
结存在病理性改变，２∶１房室传导阻滞点 ＜１５０次／
ｍｉｎ提示房室结存在病理性改变［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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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中分析得出，静注阿托品前调搏２∶１房室
传导阻滞点 ＜１５０次／ｍｉｎ阳性率为 ７１．４％，静注后
２５．４％；一度房室传导阻滞点 ＜１００次／ｍｉｎ静注前阳
性率９５．２％，静注后３１．７％；二度 Ｉ型房室传导阻滞
组静注前阳性率７７．８％，静注后４１．７％，比较静注前
后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３　讨论
　　经食管调搏检测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的作用机制
主要有以下２点［４－５］：①超速起搏对房室交接区传导
自律性有直接抑制作用；②超速起搏可（下转第１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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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米力农短期治疗 ＣＨＦ的疗效及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观察
孙晓军，杨文东

【摘　要】　目的　通过观察短期应用米力农治疗慢性心力衰竭（ＣＨＦ）患者临床疗效及血清Ｎ末端Ｂ型钠尿肽原（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变化，探讨检测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临床价值。方法　１４１例ＣＨＦ患者在采用常规治疗基础上短期（７ｄ）加
用米力农治疗，于治疗前后检测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评价其心功能变化。结果　治疗７ｄ后总有效率为９３．６２％（１３２／
１４１）；治疗前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后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１），但仍显著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１）；ＣＨＦ患者随访１年，发生心脏事件者出院时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显著高于未发生心脏事件者（Ｐ＜０．０１）。
结论　短期应用米力农注射液治疗ＣＨＦ患者，能够显著改善心功能及降低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可作
为观察心功能变化及临床疗效的检测指标。

【关键词】　慢性心力衰竭；米力农；Ｎ末端Ｂ型钠尿肽原；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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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３．６２％（１３２／１４１）．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Ｉ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ｂｙ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１），ｂｕｔ
ｗａｓａｌｓｏ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ｏｎｅｙｅａｒ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ｅｖｅｎｔ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ｌｒｉｎｏｎｅ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ｉｎｄｅｘ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ｃａｒｄｉ
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ｉｌｒｉｎｏ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慢性心力衰竭（ＣＨＦ）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室充
盈或射血能力受损（即心功能不全）而引起的一种比

较严重的临床综合征，其病理生理主要有神经内分泌

系统的激活和心室重构［１］。钠尿肽以 Ｂ型钠尿肽
（ＢＮＰ）和Ｎ末端Ｂ型钠尿肽原（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两种形式
存在，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较ＢＮＰ具有半衰期长及稳定性更好
的特点，是评价心脏功能的指标［２－５］。米力农具有改

善心脏收缩、舒张功能及扩张血管的作用［６］。本文旨

在探讨短期应用米力农注射液治疗 ＣＨＦ患者的临床
疗效及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检测价值，我们检测了１４１
例ＣＨＦ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变化，现报
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选择我
院确诊为心功能不全的ＣＨＦ患者１４１例，符合中华医
学会心血管分会推荐的心力衰竭临床评定标准。其中

男性 ８３例，女性 ５８例；年龄 ４５～７０岁，平均年龄
（５９．４±８．３）岁；心力衰竭病程（３．９±２．６）年。基础
疾病为冠心病７５例、高血压病３８例、扩张性心肌病２２
例及风湿性心脏病６例。ＮＹＨＡ分级为Ⅱ级２２例、Ⅲ
级７４例及Ⅳ级４５例。均除外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４济南市，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检验科（孙晓军）；２５７４４７
山东省东营市，山东省利津县第二人民医院内科（杨文东）

通讯作者：孙晓军，电子信箱：ｓｘｊｑｆｓｙｙ＠１２６．ｃｏｍ

心绞痛、严重心脏瓣膜病、收缩压 ＜９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严重肾功能不全、血肌酐 ＞２２５．
２μｍｏｌ／Ｌ、高钾血症、双肾动脉狭窄及慢性阻塞性肺病
等。对照组为同期健康者４０例，其中男性２４例、女性
１６例，年龄４６～６９岁，平均年龄（５８．７±９．２）岁，均无
心脑肝肾及内分泌代谢疾病。两组年龄、性别构成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首先予以内科常规抗心力衰竭治疗
（包括给予低盐饮食及应用利尿剂、地高辛、缬沙坦及

美托洛尔等），同时应用米力农注射液（鲁南贝特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６８１）治疗７ｄ，０．２５～１．０
μｇ／（ｍｉｎ·ｋｇ），均加氯化钠注射液至５０ｍｌ，由微泵泵
入。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治疗７ｄ）及随访（１年）
心功能变化、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和检测血清 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水平。临床症状和体征：胸闷、呼吸困难、心
悸、心率、血压及肺部音；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电解

质、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心脏多普勒超声检查采用

ＧＥ公司ＬＯＧＩＱ７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
ＮＰ水平测定：所有对象（患者入院第２天、治疗７ｄ及
出院前）均取清晨空腹１０ｈ以上的肘静脉血３ｍｌ，待
血液自然凝固后离心取血清，１ｈ内检测。测定采用电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仪器为美国罗氏 Ｅｌｅｃｓｙｓ２０１０
电化学免疫系统，检测试剂盒为罗氏公（下转第１２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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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并发心律失常１８０例临床分析
蒋红

【摘　要】　目的　观察分析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律失常的诱因、类型及治疗原则。方法　本组患者１８０例入院后全部
通过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护及多次１２导联心电图检查及时发现心律失常的类型并加以分析。结果　本组１８０例肺心
病患者合并心律失常，其心律失常类型以窦性心动过速、房性期前收缩为主，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性期前收缩、房室传导

阻滞，房颤、左右束支传导阻滞等也常出现。心律失常的常见诱因为心力衰竭、胸部感染、低氧血症、电解质紊乱及酸碱

平衡失调。结论　肺心病并发心律失常以低氧血症、感染、心功能衰竭、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调为常见诱因，以窦性心动过
速、房早、房颤、室上速为主要类型，纠正诱因，对改善心律失常很重要，诱因解除心律失常可恢复。使用抗心律失常药不

是最佳方法。

【关键词】　肺源性心脏病；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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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以下简称肺心病）是临床常
见病和多发病，是中老年人死亡原因之一，病死率

高［１］，心律失常是肺心病失代偿期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发生率高达４５％～９５％［２］，严重的心律失常影响肺心

病的治疗和愈后，甚至引起死亡［３］。探讨肺心病心律

失常的诱因、类型以及诊断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现将我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收治的１８０例肺心病合并心
律失常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８０例病例资料均为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收治的住院患者，其中男性１３８
例，年龄６０～９５岁，平均年龄７６岁；女性４２例，年龄
３５～８０岁，平均年龄７０岁。病程４～７０年，入选病倒
均符合内科学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诊断标准［４］。

１２　检查方法　患者均于入院时进行后前位胸片、１２
导联心电图、血清电解质、血气分析检查，对有心律失

常者作动态心电图监测，所有病倒均予以抗感染、吸

氧、止咳、化痰、平喘及支持对症治疗，治疗后好转。

１３　治疗方法　一般抗感染、祛痰、止咳、平喘及纠正
电解质紊乱治疗心律失常均可改善。特别严重者予以

抗心律失常治疗。

２　结果
２１　心律失常常见诱因　１８０例肺心病合并心律失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常，常见诱因有低氧血症１０８例（６０％），有急性肺部
感染１５３例（８５％），有心功能不全９０例（５０％），有酸
碱平衡失调电解质紊乱１１７例（６５％）。
２２　心律失常常见类型　１８０例并发心律失常患者
中，窦性心动过速８１例（４５％），房早４５例（２５％），房
颤１８例（１０％），室上速９例（５％），右束支传导阻滞
１８例（１０％），室早５例（２．８％），左束支传导阻滞４例
（２．２％）。
２３　肺心病合并心律失常的治疗结果　一般抗感染、
祛痰、止咳、平喘及纠正电解质紊乱治疗心律失常均可

改善。特别严重者予以抗心律失常治疗。

３　讨论
　　肺心病合并心律失常存在一定诱因，低氧血症、感
染、酸碱平衡失调、电解质紊乱、心功能衰竭是常见诱

因［５］，低氧血症刺激颈动脉窦和主动脉体化学感受器

反射性地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儿茶酚胺分泌增加，缺氧

还可以使心肌细胞内的 Ｋ＋减少、Ｎａ＋增加，静息膜电
位降低，引起窦房结、心房、心室兴奋性和自律性增加，

易发生心律失常。感染时，各级支气管壁均有多种炎

症细胞浸润，以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为主，化脓性炎

症时，黏膜充血、水肿、变形坏死和溃疡形成，基底部肉

芽组织和机化纤维组织增生导致管腔狭窄，气管结构

重组，气流受阻从而血氧含量降低，发 （下转第１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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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小儿惊厥１９２例临床分析
章礼真，章秀，时澄

【摘　要】　目的　探讨小儿惊厥的病因及临床特点。方法　对铜陵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１９２例小儿惊厥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小儿惊厥发病年龄以１～３岁最多，为８１例（４２．２％）；其次是１月龄 ～１岁，为４８例（２５％）；
３～５岁为４５例（２３．４％）；５岁以上１８例（９．４％）。有家族史者３４例，既往有惊厥史５６例，全年均有发病。小儿惊厥的
病因中，热性惊厥１３８例（７１．９％）（其中上呼吸道感染７１例，支气管炎３１例，支气管肺炎３８例，细菌性肠炎６例），癫痫
２２例（１１．５％）；颅内感染 １５例（７．８％）；轮状病毒肠炎 １２例（６．２５％）；电解质紊乱 ２例（１．０４％）；药物中毒 ２例
（１．０４％）；代谢性疾病１例（０．５２％）。１９２例中１８９例痊愈出院，好转３例。结论　热性惊厥为小儿惊厥最常见的原
因，其次是癫痫、病毒性脑炎，发病年龄以１～３岁为主。
【关键词】　小儿；惊厥；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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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厥是儿科临床常见的急症，以婴幼儿多见，病因
复杂，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并可留下神经系统的后遗

症［１］，因此，对于小儿惊厥必须紧急对症处理，并积极

寻找病因，对症治疗。现对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
５月收治的１９２例小儿惊厥进行回顾性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资料为我院儿科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小儿惊厥共１９２例，全部病例均符
合小儿惊厥的诊断标准［２］。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相关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
文献对小儿惊厥进行总结：①年龄分布及既往史；②惊
厥的病因；③临床症状与体征；④治疗及转归。

２　结果
２１　年龄分布及既往史　１９２例患儿中，男１１２例，
女８０例，其中１月 ～１岁４８例（２５％），１～３岁８１例
（４２．２％），３～５岁为４５例（２３．４％），５岁以上１８例
（９．４％）；有家族史者３４例，既往有惊厥史５６例，全年
均有发病。

２２　惊厥的病因　热性惊厥１３８例（其中上呼吸道感
染７１例，支气管炎３１例，支气管肺炎３８例，细菌性肠
炎６例），癫痫２２例，病毒性脑炎１０例，化脓性脑膜炎
５例，轮状病毒性肠炎１２例，药物中毒２例，电解质紊
乱２例，代谢性疾病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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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临床症状与体征　所有的患儿均有抽搐，临床表
现多样：突然起病、意识丧失、双眼球上翻固定、面色青

紫、牙关紧闭、口吐白沫、面部或四肢肌肉呈阵挛性或

强直性抽搐、抽搐时间长短不一，最短２～３ｍｉｎ，最长
３０ｍｉｎ，有发热者１４３例，无热者４９例，病程中发作一
次１５６例，发作一次以上３６例。
２４　治疗及转归　治疗原则：及时控制发作，维持生
命功能，针对病因治疗，防止复发。止惊首选地西泮

［０．３～０．５ｍｇ／（ｋｇ·次）］，肌肉注射或缓慢静脉注
射，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根据病情给予畅通气道、吸氧，

退热，降低颅内压，抗感染，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

治疗。同时积极寻找病因，对因处理。１９２例中 １８９
例痊愈出院，好转３例。

３　讨论
　　惊厥是由于大脑皮质运动神经系统细胞突然大量
异常放电而致全身或局部肌肉出现暂时的、不随意收

缩，常伴意识障碍，为小儿常见的急症症状之一。由于

婴幼儿的大脑皮质功能发育未完善，神经髓鞘未完全

形成，皮质抑制功能差，兴奋易扩散；且血脑屏障功能

差，各种毒素易透入脑组织［１］。引起小儿惊厥常见疾

病，包括热性惊厥、癫痫、颅内感染、肠道感染、电解质

紊乱及产伤窒息等疾病。热性惊厥是小儿时期最常见

的惊厥性疾病，在我国热性惊厥的发病率占３．９％，在
小儿惊厥中热性惊厥约占６３％［３］。本组资料显示，热

性惊厥在小儿惊厥中占７１．９％，这也表明热性惊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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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时期最常见的急症之一，热性惊厥的发病机制至

今尚不明确，可能与遗传、年龄、发热、感染、免疫因素

有关。本资料中，热性惊厥有家族史者 ３４例，占
１７．７％。研究表明，幼时患过热性惊厥的父母，其子女
患热性惊厥的概率是一般人群的３．５～４．４倍［３］。近

年来，认为免疫网络被激活是热性惊厥发病的机制之

一。有研究显示，白细胞介素１（ＩＬ１），细胞粘附因子
１（ＩＣＡ１）及淋巴细胞功能抗原１（ＬＦＡ１）能降低发热
患儿大脑兴奋阈值，从而诱发惊厥［４］。除细胞因子外，

热性惊厥患儿血浆中 ＣＤ１９／ＣＤ５及 ＣＤ１９／ＣＤ２１比值
比对照组儿童升高，而ＣＤ４／ＣＤ４５ＲＡ及 ＣＤ４／ＣＤ４５ＲＯ
比值降低，且总的ＩｇＧ水平降低，表明免疫功能异常与
热性惊厥密切相关。

癫痫是引起小儿惊厥的第二位原因，具有反复发

作、相对难治等特点［５］，给患儿及家庭带来心理和经济

负担，以大发作为主，部分患儿既往有热惊厥，从临床

资料分析看，大都由复杂性热性惊厥发展而来，一部分

癫痫患儿具有阳性家族史。颅内感染是引起小儿惊厥

常见的原因之一，本组资料中有１５例，占７．８％。惊
厥常伴意识障碍，如嗜睡、昏睡、昏迷、烦躁及呕吐，惊

厥发作反复多次，每次持续时间长，可有异常神经系统

体征，脑脊液常规生化多异常，目前主要以病毒性脑

炎、化脓性脑膜炎为主，而流脑和乙型脑炎随着预防接

种的普及，临床很少见。郭虎等［６］分析了南京市急性

脑炎／脑膜炎综合征病例，发现病毒性脑炎发病年龄偏
大，一般在７岁左右。国内另一组资料显示，化脓性脑
膜炎以小婴儿为主，除惊厥外，还常伴反应差，纳差，体

温改变［７］。故对可疑病例，应及早行脑脊液检查，以免

误诊。轮状病毒肠炎是引起小儿无热惊厥的另一常见

的原因，常发生于秋冬季，抽搐时间一般在 ５ｍｉｎ之
内，表现为全身性惊厥，一次病程中一般发作１～２次，
目前认为其发病的机制可能与病毒直接侵犯中枢神经

系统引起的病毒性脑炎及腹泻导致急性脱水后，继发

性脑水肿有关［８］。另有人认为与一氧化氮代谢产物作

用有关［９－１０］，本病预后良好，对患儿生长发育无近期

和远期不良影响［１１］。电解质紊乱也是小儿惊厥的原

因之一，与低钙低镁等有关，维生素 Ｄ缺乏、消化道疾
病均可影响钙的吸收，对于长期腹泻患儿出现抽搐，经

补钙治疗后仍发生无热惊厥的患儿应考虑低镁血症，

并及时处理。中毒也是引起小儿惊厥的原因之一，本

资料有２例系患儿误服后抽搐，入院时已昏迷呼吸衰
竭。在我国儿童急性中毒主要是药物、农药、灭鼠剂，

常常是误服，重症病死率很高。因此，加强药品及毒物

管理可减少中毒机会，对疑似患者，除详细的病史及查

体外，及时明确诊断，合理使用解毒剂，重视支持疗法

是抢救成功的关键。同时，遗传代谢性疾病也是小儿

惊厥不可忽视的原因，本资料中有１例，应值得临床重
视。

惊厥是儿科最常见的急症之一，其中以热性惊厥

为主，其次是癫痫、颅内感染、电解质紊乱、轮状病毒肠

炎、中毒等。对于惊厥除积极对症处理外，应该详细询

问病史及结合临床表现，做出正确的诊断，对因治疗，

防止再发，重视支持疗法，以免造成缺氧性脑损害及后

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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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２１例肝胆管结石患者行胆肠吻合术后再手术临床分析
陈西兰，周启超，杨先芬，韩肃

【摘　要】　目的　探讨肝胆管结石患者行胆肠吻合术后再手术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肝胆胰外科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１例患有肝胆管结石行胆肠吻合术后再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其随访情况。结果　再次手
术时发现肝内胆管结石患者１３例，其中结石位于左肝患者４例、结石位于右肝患者５例、左右肝均有结石４例，左肝外
叶萎缩２例、右肝萎缩３例、左右肝均萎缩３例。胆肠吻合口处瘢痕狭窄患者４例，吻合口处有结石患者１例，胆管癌１
例，胆肠吻合口肿瘤患者１例。原胆肠吻合口为倒Ｙ形１例，返流性胆管炎１例。再手术后胆肠吻合口出血１例，吻合
口漏１例，手术创面渗血１例，随访患者２１例，随访率１００％，随访时间１～８年之间，平均３．５年。１例胆管癌及１例吻
合口肿瘤患者均死亡，４例患者再手术后仍偶有胆管炎发作，其余１５例患者腹痛症状基本消失。结论　术前严格掌握
肝胆管结石行胆肠吻合手术的适应症，术前对患者进行评估，选择正确的手术方式，术中精细的操作都是减少术后并发

症、降低再次手术机率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　肝胆管结石；胆肠吻合术；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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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胆管结石在我国是常见病、多发病，其治疗方法
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方式包括行肝叶切除、胆管切开

取石、胆肠吻合等，其中胆肠吻合术是一种重要的手术

方式。由于肝胆管结石病情复杂且各种胆肠吻合术改

变了胆道正常结构，不能重建 Ｏｄｄｉ括约肌的生理功
能，因此行胆肠吻合术后有较高的并发症及再手术率。

我科自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对２１例肝胆管结石
胆肠吻合术后患者进行再手术，总结其临床资料及随

访情况具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２１例患者中，男性１１例，女性
１０例，年龄２５～７１岁，平均年龄４６．５岁。再手术就诊
时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腹痛腹胀症状，其中合并发热

患者５例，合并黄疸患者３例。急诊手术患者２例、择
期手术１９例。
１２　前次手术情况　行胆囊与空肠吻合患者２例；留
置皮下盲袢行胆肠吻合患者２例，胆总管空肠 Ｒｏｕｘ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肝胆胰外科
通讯作者：陈西兰，电子信箱：ｈｈｈ９５９５＠１６３．ｃｏｍ

ｅｎＹ端侧吻合患者６例；左肝部分切除，其断面胆管
和胆总管分别与空肠吻合患者１例。行左肝外叶切除
患者２例，行右肝部分切除患者３例；行急诊手术患者
２例；既往有１次胆道手术史患者２例，２次胆道手术
史患者２例。
１３　再手术原因及手术方式　再次手术原因：肝内胆
管结石１３例，其中结石位于左肝４例、结石位于右肝５
例、左右肝均有结石４例，左肝外叶萎缩２例、右肝萎
缩３例、左右肝均萎缩３例。胆肠吻合口处瘢痕狭窄４
例，吻合口处结石１例，胆管癌１例，胆肠吻合口肿瘤１
例。返流性胆管炎１例。再手术方式：行胆肠吻合口
切开取石合并肝叶切除６例，其中肝左叶部分切除２
例，肝右叶部分切除４例，１例肝左内叶肿块患者，行
肝肿块切除术后送病理提示为高分化腺。吻合口上段

一巨大结石患者（结石约４ｃｍ×６ｃｍ）行吻合口切开
取石后行吻合口重建。吻合口瘢痕性狭窄患者４例，
其中３例行吻合口切开重建及整形手术，１例患者由
于术前腹部 ＣＴ提示胆肠吻合口占位行剖腹探查，术
中触及吻合口较硬，予行吻合口切除重建，术后吻合口

病理提示胆肠吻合口低分化腺癌。１例胆管炎患者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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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探查吻合口正常行吻合口上段胆总管切开并放置 Ｔ
管引流。

２　结果
　　再次手术后其中１例患者出现胆肠吻合口处出
血，另１例患者术后手术创面出现渗血，均急诊行再次
手术进行止血。１例患者出现吻合口漏胆汁，予行吻
合口引流管冲洗引流后近１月胆漏消失，其余患者均
顺利出院。随访患者２１例，随访率１００％，随访时间１
８年之间，平均３．５年。１例胆管癌及１例吻合腺癌患
者出院后均死亡。３例患者再手术后偶有腹痛、发热
等胆管炎症状出现，均予抗炎对症治疗后好转。其余

患者术后情况良好，腹痛、发热症状基本消失。

３　讨论
３１　再次手术的原因分析　肝胆管结石患者行胆肠
吻合术后再手术的原因主要包括术前手术适应症掌握

不当，手术当中操作不当以及并发肿瘤等。

肝胆管结石的病因是结石引起了胆道梗阻、胆道

扩张及胆道感染，最终引起肝实质病变［１］，因此其治疗

应遵循“去除病灶、取尽结石、解除梗阻、通畅引流、防

治复发”的原则［２］，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胆肠吻合

术的主要功能是引流、排出结石、解除狭窄、重建胆道。

在临床工作中往往注重其优点，忽视了胆肠吻合术的

缺点，导致胆肠吻合术适应症掌握不恰当，造成术后出

现很多并发症及再次手术，因此，对于胆石症患者行胆

肠吻合术，应严格掌握其适应症，避免过度使用［３］。胆

肠吻合术包括多种方式，但无论哪种方式的吻合都无

法重建Ｏｄｄｉ括约肌的生理功能，都无法避免引起返
流，但是“返流不等于感染”［４］，如果返流物滞留在吻

合口上段，会不同程度的引起胆道系统的机械性、化学

性和细菌性的损害，会导致胆道系统出现慢性炎症、纤

维组织增生、黏膜及黏膜下腺体异常分泌和分化等，进

一步发展会促进结石的再生、胆管的再狭窄、胆管上皮

细胞不典型增生甚至恶变。在本研究中有５例患者第
一次手术即行胆肠吻合术，其中３例术中没有取尽结
石就采用了胆肠吻合术，可能术者期望术后结石会从

吻合口排出，但再手术时却发现胆肠吻合口上方存在

较大的结石。因此现在的观点认为，对肝内局限存在

的结石如能通过切除部分肝脏而将其完全清除，就无

需采用胆肠吻合术。而对于那些肝左右两叶都有结石

不能切除干净，或病灶虽局限但操作困难而不能切净

者，在对肝内外病灶作出恰当的处理后，才能选用胆肠

吻合术［５］。而对于结石存留、但是胆管狭窄不能解除

者不宜选择胆肠吻合术，否则会引流不畅。对于 Ｏｄｄｉ
括约肌功能正常的患者可采用带蒂的胆囊壁及胃壁、

空肠壁或脐静脉来修复胆道解除其狭窄，保留括约肌

的功能，这样能够预防肠内容物返流，减少术后胆管炎

的发生。

胆肠吻合技术缺陷会引起吻合口狭窄，加之吻合

后可能出现肠内容物返流会导致胆道感染和结石的产

生。现在认为吻合口狭窄是胆道感染、结石复发的原

因，且三者相互关联［３］，这就要求术者操作时小心、仔

细。在行胆肠吻合术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不要过分
游离胆管需保持其有良好的血供，要尽量切除以前的

瘢痕组织，吻合的组织必须血供良好。②采用５０或
４０可吸收线行单层吻合，可连续缝合，但胆管壁较薄
时宜用间断缝合可减少胆管牵拉撕脱。③吻合口要黏
膜对黏膜单层吻合，其大小要适中，无张力。④如术者
操作确切可靠，胆肠吻合口无需行支撑引流，但如肝内

胆管存在结石、胆道损伤时吻合口需行 Ｔ管引流。这
样可以方便以后造影或取石，确保吻合口安全［６］。⑤
确保胆肠吻合口呈“Ｙ”形，上行肠袢最好位于结肠后
位，保持顺畅。⑥Ｒｏｕｘ袢有抗返流作用，现在公认观
点是其长度在４０～６０ｃｍ为宜［７］。如较长可能会粘

连、扭曲致管腔不畅，肠管内细菌繁殖增加逆行感染的

几率［８］。本组术中发现胆肠吻合口呈倒 Ｙ形１例，术
中予重建吻合口改为Ｙ形。Ｒｏｕｘ袢基本正常。

在我国肝胆管结石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而肝内胆

管结石并肝内胆管癌的发病率要远高于合并原发性肝

内胆管细胞癌［９］。主要原因是结石长期刺激致反复发

作的胆管炎、胆道上行感染及肝门部胆管狭窄等均可

导致胆管癌变［１０］。同时胆肠返流所带来的食物残渣

及反复的细菌感染会使胆管炎症加重，使胆管上皮出

现不典型增生和化生，如炎症长期得不到控制则可能

发生癌变［１１］。本研究中术后病理证实胆管癌１例，吻
合口低分化腺癌１例，均未能根治，分别于术后４月及
１年余死亡。
３２　肝胆管结石胆肠吻合术后再手术方式的选择　
肝胆管结石胆肠吻合术后再手术的手术方式多种多

样，需根据具体病因采取合适的手术方式，在本研究中

应用最多的是胆肠吻合口切开取石合并肝叶切除，局

限的肝内胆管结石可行肝叶或肝段切除，这样能够达

到根治的目的。但是对于肝内广泛分布的肝内胆管结

石需留置Ｔ管或皮下肠袢行胆道镜取石。单纯吻合口
狭窄可行吻合口切除和吻合口重建及整形手术。如为

胆管癌或是吻合口肿瘤可行肿瘤切除必要时行根治手

术。

总结本组２１例病例可以发现，肝胆管结石胆肠吻
合术后再次手术的原因较多，再手术方式也多种多样

没有固定的模式。初次手术时严格掌握胆肠吻合术的

适应症，手术过程中仔细操作减少不必要的损伤，提高

操作技巧，都是减少术后并发症降低再次手术机率的

重要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满意的临床效果，降低

结石复发率，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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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早期 ＣＰＡＰ在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呼衰中的应用
王福安

【摘　要】　目的　探讨早期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ＣＰＡＰ）对于小儿重症肺炎并呼衰中的治疗效果，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对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医院进行治疗的６８例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呼衰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患
者采用ＣＰＡＰ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鼻道管吸氧，对两组患者的有效率、呼吸改善、气促、紫绀、血气情况及住院时间等进
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 ＰａＯ２及 ＳａＯ２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缺氧、改善呼吸、住院时间等均好于对
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早期持续ＣＰＡＰ对于小儿重症肺炎并呼衰中的治疗效果较好，不
仅能够改善患者的缺氧及呼吸情况，同时能够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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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重症肺炎是临床上引起小儿死亡的主要疾
病，患者的病情较重，常常出现低氧血症［１］，因此，早期

纠正缺氧对小儿重症肺炎患者进行急救的关键，本文

主要探讨早期持续ＣＰＡＰ对于小儿重症肺炎并呼衰中
的治疗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
本院进行治疗的６８例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呼衰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观察组３４例，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６例；年
龄在１个月～４岁，平均年龄为（２．１±０．７）岁；其中有
２１例患者为Ⅰ型呼吸衰竭，有１３例患者为Ⅱ型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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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对照组３４例，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５例；年龄在２
个月～４岁，平均年龄为（２．３±０．９）岁；其中有２０例
患者为Ⅰ型呼吸衰竭，有１４例患者为Ⅱ型呼吸衰竭。
经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疾病类型等基本一

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两组患者均进行抗感染等常规治疗，
其中对照组３４例患者采用鼻导管给氧，遵照医嘱给予
患者吸痰等相应的护理措施。

１２２　观察组　观察组３４例患者采用 ＣＰＡＰ治疗，
应用小儿ＳＴＥＰＨＡＮＣＰＡＰＢ系统（北京泽平公司），主
要根据氧流量及压力进行调节，对患者进行双孔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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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给氧，吸入的氧浓度为 ４０％ ～９０％，氧流量为
０．５～１Ｌ／ｍｉｎ。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对两组患者在治疗后２４ｈ内进
行血气检查，显效：患者在２４ｈ内呼吸困难消失，患者
心率恢复正常，在４８ｈ内没有复发，ＰａＯ２在８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以上；好转：患者在２４ｈ上述
症状好转，ＰａＯ２有所提高；无效：患者的治疗后２４ｈ临
床症状、体征及血气情况没有改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若为计量资料，采用（ｘ±ｓ）的形式
表示，统计学分析采用两组间的 ｔ检验进行，对于定性
资料采用χ２检验或者秩和检验，本次研究中对于两组
患者治疗后的有效率进行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对于两
组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及血气情况进行比较时，采

用两组间ｔ检验进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统计软件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为９４．１％，对照组患儿治疗有效率为７６．５％，观察组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重症肺炎合并呼衰患儿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４ １４ １８ ２ ９４．１
对照组 ３４ １０ １６ ８ ７６．５

２２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
的缺氧、改善呼吸、住院时间等均好于对照组，两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两组重症肺炎合并呼衰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ｘ±ｓ，ｄ）

组别 ｎ 住院时间 呼吸困难 心率恢复 肺部音

观察组 ３４ ６．２±０．７ ０．９±０．２ ３．１±０．７ ５．１±０．８
对照组 ３４ ８．９±１．１ ２．１±０．３ ４．９±１．２ ６．９±１．３

２３　两组患儿血气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ＰａＯ２及
ＳａＯ２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两组重症肺炎合并呼衰患儿血气情况比较

组别 ｎ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ＳａＯ２（ｍｍＨｇ）

观察组 ３４ ９７．５±７．２ ９６．１±２．８
对照组 ３４ ８０．９±７．５ ８３．５±２．７

３　讨论
　　小儿重症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小儿疾病，是引起
我国小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多患者可死于肺炎并发

症［２］，由于小儿特殊的生理解剖特点，其肺组织的弹力

较小［３］，血管较多，毛细血管及淋巴细胞之间的空隙较

大，肺泡数量较少，使得肺部含血量较多而含气量较

少，引起气体交换量较小，当小儿肺部发生感染后，极

易引起支气管肿胀，分泌物容易堵塞，通气和换气功能

出现严重的障碍，引起机体严重缺氧［４－５］；同时由于重

症肺炎可以导致肺组织损伤，减少了肺泡表面活性物

质的产生，引起肺泡萎缩，形成低氧血症，一般不能缓

解，容易出现并发症，对患者进行积极纠正缺氧是临床

抢救的关键［６－７］，本文主要探讨早期持续 ＣＰＡＰ对于
小儿重症肺炎并呼衰中的治疗效果。

患者出现肺部感染后激活全身炎症反应，大量的

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释放，引起急性肺损伤，临床上可

出现急性呼衰心衰等表现［８］。有研究表明，心肺会出

现互相影响，当胸腔为负压时，可引起左心室的后负荷

增加，引起左心室搏出量明显下降，引起肺水肿等，从

而加重了肺部病变，加重了低氧血症［９］，普通给氧并不

能改善，此时，需要进行持续ＣＰＡＰ治疗。
ＣＰＡＰ治疗能够保证呼吸道处于持续正压的状态，

增加肺泡的功能残气量，减少肺内分流，促进肺泡进行

气体交换，提高患者的ＳｐＯ２，改善患者的缺氧状态，减
少肺泡萎缩，保证了患者具有完全的自主呼吸，对于重

症肺炎合并呼衰患者治疗效果较好［１０］，具有很好的抢

救作用。

本研究对于６８例小儿重症肺炎合并呼衰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观察组患者采用ＣＰＡＰ治疗，对照组患者
采用鼻道管吸氧，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患者的ＰａＯ２及 ＳａＯ２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的缺氧、改善呼吸、住院时间等均好于对照组，两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综上所述，早期持
续ＣＰＡＰ对于小儿重症肺炎并呼衰中的治疗效果较
好，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缺氧及呼吸情况，同时能够缩

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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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电灼联合匹多莫德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黄德顺，刘恩让

【摘　要】　目的　观察高频电离子电灼联合匹多莫德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１５６例尖锐湿疣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７８例）和对照组（７８例），对照组单纯使用高频电离子手术治疗仪进行电灼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
用口服匹多莫德口服液口服连用２个月。结果　随访３个月，治疗组痊愈７０例，治愈率为８９．７％，对照组痊愈５６例，治
愈率为７１．８％，治疗组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０９，Ｐ＜０．０１）；治疗组复发１１例，复发率为
１４．１％，对照组复发２４例，复发率为３０．８％，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２３，Ｐ＜０．０５）。结论　
匹多莫德对电灼术治疗尖锐湿疣有明显提高其治愈率和对其复发有预防作用，能明显降低患者的复发，安全有效，具有

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匹多莫德；高频电离子；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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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Ａ）是人感染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
而引起的一种外阴、生殖器、肛周增生性损害。治疗方

法有激光、电灼、外科手术切除、冷冻、免疫调节、中药

治疗等。我科采用高频电离子手术联合匹多莫德治疗

尖锐湿疣，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５６例 ＣＡ患者均为我院门诊患者，
男性 １２５例，女性 ３１例，年龄 １６～６０岁，平均 ３４．６
岁；病程平均约１．５个月。发病部位：男性为阴茎背侧
３２例、尿道口１３例、冠状沟４６例、系带１６例、肛周１８
例；女性为外阴大小阴唇及阴道口２３例、尿道口３例、
宫颈口５例。皮损为扁平状４３例，菜花状５１例，乳头
状３２例，鸡冠状２１例，其他９例；皮损直径为０．３～
２．１ｃｍ；皮损数量１～１９个，平均９个。将１５６例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７８例。两组一般资料及
病情、病程有可比性。

１２　排除标准　①孕期妇女及哺乳期妇女；②严重的
心、肝、肾功能障碍者；③糖尿病患者；④就诊前一个月
内有使用生物免疫制剂及抗病毒患者；⑤年龄小于１６
岁或者大于６０岁的患者；⑥不配合治疗者。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３５广东省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
通讯作者：黄德顺，电子信箱：ｄｉｃｋｈｕａｎｇｄ＠２１ｃｎ．ｃｏｍ

１３　治疗及观察方法　两组均进行高频电离子（ＧＤＺ
９６５１Ａ１高频电离子手术治疗仪，成都维信电子科大新
技术有限公司）电灼治疗：在局部的病变地方进行常规

消毒，２％利多卡因在皮肤黏膜进行局部浸润麻醉。
５％～１０％的冰醋酸溶液行醋酸白试验，用高频电离子
选用短火，输出调节调至１～２之间，由浅入深电灼烧
变白的皮肤、黏膜和疣体及基底部边缘超出变白部分

２～３ｍｍ，如烧灼过程中出现出血则转换为长火烧灼
止血。治疗组行电灼治疗后均口服匹多莫德口服液

（苏州长征制药厂生产）每次１０ｍｌ，每天２次，连用２
个月，同时服用抗生素并外搽百多邦３ｄ；而对照组术
后只服用抗生素和外搽百多邦３ｄ。期间尿道内病变
者２ｈ内禁止小便，肛周病变者方便后才进行治疗。
１４　疗效评价　观察３个月判定疗效观察疣体在治
疗前后的数目、形状、大小和部位，记录复发情况及药

物的不良反应。治愈：临床症状消失，黏膜恢复正常，

无增生性病变，醋酸白试验阴性，３个月未复发。未
愈，在３个月内又出现新的皮损。而在３～６个月内，
后出现新的疣体都算是复发。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疗效比较　两组的患者的治愈率（下转第１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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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大剂量甘露醇联合甲强龙在严重脑挫裂伤脑疝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
邱平华，黄正华，林孟强，黄翰，王育胜，黄谷，李汉城

【摘　要】　目的　探讨严重脑挫裂伤脑疝患者行开颅大骨瓣减压围手术期应用大剂量甘露醇联合甲强龙控制颅内压
的疗效。方法　对严重脑挫裂伤脑疝患者，就诊时即予２０％甘露醇２５０～３７５ｍｌ快速静脉滴注后再应用生理盐水１００
ｍｌ＋甲强龙５００ｍｇ静脉滴注，接着再次应用２０％甘露醇２５０ｍｌ快速静脉滴注。第１，２次甘露醇均于２～３ｈ内用完，部
分患者第２次可在术中去除骨瓣硬膜切开前半小时应用。随机选择３５例同病种病例，围手术期单独应用２０％甘露醇
２５０ｍｌ快速静脉滴注，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经应用该方法后３５例患者中，除１例高龄患者出现恶性脑肿胀压力无
法控制后，其他病例术中脑压均控制良好，创造良好手术时机，促进手术顺利进行；术后常规脱水补液，维持有效循环量，

监测肾功能变化，未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病例；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

０．０１），差异具统计学意义。结论　大剂量
（８～１０ｍｌ／ｋｇ，平均８．９ｍｌ／ｋｇ）甘露醇联合甲强龙在严重脑挫裂伤脑疝患者围手术期应用，能有效控制颅高压，创造手
术时机，效果好，未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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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脑挫裂伤脑疝为颅脑外伤较为严重病例，病
死率较高，常因恶性颅高压致脑肿胀，脑缺氧缺血致脑

组织坏死脑死亡。开颅手术大骨瓣减压为唯一有效方

法。以往常规脱水往往无法控制颅高压，致术中脑膨

出关颅困难，手术效果差。故我们从 ２００８年 １月 －
２０１２年５月对３５例严重脑挫裂伤脑疝患者围手术期
应用大剂量（８～１０ｍｌ／ｋｇ，平均８．９ｍｌ／ｋｇ）甘露醇联
合甲强龙有效控制颅高压；创造手术时机。并随机选

择３５例严重脑挫裂伤脑疝病例，术前单独应用２０％
甘露醇２５０ｍｌ快速静脉滴注进行对比、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３５例，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１
例，年龄１５～８３岁，平均４１．５岁，体重约６０～８０ｋｇ，

作者单位：５２２０００广东省揭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区（邱平华，黄正
华，黄翰，王育胜，黄谷，李汉城）；揭东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林

孟强）

通讯作者：邱平华，电子信箱：ｑｉｕｐｉｎｇｈｕａ２０６＠１２６．ｃｏｍ

平均７０．２ｋｇ。术前双侧瞳孔散大２７例，一侧瞳孔散
大８例；硬膜下血肿并脑疝 ２０例，广泛脑挫裂伤 ３２
例；行一侧开颅大骨瓣减压术３２例，行双侧开颅大骨
瓣减压３例；受伤至入院时间＜１ｈ５例，１～２ｈ１０例，
２～３ｈ１４例，

!

３ｈ６例。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来诊时或“１２０”出车接到患者
时发现患者病情严重，一侧瞳孔散大，脑疝形成即予

２０％甘露醇 ２５０ｍｌ快速静脉滴注随后应用 ＮＳ１００
ｍｌ＋甲强龙５００ｍｇ静脉滴注。如患者双侧瞳孔散大
或ＣＴ片提示脑疝形成，环池脑干模糊不清脑白质灰
质模糊不清，可再应用２０％甘露醇２５０ｍｌ快速静脉滴
注；如脑肿胀不明显，虽然环池脑干模糊不清，但脑白

质灰质仍可区别，则第２次甘露醇于开颅术中硬膜切
开前快速应用。患者做好术前准备后即送手术室行开

颅血肿清除大骨瓣减压 ＋气管切开术，术后应用江基
尧教授［１］的２０％甘露醇＋白蛋白 ＋速尿模式脱水，保
持呼吸道通畅，维持有效循环血量及电解质酸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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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肾功能。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统计，计数资
料采χ２检验。

２　结果
　　本组病例１例出现恶性脑肿胀术中高颅压无法控
制，脑膨出致关颅困难。术后３例患者死亡，其他患者
均能顺利进行手术，术中脑压控制好。并与随机抽取

３５例患者对比，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严重脑挫裂伤脑疝患者疗效比较（ｎｉ＝３５）

组别 术中脑压控制良好 死亡 急性神功能衰竭

实验组 ３４ ３ ０
对照组 １２ １１ 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３　讨论
　　重型复合性颅脑外伤为脑外伤常见疾病，其中严
重脑性裂伤脑内血肿并脑疝为脑外伤较为严重病例。

常因恶性颅高压［２］，脑疝脑肿胀而致死亡，其病死率极

高。从传统的开颅到１９９８年江基尧教授介绍美国常
用的标准大骨开颅，手术病死率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

在较高水平。所以笔者认为：抢救该类患者不仅要有

效控制颅内压，及早大骨瓣开颅减压为抢救该类患者

的关键。然而患者在围手术期甘露醇的应用极为重

要，早期有效控制颅内压为顺利开颅，预防脑肿胀、术

中脑膨出创造良好条件［３］。

甘露醇对控制重型颅脑创伤后颅内压升高是有效

的，且已成为控制颅高压的最基本方法；其作用机制为

渗透作用。甘露醇应用后１５～３０ｍｉｎ出现渗透作用：
即血浆与神经细胞间建立了浓度梯度，其作用持续

１．５～６ｈ后甘露醇完全从尿中排出。江基尧教授曾提
出：２０％甘露醇 ＋白蛋白 ＋呋噻米联合用药是目前治
疗脑水肿降低颅高压最有效的方法。２０％甘露醇的有
效剂量为２～５ｍｌ／ｋｇ，４～１２ｈ一次；呋噻米 ２０～４０
ｍｇ，６～１２ｈ一次；２０％白蛋白５～１０ｇ，４～１２ｈ一次。
甘露醇有效血浆渗透压为２８０～３２０ｍＯｓｍ，应用白蛋
白在于有效维持血浆渗透压；长期大剂量应用甘露醇

会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急性肾小球坏死）的危险。

颅脑创伤患者伤后激素的应用存在着一定的争

议，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糖皮质激素就已应用于脑水
肿的治疗。在实验性脑水肿中类固醇能阻断血管壁渗

透性减少脑脊液的生成［４］，减少自由基产生有一定的

效果。Ｇｏｂｉｅｔ等比较应用大剂量和小剂量（常规量）地
塞米松治疗重型颅脑创伤，认为大剂量组有效。Ｆａｕ
ｐｅｌ等进行了双盲实验，在重型颅脑创伤治中应用糖皮
质激素能提高存活率，并存在量 －效关系。脑创伤后
激素的应用主要有两个目的：①减轻神经损伤，减轻脑
水肿，促进神经功能恢复；②并发症的治疗，如下丘脑
损伤致使抗利尿激素分泌不足导致尿崩症和内分泌功

能减弱等的治疗［５］。

严重脑性裂伤合并脑内血肿脑疝患者的颅内压极

高，有效控制颅内压减少进一步损伤为抢救关键；手术

大骨瓣减压为最有效方法，术前分秒必争，有效控制高

颅压［６］致双侧瞳孔散大则为我们研究的目的。研究表

明［７］：双侧瞳孔散大持续９０ｍｉｎ是意识恢复的极限时
间，９０ｍｉｎ前弥漫性脑出血部位均发生于大脑半球内，
程度较轻；持续２ｈ后半球内出血更加严重，脑桥和延
髓也发生出血。因此双侧瞳孔散大 ２ｈ内应积极手
术，超过３ｈ，颅脑神经组织缺氧性坏死，脑组织难以逆
转［８］。然而围手术期治疗控制颅高压创造有利环境为

手术顺利进展奠定基础。我们认为按常规制量应用甘

露醇仍达不到理想效果。因该类患者颅压极高，较难

控制，部分患者一侧瞳孔或双侧瞳孔散大患者，应用

２０％甘露醇２５０ｍｌ快速静脉滴注后，如未见好转再于
术前应用２０％甘露醇２５０ｍｌ静脉滴注；经处理后能在
术中有效控制颅高压，创造有利手术时机，顺利完成手

术。

值得注意的是：①该类患者病情较重多存在合并
伤或失血性休克，应用该方法必须在休克改善后使用，

否则低血容量休克［９］进一步加重脑神经组织缺血缺

氧，导致脑组织不可逆性损伤［１０］即急性脑梗死。②术
后应补充足够血容量，有利于体内多余甘露醇经肾脏

排泄。③术后首次甘露醇可依病情适当推迟应用，监
测肾功能，我们所选病例均未出现肾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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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单周紫杉醇化疗方案在晚期卵巢癌的临床应用
刘云军，何志江，黄毅超，何宛谦

【摘　要】　目的　评价紫杉醇单周方案联合卡铂三周循环方案治疗晚期卵巢癌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６５例晚期卵
巢癌患者被随机分为单周紫杉醇联合卡铂组（单周组）和三周紫杉醇联合卡铂组（三周组）。比较两组的生存情况及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单周组及三周组的临床有效率相似（６４．３％，５４．８％，Ｐ＞０．０５），单周组的贫血发生率显著高
于三周组（Ｐ＜０．００１）；但单周中位无瘤生存时间（２８．２个月）及３年生存率（７２．１％）显著高于三周组（１７．５个月，
６５．１％，Ｐ＜０．０５）。结论　单周紫杉醇联合卡铂化疗可以明显提高晚期卵巢癌的无瘤生存时间及３年总生存率。
【关键词】　剂量密集；紫杉醇；卡铂；卵巢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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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３ｙｅａ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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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卵巢癌患者应用紫杉醇联合
铂类化疗，无论是腹腔灌注给药还是静脉滴注患者均

能获得较好的生存率［１］。但当该方案与其它药物联合

使用治疗晚期卵巢癌时，无论是同步使用还是贯序给

药，患者的生存率均无显著提高［２］。紫杉醇单周方案

是另一种提高抗肿瘤活性提高患者生存率的方案。国

外一项二期临床试验也证实，单周紫杉醇联合卡铂方

案有望提高晚期卵巢癌的疗效［３］。本研究分析比较了

紫杉醇单周或三周方案联合卡铂治疗晚期卵巢癌的疗

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以２００６年２月 －２００９年２月我院
６５例晚期卵巢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均经细胞学
或组织病理学确诊，ＫＰＳ评分＞６０分。患者年龄２２～
７５岁，平均（４７．４±１０．４）岁，ＦＩＧＯ分期Ⅲ期２２例，Ⅳ
期４３例。
１２　治疗方法　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均接
受卡铂联合紫杉醇的化疗方案，卡铂剂量ＡＵＣ＝６ｍｇ／
（ｍｌ·ｍｉｎ），静注，ｄ１，２１。按紫杉醇使用周期分为单周
组（３２例）及三周组（３３例）。单周组，紫杉醇８０ｍｇ／
ｍ２，静注，ｄ１，８，１５；三周组紫杉醇 １８０ｍｇ／ｍ

２，静注，ｄ１。
所有患者预计行６周期的化疗；化疗后仍有可测量病
灶并评估疗效为部分缓解或完全缓解者，需再行３周
期化疗。化疗２～４周期后，可行第二次减瘤术；６周
期后可再行一次减瘤术或二次探查。手术于化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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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６周实施，手术后６周可继续行后续的化疗周
期。

１３　评估指标　每周检查血常规，化疗疗程开始前查
肝肾功能及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每２，４，６周期后对患者
行ＣＴ检查，按ＷＨＯ标准对有可测量病灶患者的治疗
效果进行评估［１］。无可测量病灶患者不评估治疗效

果，但按照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４］及有无新的复发灶、是

否死亡来判断疾病是否复发。治疗结束后两年内，每

３个月复查一次；其后每半年复查一次，随访时间截止
至２０１２年２月。化疗毒副反应的评价参照相关文献
报道［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χ２

检验；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计算生存率，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比较
生存率的差异。Ｐ＜０．０５可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效果　６５例患者失访１例，失访者为三周
组患者，随访率９８．５％。两组的中位化疗周期均为６
个周期（范围１～９个周期）。６４例患者中有２７例可
评估临床疗效（见表 １），单周组 ＣＲ＋ＰＲ例数 ９例
（６４．３％）与三周组类似（７例，５３．８％，Ｐ＝０．６７）。

表１　两组晚期卵巢癌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 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进展（ＰＤ）

单周组 １４ ３ ６ ４ １
三周组 １３ ２ ５ ４ ２

２２　毒副反应　毒副反应发生情况详见表２。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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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贫血的发生率显著高于三周组（Ｐ＜０．００１）。其它
的血液学毒性及神经毒性等方面两组比较差异并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晚期卵巢癌患者毒副反应发生情况（ｎ，％）

组别 ｎ 中性粒细胞减少 血小板减少 贫血 中性粒细胞减少性发热 恶心 呕吐

单周组 ３２ Ⅰ～Ⅱ度 ２７（８４．４） ９（２８．１） ２９（９０．６） ９（２８．１） １７（５３．１） １６（５０．０）
Ⅲ～Ⅳ度 ３（９．４） ２（６．５） ２（６．５） ３（９．４） ３（９．４） １（３．１）

三周组 ３３ Ⅰ～Ⅱ度 ２１（６５．６） ６（１８．８） ９（２８．１） ８（２５．０） １５（４６．９） １４（４３．８）
Ⅲ～Ⅳ度 ３（９．４） １（３．１） １（３．１） ３（９．４） ３（９．４） ０

Ｐ值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１ ０．７３ ０．８８

组别 ｎ 腹泻 疲劳 关节痛 肌肉痛 运动神经障碍 感觉神经障碍

单周组 ３２ Ⅰ～Ⅱ度 １４（４３．８） ７（２１．９） ７（２１．９） １２（３７．５） １１（３４．４） １２（％）
Ⅲ～Ⅳ度 １（３．１） １（３．１） ０ ０ ２（６．５） ２（６．５）

三周组 ３３ Ⅰ～Ⅱ度 １２（３７．５） ５（１５．６） ６（１８．８） １１（３４．４） ７（２１．９） ８（％）
Ⅲ～Ⅳ度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１） ２（６．５）

Ｐ值 ０．６５ ０．２２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５４ ０．８３

２３　生存情况分析　单周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
２８．２个月（９５％ＣＩ，２２．１～３６．１），三周组中位无进展
生存时间为１７．５个月（９５％ＣＩ，１５．３～２１．５），两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单周组３年总生存率
７２．１％显著高于三周组的６５．１％（Ｐ＝０．０２）。

３　讨论
　　多数卵巢癌患者就诊时已是晚期，文献报道［６］血

清ＣＡ１２５的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单
周化疗方案可以通过缩短抗肿瘤药物给药时间来提高

抗瘤作用。现已发现单周紫杉醇方案在治疗晚期肺癌

及食管癌方面均有较为满意的疗效［７］。本研究取得的

结果与文献报道类似，单周紫杉醇组无论在无瘤生存

率还是总生存率上均优于三周紫杉醇组。虽然很多的

临床试验表明，有着较好的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的

化疗方案，肿瘤组织对化疗药物的反应性也较好。但

低剂量的紫杉醇同时具有抗血管生成的作用，可促进

肿瘤细胞休眠，进而维持肿瘤大小并阻止其生长。本

试验单周组未观察到较好的临床有效率可能与低剂量

紫杉醇的抗血管生成作用有关。

神经毒性是紫杉醇联合卡铂方案较为严重的毒副

作用之一。国外有文献报道，乳腺癌化疗的病人中，单

周紫杉醇方案神经毒性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三周紫杉醇

方案［８］。而本研究中，两组有着相似的神经毒性发生

率，但单周组中断化疗的频率要显著高于三周组。然

而与三周组比较，单周组的血液学毒性发生率更高。

目前尚无关于单周紫杉醇联合卡铂最优的化疗剂量及

模式的报道。一项单周卡铂［ＡＵＣ＝２ｍｇ／（ｍｌ·
ｍｉｎ）］联合单周紫杉醇（６０ｍｇ／ｍ２）治疗老年卵巢癌的
研究发现［９］，患者可以较好地耐受毒副作用。而 Ｒｏｓｅ
ＰＧ等［１０］报道了单周紫杉醇６０ｍｇ／ｍ２联合卡铂［ＡＵＣ
＝５ｍｇ／（ｍｌ·ｍｉｎ）］治疗复发卵巢癌的效果，发现其
毒副反应及生存情况同样较为满意。

总之，与传统的三周紫杉醇联合卡铂相比，单周紫

杉醇联合３周卡铂可以明显地提高晚期卵巢癌患者的
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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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腋顶皮纹小切口修剪结合负压刮吸法治疗腋臭
刘艳菊，王路

【摘　要】　目的　探索简便、创伤小、疗效确切、并发症少、疤痕隐蔽的治疗腋臭的手术方法。方法　术前标记手术剥
离范围超过腋毛分布区０．５～１．０ｃｍ，采用局部浸润肿胀麻醉，在腋顶部皮纹皱褶处，作１．５～２．０ｃｍ横纹小切口，缝线
牵拉切口缘，向切口两侧于浅筋膜层组织剪钝锐结合法分离皮瓣到设定范围，双极电凝止血后，先在皮瓣下周边均匀负

压刮吸，后翻转皮瓣直视下修剪残存的与中部的大汗腺组织，皮瓣中部横纹戳孔开窗引流，间断缝合切口，术区缝线打包

加压包扎，弹力绷带后＂８＂字固定包扎。术后１周拆包，１０～１２ｄ拆线。结果　患者于术后２个月～２年随访，腋下异味
消失，无皮瓣坏死，切口及开窗戳孔疤痕不明显，双上肢活动无明显受限，腋毛减少。结论　腋顶部皱襞小切口修剪结合
负压刮吸法治疗腋臭是一种简单、安全、彻底、疤痕隐蔽的手术方法，符合整形外科学的要求。

【关键词】　腋臭；小切口；修剪；负压刮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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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腋臭又称狐臭，是腋窝散发出的一种特殊难闻的
气味，多发于腋部，故此而得名。实则许多部位亦可产

生，如肛门、会阴、乳晕部等。由于腋下大汗腺分泌物

经皮肤附生细菌作用后，产生不饱和脂肪酸而散出异

常气味［１］。此病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２］。大汗腺受

内分泌影响，在青春期内分泌性激素分泌较旺盛［３］，腋

臭较为严重。虽然不是“疾病”，但影响患者生活、学

习，心理上有自卑感，影响社交，求治欲较高，为整形外

科门诊常见病患。自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我们
应用小切口修剪结合负压刮吸法治疗腋臭８９例，效果
满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８９例，其中女性５３例，男
性３６例，年龄１３～４６岁，平均年龄２３．７岁。均为双
侧一次性手术。术前有家族史者６５例，曾注射硬化剂
治疗者７例，激光治疗后皮肤呈不同程度橘皮改变者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通讯作者：刘艳菊，电子信箱：１６０５４７７９０５＠ｑｑ．ｃｏｍ

９例，长期外涂药物治疗者１１例。经术后３个月 ～２
年随访，效果满意。

１２　术前准备　女性避开月经，术前洗澡，备宽松开
衫。检查出凝血功能。患者取仰卧位，双上肢上举外

展，双手置于头部两侧自然放松，腋窝备皮清除腋毛，

用记号笔沿腋毛外缘０．５～１．０ｃｍ处画手术范围线，
在腋顶部标记皮纹切口线长约１．５～２ｃｍ，常规消毒
铺巾。

１３　麻醉方法　以肿胀麻醉液（２％利多卡因１５ｍｌ＋
生理盐水５００ｍｌ＋０．０１％肾上腺素０．５ｍｌ）均匀局部
浸润麻醉每侧各约５０ｍｌ，轻揉使药物加快吸收。注入
麻药时注意层次，在皮下脂肪层不宜过深。

１４　手术方法　沿腋顶部皮纹设计切口线切开皮肤
至浅筋膜层，切口两侧用缝线牵拉，在浅筋膜脂肪层用

组织剪锐钝相结合上下充分分离皮瓣至划线范围，并

注意观察皮下只有脂肪组织位置为止，双极电凝止血。

用刮吸器（特制一头有刮匙一头接负压吸引管，中间有

连接管）负压定于０．０４Ｍｐａ，反复交叉均匀刮吸周边
及中部组织，见皮肤呈轻度暗红色为止。用左手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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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指牵拉缝线，食指指腹抵住并翻转皮瓣，保持一定

张力，右手持组织剪直视下修剪皮下粉红色颗粒样大

汗腺、脂肪组织及毛囊至真皮层，保留真皮下血管网。

观察无出血后，以庆大霉素生理盐水液冲洗，皮瓣中央

作一皮纹小孔０．５ｃｍ利于引流，切口修剪边缘０．２～
０．３ｃｍ后间断缝合。术区用凡士林纱布覆盖，碘伏稀
释液浸湿的棉花团缝线打包固定，均匀加压包扎，弹力

绷带后“８”字包扎稳定后，双上肢自然下放予以棉花
团塑形固定。

１５　术后处理　上衣开衫倒穿，颈部可套一绷带悬挂
双手保持双上肢前臂置于拱手位固定不活动。双上肢

制动，保持与肩部前屈３０°左右，禁止上抬、前后活动。
睡觉时双上肢肘下可垫枕头，形成斜坡状，禁止侧身压

迫。术后应用抗生素３～５ｄ预防感染，术后第１天复
诊，观察术区周边有无淤血、疼痛、包扎稳定情况等。

７～８ｄ拆包，１０～１２ｄ拆线。
１６　疗效评定标准　常用的评价标准［４］，痊愈：脱去

衬衣，３０ｃｍ内近闻无臭味。显效：脱去衬衣，３０ｃｍ内
近闻有轻度臭味，３０ｃｍ无臭味。有效：不脱衬衣，３０
ｃｍ有轻度臭味，１ｍ外无臭味。无效：术前术后无明
显变化。

２　结果
　　本组８９例患者共手术１７８侧，其中术后切缘皮肤
糜烂者６例１０侧，近期切口感染１例，远期皮瓣下脓
肿２例，单侧皮瓣下血肿者２例，经换药处理均愈合良
好，余１期愈合，无皮瓣坏死。轻度疤痕挛缩者１例，
异味残留但较轻者评定显效者４例，切口疤痕均不明
显，双上肢活动自如。

３　讨论
　　腋臭的治疗常见的治疗方法有非手术法和手术方
法。非手术方法不能取得持久而满意的效果［５］，如外

搽收敛剂，激光、冷冻，注射硬化剂、局部注射肉毒

素［６］、曲安奈德［７］等。虽较简单，但不能根治，效果不

理想。手术方法有传统的腋毛区皮肤切除、腋部皮肤

“Ｚ”字汗腺清除术，但疤痕较大，切口常裂开术后腋毛
缺少。采用双皮纹切口汗腺清除术，中间皮瓣易坏死，

单纯刮吸异味残留几率高。腋顶部皮纹小切口修剪结

合负压刮吸法治疗腋臭，效果简单，并发症少，疤痕隐

蔽。

腋顶部皮纹小切口修剪结合负压刮吸法治疗腋

臭，效果确切，手术方法简单疤痕不明显，但也有一些

并发症，就如何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作如下讨论。

３１　感染　本组感染者 ３例，其中近期切口感染 １
例，远期皮瓣下感染２例。引起感染的原因较多，近期
感染如手术时消毒范围较小、手术操作不严格不规范，

异物残留，应用肾上腺素可增加感染几率，尤其在腋窝

毛囊较粗，易寄存细菌，故应重视皮肤消毒［８］。远期感

染原因常见为手术中大汗腺或皮脂腺腺体未清除干

净，残留、种植于皮瓣下。２例患者均发生在术后３个
月左右。故术中应严格消毒，操作规范，术中大汗腺应

仔细清除干净，并用盐水冲洗，以防大汗腺残留、种植。

术后应常规应用抗生素，减少感染。一旦感染应

积极处理，引流以防感染扩大。

３２　淤血及皮瓣下积血　血肿及皮瓣下积血多见于
术后第２天，出现在包扎的外周，表现为暗红色淤血，
可伴有疼痛，呈持续性胀痛。术中应仔细止血，避免粗

暴剥离层次，皮瓣开窗引流减少积血。术后应加压包

扎，避免双上肢活动，不可反复更换衣物。术后第２天
随访，如发现淤血较严重可打开包扎，清理血肿冲洗后

止血再次加压包扎固定，一般不影响后果。

３３　切口皮肤糜烂　发生率相对较高，原因为术中操
作反复、过度牵拉皮瓣，损伤切缘组织，再者皮瓣剥离

范围较大，切缘血供减少。术中应减少皮瓣缘的损伤

操作轻柔。术后经换药处理基本可愈合。

３４　皮瓣坏死　皮瓣坏死发生几率较少，局部皮肤术
后血供的两个来源，一是残留的真皮下血管网，二是打

包包扎加压固定后分离的皮肤紧贴于创面，可从创面

上直接获取营养。术中皮瓣注意剥离层次准确，外周

刮吸，中心修剪保留真皮下血管网，加之止血确切，术

后双上肢制动，包扎固定牢固，基本上不会发生。

３５　异味残留　术后异味残留主要还是大汗腺清除
不彻底所致，腋臭患者的大汗腺范围在腋毛边缘外１
ｃｍ以内［９］，层次位于表皮下１．７～３．７ｍｍ的范围内，
非腋臭患者的大汗腺位于表皮下１．０～１．７ｍｍ范围
内［１０］。腋臭患者的大汗腺位置较深，在手术时刮吸修

剪的层次不宜过浅，范围不宜过小。刮吸修剪时注意

要清除干净大汗腺，避免残留、种植。

３６　上肢麻木、肿胀　多为暂时性的，为后“８”字包
扎过紧或打包固定腋神经及血管压迫所致，可适当上

抬上肢，或放松弹力绷带即可缓解。

３７　腋部纵行挛缩　早在术后３周出现，主要为双上
肢上抬时可有腋部紧、张力感，多于腋前。注意术中剥

离层次时不宜过深，打包包扎确切，不移位。愈合后应

早期加强上肢外展锻炼。一般可在半年后消失。

总之腋顶部皮纹小切口修剪结合负压刮吸法治疗

腋臭，手术时间短，操作简单，术后愈合快，并发症少，

疤痕隐蔽，男性可保留腋毛，外形美观，符合整形外科

的基本原则，患者乐于接受，应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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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不同年龄组结核性胸膜炎的临床特征
杨仪，李向炯，翁加豪

【摘　要】　目的　分析不同年龄组结核性胸膜炎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不断提高诊疗技术水平。方法　将１０８例结核
性胸腔积液患者分为青年组（１４～３９岁）和中老年组（≥４０岁）；观察两组结核性胸膜炎症状、Ｘ线胸片表现、痰涂片抗
酸杆菌阳性（涂阳）结果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结果；两组患者均予全身抗结核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和胸腔置管联合尿

激酶注入治疗结核性胸膜炎。结果　青年组发热症状发生率高于中老年组（６８．４％比３１．３％，Ｐ＜０．０１），而中老年组咳
嗽症状发生率高于青年组（８７．５％比３１．６％，Ｐ＜０．０１）；青年组大中量积液发生率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结果强阳性反应
发生率均高于中老年组（６０．５％比３７．５％，６３．２％比３７．５％，均Ｐ＜０．０５），而中老年组肺结核发生率和涂阳发生率均高
于青年组（７５．０％比３４．２％，２８．１％比７．９％，均Ｐ＜０．０１）；两组患者结核性胸腔积液治疗效果均为显效。结论　青年
组和中老年组结核性胸膜炎临床表现各有特点，重视研究有利于明确诊断和治疗。

【关键词】　结核，胸膜炎；临床分析；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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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ｓｉｎｔｈｅｙｏｕｔ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ｅｎ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６８．４％ ｖｓ３１．３％，Ｐ＜０．０１），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ｕｇｈ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ｅｎ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ｙｏｕｔｈｇｒｏｕｐ（８７．５％
ｖｓ３１．６％，Ｐ＜０．０１）；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ｌａｒｇｅ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ｙＴＳＴｉｎｙｏｕｔｈ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ｅｎ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６０．５％ ｖｓ３７．５％，６３．２％ ｖｓ３７．５％，ｂｏｔｈＰ＜０．０５），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ａｎｄｓｍｅａ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ｆｓｐｕｔｕｍ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ｅｎ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ｙｏｕｔｈｇｒｏｕｐ（７５．０％ ｖｓ３４．２％，２８．１％ ｖｓ７．９％，ｂｏｔｈＰ＜０．０１）；Ｔｈ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ｏｆ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ｕｓｐｌｅｕｒｉｓｙ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ｏｕｔｈ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ｅｎｉｌｅｇｒｏｕｐ；ｍｏ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ｏ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ｕｓｐｌｅｕｒｉｓ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ｇｅｇｒｏｕｐ

　　结核性胸膜炎是由于结核分枝杆菌直接感染，和／
或胸膜对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产生高度变态反应而发生

炎症，为最常见的一种胸膜炎症性疾病［１］。临床上以

结核性胸腔积液最为常见，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不同

年龄组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由于自身生理、病理特点

各不相同，临床表现和治疗各具特点。为不断提高对

该病的诊疗技术水平，本文对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８
月间在我院住院且资料齐全的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进

行了临床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结核性胸腔积
液住院患者共１０８例，根据年龄分为青年组（１４～３９
岁）和中老年组（≥４０岁）。青年组７６例，男性６５例，
女性１１例，年龄１７～３９岁，平均２７．２岁；中老年组３２
例，男性２９例，女性３例，年龄４０～８２岁，平均４８．６
岁。上述病例均排除合并艾滋病，糖尿病及妊娠患者。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参考以下诊断要点诊为结

作者单位：５１５０７３广东省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结核科
通讯作者：杨仪，电子信箱：ｇｄｓｔｙｙ２０１３＠１２６．ｃｏｍ

核性胸腔积液：①有不同程度结核中毒症状；②Ｘ线和
Ｂ超检查示胸腔积液征象；③胸液检查李凡他试验阳
性，有核细胞 ＞５００×１０６／Ｌ，蛋白质 ＞３０ｇ／Ｌ，比重 ＞
１．０１８，胸液乳酸脱氢酶（ＬＤＨ）＞２００Ｕ／Ｌ，胸液 ＬＤＨ／
血清ＬＤＨ＞０．６，胸液腺苷酸脱氨酶（ＡＤＡ）＞４５Ｕ／Ｌ，
胸液 ＡＤＡ／血清 ＡＤＡ＞１．０；④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ＴＳＴ）结果；⑤排除其它原因所致胸腔积液（主要是癌
性胸液）；⑥抗结核治疗和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
１３　观察项目　观察青年组和中老年组如下项目：①
发热、咳嗽、胸痛和呼吸困难症状发生率；②Ｘ线胸片
检查结果，由高年资放射科医师参考标准［２］读片确定，

其中少量胸腔积液系液体上缘在第４肋前端以下，大
中量胸腔积液液体上缘在第４肋前端平面以上，可直
达第２肋前端以上（双侧胸腔积液者以胸液多之一侧
为准纳入统计，包裹性胸腔积液者按少量胸腔积液

论），以及是否合并肺结核，均观察发生率；③痰涂片抗
酸杆菌阳性（涂阳）的发生率；④ＴＳＴ采用 ＰＰＤ皮内注
射法，７２ｈ观察结果，判断标准［３］为硬结直径 ＜５ｍｍ
为阴性反应（－），５～９ｍｍ为一般阳性反应（＋），
１０～１９ｍｍ为中度阳性反应（＋＋），≥２０ｍｍ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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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ｍ但有水疱或坏死为强阳性反应（＋＋＋）；⑤血
常规、小便常规和肝肾功能等检查结果。

１４　治疗方法　①常规全身治疗：两组患者均予全身
抗结核治疗和糖皮质激素治疗。抗结核治疗方案均拟

行２ＨＲＺＥ／１０ＨＲ，其中 Ｈ为异菸肼 ０．３ｇ，１次／ｄ；Ｒ
为福利平０．４５ｇ，１次／ｄ；Ｚ为吡嗪酰胺０．７５ｇ，２次／
ｄ；Ｅ为乙胺丁醇０．７５ｇ，１次／ｄ；糖皮质激素治疗予泼
尼松３０ｍｇ／ｄ，使用原则为尽早用药，减量要慢，疗程６
周停药。②两组患者均予胸腔置管［４］，以便引流胸液，

行胸液常规和生化等各项检查，以及胸膜腔内注入尿

激酶（ＵＫ）治疗；采用中心静脉导管（ＣＶＣ，由Ａｒｒｏｗｌ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生产）作为胸腔引流装置；经 Ｂ超确定
穿刺点；患者取端坐位；局部常规皮肤消毒，铺孔巾；局

麻后，导管针穿刺进入胸膜腔后负压抽吸，确认回抽胸

液，从注射器内芯中央孔送入导引钢丝，约 １５～２０
ｃｍ，拔出导管针，保留导引钢丝一部分于胸膜腔内，循
钢丝引入扩皮管，扩皮后退出；再循钢丝送入 ＣＶＣ约
１０～１５ｃｍ，用无菌贴膜固定使之成为引流管，其远端
接一次性引流袋引流胸液；第１天计划放胸液６００ｍｌ，
第２天起每天计划放胸液１０００ｍｌ（每天实际引流量可
能少于计划量）；每天放胸液量达到计划量时，即用引

流管上的止水夹暂停引流。③两组患者均每周２次于
当天引流胸液后，从引流管胸膜腔内注入生理盐水２０
ｍｌ＋ＵＫ１０万 Ｕ，后生理盐水２０ｍｌ冲管并夹管１２ｈ。
④完成胸液引流后可拔管带药出院，定期随访复查。
１５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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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龄组临床症状比较　①青年组出现发热
症状明显多于中老年组（χ２＝１１．５８，Ｐ＜０．０１），而中
老年组出现咳嗽症状明显多于青年组（χ２＝３０．１１，
Ｐ＜０．０１），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②青年组和中老年
组胸痛症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８，Ｐ＞
０．０５），青年组和中老年组呼吸困难症状发生率差异也
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４４，Ｐ＞０．０５）。不同年龄组结
核性胸膜炎临床症状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组结核性胸膜炎临床症状比较（ｎ，％）

组别 ｎ 发热 咳嗽 胸痛 呼吸困难

青年组 ７６ ５２（６８．４） ２４（３１．６） ２２（２８．９） ７（９．２）
中老年组 ３２ １０（３１．３） ２８（８７．５） １４（４３．８） ６（１８．８）
χ２值 １１．５８ ３０．１１ １．７８ １．４４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不同年龄组辅助检查结果比较　①Ｘ线胸片检
查，青年组大中量积液发生率明显多于中老年组（χ２＝
４．４６，Ｐ＜０．０５），而中老年组肺结核发生率明显高于
青年组（χ２＝１４．４５，Ｐ＜０．０１），差异均具统计学意义；
②中老年组涂阳发生率高于青年组（χ２＝９．６０，Ｐ＜
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青年组 ＴＳＴ结果为强阳
性反应（＋＋＋）发生率高于中老年组（χ２＝６．４９，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④青年组和中老年组血常

规检查ＷＢＣ升高者分别为６例和２１例，考虑合并非
特异性感染性炎症所致；小便常规均未发现明显异常；

青年组与中老年组抗结核治疗过程中肝功能检查谷丙

转氨酶和／或谷草转氨酶升高者分别为５例和６例，肾
功能检查尿酸升高者分别为１２例和１５例，均考虑为
抗结核药物所致不良反应。不同年龄组结核性胸膜炎

辅助检查结果比较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组结核性胸膜炎辅助检查结果比较（ｎ，％）

组别 ｎ
Ｘ线胸片

大中量积液 小量积液 肺结核
涂阳

ＴＳＴ
－ ＋ ＋＋ ＋＋＋

青年组 ７６ ４６（６０．５） ３０ ２６（３４．２） ６（７．９） ３ ８ １７ ４８（６３．２）
中老年组 ３２ １２（３７．５） ２０ ２４（７５．０） ９（２８．１） １２ ２ ６ １２（３７．５）
χ２值 ４．４６ １４．４５ ９．６０ ６．４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３　不同年龄组治疗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均于引流
胸腔积液完成后（经 Ｘ线胸片及 Ｂ超证实）予拔除引
流管，胸腔积液治疗效果均显效，但部分病例遗留不同

程度胸膜肥厚或粘连，其中青年组 ４例，中老年组 ６
例；青年组平均住院日２１ｄ，中老年组平均住院日２４
ｄ，故未观察部分病例合并之肺结核治疗效果；所有患
者出院后予门诊治疗或转当地结防机构继续治疗。

３　讨论
　　所有患者均因症就诊，发热、咳嗽、胸痛和呼吸困
难为常见症状。青年组发热症状较中老年组多见，可

能是青年人对结核菌及其代谢产物产生的变态反应更

为剧烈所致；而中老年组咳嗽症状明显多于青年组，中

老年人因吸烟或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可有慢性咳嗽

症状，如近期咳嗽频率加剧或性状发生变化，应高度重

视。经Ｘ线胸片发现胸腔积液后，首先必行胸液检查
以鉴别渗出液或漏出液，如为渗出液，则进一步鉴别癌

性胸液或结核性胸液，由于胸液中发现抗酸杆菌的机

会极少，本组病例主要根据ＡＤＡ＞４５Ｕ／Ｌ［５］提供诊断
线索，有条件时必须扩大胸液检测项目，重视细胞因子

检测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价值［６］。青年组大中量

积液发生率和 ＴＳＴ强阳性反应（＋＋＋）发生率高于
中老年组，均与青年人变态反应更为强烈有关。而中

老年组肺结核发生率和涂阳发生率高于青年组，可见

随年龄增大，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合并肺结核甚至传

染性肺结核的机会也增加；２０１０年全国第５次结核病
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７］显示，肺结核患病率随着年

龄增加逐步增高，７５～７９岁组达到高峰；肺结核的存
在也可一定程度支持胸腔积液为结核性，可作为一个

简便的判断项目，但也需注意肺结核与肺癌并存致癌

性胸腔积液的可能性。多指标观察有利于结核性胸膜

炎的及时正确诊断［８］。

结核性胸膜炎的治疗，在全身抗结核治疗，胸腔穿

刺抽液和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基础上，近十多年来又发

展了胸腔置管持续引流胸液、胸膜腔内注入 ＵＫ的方
法，该法对青年组和中老年组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同

样适用，两组患者均采用此法，胸腔积 （下转第１３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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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鼻内镜下自制电凝头治疗顽固性鼻出血
齐少恒，陶祥明，褚莉萍

【摘　要】　目的　探讨鼻内镜对顽固性鼻出血确切出血部位的诊断意义，并观察在鼻内镜下用自制电凝头烧灼法治疗
顽固性鼻出血的效果。方法　对４８例经前鼻孔或后鼻孔填塞后再次出血的患者行鼻腔表面麻醉后，在鼻内镜下吸除鼻
腔内血凝块，仔细寻找到出血部位或出血点后，用自制电凝头点击烧灼出血点至血止。结果　术后随访６个月，４８例顽
固性鼻出血患者中一次性止血成功者４５例，二次成功者３例，止血后平均住院时间为２ｄ。结论　鼻内镜检查有助于准
确寻找到出血部位，自制电凝头烧灼止血法能明显减轻病人痛苦、提高治愈率和缩短住院时间，是治疗顽固性鼻出血的

有效、安全、简洁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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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出血是耳鼻咽喉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占耳鼻咽
喉科门急诊的３３．２％［１］。其中，顽固性鼻出血患者出

血量较多，反复出血，处理比较棘手，对患者危害很大。

所谓顽固性鼻出血指的是出血部位隐蔽，常规鼻腔检

查未见明显出血点，经规范的鼻腔填塞及全身用药后

仍无法控制的鼻腔出血［２］。鼻出血的治疗方法很多，

目前主要采用前鼻孔和前后鼻孔填塞术、局部烧灼法、

冷凝法、微波热凝法等［３］。我科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２０１２
年７月间对鼻腔填塞失败的４８例顽固性鼻出血患者
进行鼻内镜检查，均找到了出血点，并用自制电凝头烧

灼出血点，都取得了有效的止血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７月我科
收治的顽固性鼻出血患者４８例，其中男性３０例，女性
１８例，年龄２０～８９岁之间。其中有１９例患者既往有
高血压病史，６例患有糖尿病病史，有５例患者出血前
有饮酒史，２例患者出血前患有感冒。所有患者均在
地方医院或我院门诊行一次或多次鼻腔填塞，同时给

予抗炎、止血、补液等治疗，均未能完全控制住鼻出血。

住院后仍有反复鼻腔出血及口腔吐血等情况，其中１０
例患者因反复出血而出现贫血症状。全部患者住院后

均进行常规检查，均排除血液系统及其它全身疾患。

１２　治疗方法　本 ４８例患者中，４０例采用局部麻
醉，８例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取平卧位，常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通讯作者：齐少恒，电子信箱：ｑｓｈｅｎｔ＠１６３．ｃｏｍ

消毒铺巾，１％丁卡因肾上腺素棉片分２次收敛出血侧
鼻腔黏膜，每次５～１０ｍｉｎ后取出，鼻内镜下用吸引器
吸除鼻腔内血凝块及分泌物，并随时吸除流出的鲜血，

沿血流寻找出血点。对于出血汹涌，无法看清出血部

位者，沿着出血方向边吸血边撤棉片，直至找到出血部

位为止。找到出血点后，采用自制电凝头烧灼。电凝

头制作方法为：用直径２～４ｍｍ、长１０～１２ｃｍ的直和
侧弯的金属吸引管各一根涂少量石蜡油，外套输液器

塑料管或小号导尿管以保护鼻腔黏膜，前端裸露约３
ｍｍ（图１，见封三）。

此时，术者将自制电凝金属头置于出血点，电刀电

凝功率调至１６～３６Ｗ，助手点击吸引器后端金属段，
前端边吸边进行电凝，直至出血停止、出血部位呈黄白

色为止。

若因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鼻息肉、钩突肥大等

原因导致寻找出血点困难或黏膜收缩后鼻道仍狭窄的

患者，应行中、下鼻甲骨折移位，操作方法为：充分收缩

鼻甲黏膜后，用鼻中隔剥离子或钝吸引器头轻压鼻甲

的内侧或外侧将其骨折，敞开检查部位。本组全部４８
例患者，均在鼻内镜下找到明确出血点，其中下鼻道穹

窿部２１例，中鼻道后部１７例，嗅裂鼻中隔部１０例。
１３　治疗痊愈评定标准　患者治疗痊愈出院后门诊
随访６个月以上，患侧鼻腔无再次出血者为痊愈。

２　结果
　　所有病例在鼻内镜下均准确找到出血部位或出血
点，并针对性电凝止血成功。４５例经１次电凝术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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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血（９３．８％）。３例经第一次电凝术后约２ｄ后再
次出血，再次行鼻内镜检查并电凝出血点而治愈。全

部病例均未发生嗅觉丧失、鼻中隔穿孔、严重鼻腔粘连

等并发症。

３　讨论
　　鼻出血是耳鼻咽喉科急诊之一，病因很多，有局部
因素，也有全身因素，故处理起来有的简单，有的复杂。

对症治疗的关键是准确找到出血部位及出血点［４］。对

于裸露于鼻腔前部易于窥视的出血部位，简单的鼻腔

填塞、局部冷凝或微波热凝等既能有效达到止血效果。

但对于隐藏于鼻腔深部的出血，由于其解剖复杂，利用

额镜的常规检查无法直接窥视，很难确定具体出血部

位。常规的鼻腔填塞很难达到有效的止血效果［５］。有

的患者经过一次或多次前鼻孔或后鼻孔填塞后仍有反

复出血现象，精神上十分紧张，部分患者谈及鼻腔填塞

就惊慌失措。有文献报告［６］前后鼻孔填塞止血的失败

率高达２６％ ～５２％。且反复鼻腔填塞造成鼻腔黏膜
广泛糜烂，引起继发出血及感染，造成恶性循环［７］。反

复大量的出血常导致患者贫血、低氧血症及心脑缺血

等全身症状，对于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及高

龄的患者具有潜在的生命威胁［８］。为减轻患者痛苦及

预防上述并发症的发生，临床医生做出很多的努力，对

鼻腔填塞做出很多改进。水囊栓塞后鼻孔便是一种简

单有效的止血方法，但此法仍需填塞前鼻孔，且有水囊

破裂致再出血的发生。近年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栓塞

术逐渐被用于用于治疗顽固性鼻出血患者［９］，但此种

方法费用高、风险大，对临床设备及技术要求较高，故

不适合在基层医院开展。颈外动脉结扎术对顽固性鼻

出血患者虽有一定的疗效，但创伤大，风险高，并发症

多，对于一些低年资医生及颈部解剖不熟悉的医生不

宜开展，故很少采用。

近年来鼻内镜技术广泛普及，给鼻出血患者及临

床医生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检查及治疗方法。鼻内

镜具有管径细、亮度高、角度大，且有放大作用等优点，

可以有效观察到鼻腔的各个部位，对于鼻腔结构复杂、

静止期的出血患者能够准确迅速地找到出血点从而进

行相应的操作［１０］，它具有操作简单，止血快速可靠，损

伤小，痛苦少等优点，避免了反复填塞给患者造成精神

上及肉体上的痛苦，同时减少了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应用鼻内镜寻找出血点要有一定的技巧，我科在

上述４８例顽固性鼻出血患者的治疗中，首先对患侧鼻
腔进行收敛及麻醉，然后用直径２ｍｍ、长１０ｃｍ左右
的直头或弯头带排气眼的吸引器管吸除鼻腔内脓液及

淤血块，使视野保持清晰，操作时动作要轻柔，吸引器

头要与鼻腔黏膜平行，避免不必要的黏膜损伤出血而

导致视野模糊，影响操作。对于没有活动性出血的患

者，应按照从前到后、先下后上、先鼻中隔后鼻腔外侧

壁的顺序有序的进行。如果患者处于活动性出血状

态，应在鼻内镜下吸除鼻腔内血液，并根据血流方向迅

速找到出血点，检查时应仔细观察嗅裂、中鼻道、下鼻

道后穹窿、鼻咽部等部位。对于静止期的出血患者，可

以根据麻醉棉片血染的位置，在内镜下对该部位仔细

查找，此时出血点多已收缩至鼻腔黏膜内，部分患者呈

点状或粟粒状隆起，此时用吸引器头触之多可见明显

搏动性出血，鼻内镜下对该部位进行电凝能够有效止

血。对于鼻腔结构复杂、鼻中隔偏曲及中、下鼻甲肥大

等造成出血部位无法直视的患者，我们可用剥离子将

偏曲的鼻中隔骨折并移向健侧，同时将中鼻甲及下鼻

甲骨折移向外侧，使患侧鼻腔及嗅裂有足够的空间及

视野，便于内镜及手术器械顺利进入，从而准确找到出

血点并电凝止血。对于中隔部位的出血，电凝时功率

不能太大，时间不能太长，以免烧灼深度过大，导致鼻

中隔穿孔的发生。我们使用的自制电凝头，取材广泛、

制作简单，其头端能准确触及到出血点，对于鼻腔深部

狭小部位的出血点（如嗅裂、下鼻道后穹窿等部位），

操作灵活，止血可靠，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围黏膜的

损伤［１１］，解决了双极电凝对鼻腔深部出血电凝时，头

端双叶容易并拢难以产生电凝效果的弊端。此外，自

制电凝头能连接吸引器，即刻吸去电凝时产生的烟雾，

使鼻内镜视野一直保持清晰。它外套输液器塑料管或

小号导尿管，从而保护了鼻前庭皮肤和鼻腔黏膜不受

意外烧伤。本文４８例患者经过上述方法均找到了出
血部位并进行了有效止血，无一例意外损伤及并发症

发生。

综上所述，鼻内镜下自制电凝头治疗顽固性鼻出

血，具有视野清晰、寻找出血点方便、操作准确、微创、

止血迅速可靠、患者痛苦少、无明显并发症等优点，可

避免不必要的前鼻孔或后鼻孔填塞，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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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表达水平的临床研究
刘静波

【摘　要】　目的　观察探讨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８０例急性脑梗死患者
（脑梗组）和３０例健康体检人群（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其中８０例患者根椐其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及脑梗死面
积进行分组，２５例为轻度组，３５例为中度组，２０例为重度组，对所有研究对象均取清晨空腹静脉血采用放射免疫测定法
测定血浆内皮素水平并进行观察比较，同时对三组患者疗效进行比较。结果　脑梗组血浆内皮素为（１００．０５±６．８７）ｐｇ／
ｍｌ，对照组为（５６．５４±４．８５）ｐｇ／ｍｌ，脑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轻度组、中度组和重度组血浆内皮素分别为（１２０．０５±
１２．８７）ｐｇ／ｍｌ、（９０．６５±１１．２５）ｐｇ／ｍｌ、（６９．３２±８．７６）ｐｇ／ｍｌ，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轻度
组、中度组和重度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６．００％、７１．４３％、４０．００％，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较健康人群明显升高，且血浆内皮素水平与患者病情及预后均息息相关，可通过监
测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判断患者病情及评估预后。

【关键词】　急性脑梗死；血浆内皮素；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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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内皮素（ＥＴ）是一种由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
活性最强的一种缩血管因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

报道结果显示，血管内皮素在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生、

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１］。本文旨在通过对８０例急
性脑梗死患者的血管内皮素进行监测，以探讨其与缺

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生、发展的关系，以期对判断病情变

化及评估预后进行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科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
月期间收治的８０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脑梗组）作为本
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５８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４２～７５
岁，平均年龄（６１．５±１０．３）岁；本组病例均符合中华
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

经头部ＣＴ及ＭＲＩ检查证实存在脑梗死病灶，且病变
均在２４ｈ内。根椐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
及脑梗死面积进行分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０～１５
分，脑梗死病灶面积 ＜２ｃｍ２为轻度；神经功能缺损评
分为１６～３０分，脑梗死病灶面积在２～４ｃｍ２为中度；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３１～４５分，脑梗死病灶面积 ＞

作者单位：４０８０００重庆市涪陵区人民医院内一科

４ｃｍ２为重度。本组８０例患者，２５例为轻度，３５例为
中度，２０例为重度。同时选取３０例健康体检者作为
对照组。均排除合并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肝肾功能不

全、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疾病的患者。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采取清晨空腹肘静
脉血２ｍｌ，并置于含 １０％ ＥＤＴＡＮａ２１０μＩ和抑肽酶
４００ＩＵ的试管内，混匀后在４℃条件下，采用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速度离心约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浆，置于－２０℃冰箱内
保存待检［２］。采用放射免疫测定法测定血浆内皮素水

平，检测药盒由解放军总医院东亚免疫所提供。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脑梗死患者与对照组血浆内皮
素水平，同时观察比较轻度、中度及重度三组脑梗死患

者血浆内皮素水平及其治疗效果。临床疗效评定标

准：基本治愈：患者症状体征基本消失，脑梗死灶基本

消失；进步：患者症状体征较治疗前有所改善，脑梗死

灶面积显著缩小；无效：治疗前后无显著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处理，数据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单因素线性回
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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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脑梗组与对照组血浆内皮素水平比较　见表１。

表１　脑梗组与对照组血浆内皮素水平比较（ｐｇ／ｍｌ）

组别 ｎ 血浆内皮素水平

脑梗组 ８０ １００．０５±６．８７
对照组 ３０ ５６．５４±４．８５
ｔ值 ４９．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２２　轻度、中度及重度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比
较　见表２。由表２可知，轻度组、中度组及重度组与
对照组比较，内皮素均明显增高，且三组患者组间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轻度组、中度组及重度组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比较（ｐｇ／ｍｌ）

组别 ｎ 血浆内皮素水平

轻度组 ２５ ６９．３２±８．７６
中度组 ３５ ９０．６５±１１．２５
重度组 ２０ １２０．０５±１２．８７
对照组 ３０ ５６．５４±４．８５

２３　轻度、中度及重度脑梗死患者疗效比较　见表
３。轻度组与中度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６．３９７，Ｐ＜０．０５）；中度组与重度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６．２８６，Ｐ＜０．０５），轻度组与重度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２６，Ｐ＜０．０５），三组患者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轻度组、中度组及重度组脑梗死患者的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基本治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

轻度组 ２５ １５（６０．００） ９（３６．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４（９６．００）
中度组 ３５ １８（５１．４３） ７（２０．００） １０（２８．５７） ２５（７１．４３）
重度组 ２０ ４（２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１２（６０．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３　讨论
　　血浆内皮素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作用最强的缩血管
物质，它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研究表明，血浆

内皮素与 ＮＯ均为重要的器官局部血流调节因子，血
管内皮细胞释放血浆内皮素收缩血管，释放 ＮＯ松弛
血管，两者在生理状态下处于动态平衡，维持血管正常

的舒张收缩功能，当两者失调时，则引起血管舒张收缩

功能发生紊乱［３］。目前，研究表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

浆内皮素升高，且近十年来在临床神经科学领域内，关

于内皮素与脑血管病发生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已逐渐成

为成基础医学及临床医学的热点问题之一［４］。有学者

首先证实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较健康人

群显著增高［５］。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脑梗组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也进一步证实血浆内皮素

在急性脑梗死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文献报

道结果相符。而且本组研究结果还显示，轻度、中度与

重度三组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组间比较差异显

著，这一结果提示血浆内皮素水平与脑梗死严重程度

密切相关，脑梗死越严重，内皮素水平越高［６］。目前，

关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升高的病因机制尚未

明确。有学者研究认为脑梗死后应激反应、缺氧、梗死

区灌注压降低，梗死区血管内皮和神经组织释放等原

因与内皮素的增加密切相关［７］。急性脑梗死后血浆内

皮素升高，内皮素与血管平滑肌上的内皮素受体结合，

使缺血区及正常区血管强烈而持久的收缩，使缺血进

一步加重［８］。脑梗死后发生的应激性反应增加了血浆

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和释放，致使血浆内

皮素释放增多。脑缺血时中枢神经系统合成内皮素增

加，另外，脑梗死时，血脑屏障破坏也是引起血浆内皮

素升高的原因之一［９］。

本组研究结果还显示，轻度组、中度组与重度组治

疗总有效率也有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内皮素

水平与患者预后有一定的关系，可通过测定患者内皮

素水平来判断患者病情及评估预后。研究表明，内皮

素可激活钙离子通道，使细胞外钙进入细胞内，细胞内

的钙增多，而且内皮素还可促使肌质网内钙释放，两者

综合作用，使细胞内钙超载。另外，内皮素可造成梗死

灶周围正常组织侧支循环血管痉挛加重，加重脑缺血

缺氧，而脑缺血缺氧又增加内皮素的释放，因此形成恶

性循环，对患者预后构成极大的威胁［１０］。

综上所述，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明显

增高，而且其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明显相关，患者脑梗

死越严重，内皮素水平越高，且预后更差。因此，血浆

内皮素可作为反映急性脑梗死患者病情及评估预后的

重要指标，临床上可通过监测血浆内皮素水平以作为

对患者病情进行正确评估及判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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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川芎嗪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ｈｓＣＲＰ的影响
王小平，马金梁

【摘　要】　目的　观察川芎嗪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高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的影响。方法　将６４例急性脑
梗死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３２例）和对照组（３２例），对照组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
川芎嗪注射液治疗，连续治疗１４ｄ，比较两组神经功能缺损（ＮＩＨＳＳ）、日常生活能力（ＡＤＬ）评分和血清高敏 Ｃ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的变化。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ＮＩＨＳＳ、ＡＤＬ评分和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两组ＡＤＬ评分均明显升高，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ＮＩＨＳＳ评分和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明显
下降，观察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显著（Ｐ＜０．０５）。结论　川芎嗪对急性脑梗死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
患者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抑制炎症反应有关。
【关键词】　急性脑梗死；川芎嗪注射液；高敏Ｃ反应蛋白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４１０２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急性脑梗死的发病率逐
年上升，如何降低其发病率和致残率已成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１］。临床观察表明，川芎嗪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显

著［２］。本研究观察川芎嗪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高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的影响，旨在探讨其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作
用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６４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均为湖北省孝感市中心
医院神经内科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的住院患者，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３２例）和对照组（３２例），观察组
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４１～７０岁，平均（６１．５±７．５）岁。
对照组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４２～７０岁，平均（６２．０±
７．６）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神经功能缺损（ＮＩＨＳＳ）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诊断与排除标准　诊断标准：①符合１９９５年全国第四届
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脑梗死诊断标准，并经头颅 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证实；②初次发病，起病时间 ＜７２ｈ。排除标准：①有
意识障碍及严重失语、认知功能障碍者；②出血性脑梗死及有
明显出血倾向者；③严重肝、肾功能不全以及血液系统疾病或
肿瘤患者等。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相同的常规治疗，包
括控制脑水肿、抗血小板聚集、保护脑细胞、控制血压及对症支

持治疗等。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川芎嗪注射液（河

南辅仁怀庆堂制药有限公司，４０ｍｇ／支）８０ｍｇ加入５％葡萄糖
注射液或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２５０ｍｌ中静脉滴注，１次／ｄ，连续
治疗１４ｄ。
１４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分别在入院时和治疗１４ｄ后评定以
下指标：①神经功能缺损（ＮＩＨＳＳ）评分［３］；②日常生活能力量
表（ＡＤＬ）评分；③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ｈｓＣＲＰ水平，
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 ｔ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ＮＩＨＳＳ、ＡＤＬ评分及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比较　见表１。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ＮＩＨＳＳ、ＡＤＬ评分和血清 ｈｓＣＲＰ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ＡＤＬ评分均

作者单位：４３２０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王小平）；４３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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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升高，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ＮＩＨＳＳ
评分和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明显下降，观察组较对照组下降更
显著（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急性脑梗死患者ＮＩＨＳＳ、ＡＤＬ评分及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ＮＩＨＳＳ评分（分） ＡＤＬ评分（分）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观察组 ３２治疗前 ２６．８６±６．４２ ３８．７６±１２．４２ ９．３２±２．９６
治疗后 １２．６７±４．７５＃ ５２．１８±１８．９４＃ ５．６３±２．３５＃

对照组 ３２治疗前 ２７．３２±６．３４ ３７．９２±１３．１３ ９．２１±３．１４
治疗后 １８．２８±５．１９ ４６．２９±１６．６７ ７．１６±２．８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治疗后，与对照组比
较，＃Ｐ＜０．０５。
２２　安全性评价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
无明显变化。

３　讨论
　　近年来，有研究证实急性脑梗死的发生、发展与炎症反应
密切相关［４］。ｈｓＣＲＰ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在
组织损伤或急性感染时血清 ｈｓＣＲＰ含量迅速升高，血清
ｈｓＣＲＰ水平与急性脑梗死发生及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５－６］。

ｈｓＣＲＰ通过经典途径激活补体系统，产生大量炎症介质，释放
氧自由基，导致血管内膜受损，继而激活血小板，引起血小板聚

集、粘附，形成不稳定粥样硬化斑块，炎性活动导致斑块的不稳

定破裂及血栓形成，引起急性脑梗死的发生［７］。研究发现，急

性脑梗死患者经治疗后，随着病情缓解血清 ｈｓＣＲＰ水平也随
之降低，提示降低血清 ｈｓＣＲＰ水平可作为治疗脑梗死的新靶
点，抑制炎症反应对于预防和治疗急性脑梗死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８］。

川芎嗪是从中药川芎中提取的有效生物碱四甲基吡嗪，临

床研究证实川芎嗪注射液有抗血栓作用，能抗血小板聚集，改

善血液流变性，降低血液粘度，并能通过血脑屏障，增加脑血流

量，提高脑血氧供量，促进脑血管侧支循环建立和微循环的自

动调节等作用［９］。本研究结果表明，经治疗后两组急性脑梗死

患者 ＡＤＬ评分均明显提高（Ｐ＜０．０５），ＮＩＨＳＳ评分和血清
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显著减少（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证实急性脑梗
死患者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与患者的病情发展密切相关，观察组
较对照组改善更显著，提示川芎嗪对急性脑梗死有良好的治疗

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患者血清ｈｓＣＲＰ水平、抑制炎症
反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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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皮瓣修复足踝部软组织缺损的疗效观察
封挺，陈俊泽，王维，林淮

【摘　要】　目的　观察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创伤性软组织缺损的临床效果。方法　２７例足踝部创伤性
软组织缺损患者采用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的方法进行修复。术后随访６～１２个月，观察患者足踝生理功能及腓肠神
经营养血管皮瓣供区的恢复情况。结果　经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后，２７例移植皮瓣均完全成活，所有患者均获
得痊愈，有２例皮瓣远端边缘出现少许坏死，经对症治疗后痊愈。术后随访时间为６～１２个月，皮瓣外观颜色稍深，足踝
生理功能恢复良好，行走状态正常，感觉部分恢复，供区皮肤愈合好，对功能未造成严重影响。结论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
皮瓣修复足踝部创伤性软组织缺损疗效显著，操作简单，存活率高，外形良好，是一种理想的手术治疗方法。

【关键词】　腓肠神经皮瓣；足踝部；软组织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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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踝部是人体重要的负重部位，当其受到严重损伤后常伴
随有骨、肌腱组织暴露现象，多要采取皮瓣移植方法予以修

复［１－２］。但在分离皮瓣和吻合血管等操作过程中均可能发生

血管危象，此外不管是选择游离或岛状皮瓣均会切除部分肢体

的主要血管，而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具有皮肤质地良好，血

供顺畅，移植后成活率高，分离过程简便和不易损伤机体主要

血管、神经等多种优点，是修复足踝部创伤性软组织缺损的首

选方法［３－４］。本院采用该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２７例患者，
疗效较为理想，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例足踝部创伤
性软组织缺损患者均为期间住院治疗患者，其中男性２０例，女
性７例；年龄为１７～６２岁，平均年龄为（３７．５±６．２）岁；致伤原
因类型为：交通意外伤害１５例，机器碾压伤６例，烧伤瘢痕３
例，疾病所致溃疡３例；病变发生部位：踝部１２例，足背６例，足
内侧部５例，足跟部４例；足踝部软组织缺损面积：（３．０ｃｍ×
５．０ｃｍ）～（９．０ｃｍ×１５．０ｃｍ）；软组织创面暴露时间１ｄ～３个
月。上述患者均伴随有骨、肌腱等组织暴露，采用腓肠神经营

养血管皮瓣进行修复，皮瓣面积为（４．０ｃｍ×６．０ｃｍ）～（１０．０
ｃｍ×１６．０ｃｍ）。
１２　修复方法
１２１　创面彻底清创　彻底清除已出现坏死和严重污染现象
的炎性肉芽及疤痕组织，一直到创伤面上有新鲜血液出现即为

正常的机体组织。如有骨组织感染时则需彻底清除，清创处理

后使用稀碘伏溶液反复多次予以浸泡和冲洗，待创面清创效果

就比较理想后，需立即准备好手术所需洁净敷料和医疗器械，

常规消毒铺巾后准备切除皮瓣。

１２２　皮瓣设计方法　在患者小腿后方的上２／３处部位设计
修复所需皮瓣组织，以外踝和跟腱的连线中点至窝连线中点

作为设计皮瓣组织的旋转轴，在外踝平面＞５ｃｍ处作为设计皮
瓣血管筋膜蒂的旋转轴点，根据患者足踝部创伤性软组织缺损

的具体情况设计所需皮瓣的形状和大小，皮瓣血管筋膜蒂的长

短为旋转轴点至足踝部创面的距离［５］。

１２３　皮瓣切除方法　沿着皮瓣的设计线仔细切开皮瓣的近
端部位，切除深度需达到皮肤筋膜下，将小隐静脉完全显露后

予以切断和结扎处理。辨认清楚腓肠神经后用局麻药封闭处

理后切断。由近端向远端掀起皮瓣，在腓肠肌肌膜和深筋膜之

间进行操作，确保小隐静脉和腓肠神经等组织结构在皮瓣内。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１０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１５７医院骨科（封挺，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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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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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合固定深筋膜和皮下组织，避免血管网和神经发生脱离。使

用手术钳夹切断较大血管，近端部位予以电凝切断，皮瓣内断

端部位则使用０号丝线予以结扎。分离皮瓣和蒂部后，仔细观
察皮瓣组织的血运状况，将旋转点和受区皮肤逐一切开，经明

道方式移位到拟修复的足踝部皮肤创面，无张力予以缝合固

定。皮瓣下和皮蒂旋转点等部位需放置引流片。供区皮肤创

面直接加以缝合并加压包扎处理。

２　结果
　　术后２７例移植皮瓣均完全成活，有２例皮瓣远端边缘出
现少许坏死，经对症治疗后痊愈。术后随访时间为 ６～１２个
月，皮瓣外观颜色稍深，足踝生理功能恢复良好，行走状态正

常，感觉部分恢复，供区皮肤愈合好，对功能未造成严重影响。

３　讨论
　　足踝部创伤性软组织缺损严重时多伴随有骨、肌腱组织暴
露，一般无法通过植皮进行修复，多选择岛状皮瓣或者游离皮

瓣，但操作过程中需要分离皮瓣和吻合血管，具有较大的风险

性。故应优先选择较为成熟的带蒂皮瓣，可有效降低血管危象

的发生率［６］。本研究采用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进行修复可

克服上述皮瓣移植中存在的不足之处［７］。

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创伤性软组织缺损具

有以下多种优点：①皮肤筋膜及蒂的长短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调节，设计皮瓣面积较大可修复广泛的创面；②该皮瓣易手术
分离，解剖层次较浅，创伤程度轻微，且分离皮瓣时不会损伤患

者的主要血管和神经，对供区肢体的血供状态不会造成严重的

影响；③皮瓣组织的血液循环状况良好，抗感染力较强，移植后
成活率高；④皮瓣组织带有部分感觉神经，可吻合受区神经并
逐渐恢复皮肤感觉；⑤该皮瓣组织皮下脂肪较少，皮肤肤色和
质地与正常足踝部皮肤较为接近，术后患者不需额外进行修

复［８］。但其在应用过程中仍存在部分缺点：由于腓肠神经营养

血管相对较细，对蒂部较长皮瓣的供血状况欠充足，故应以小

腿中上２／３交界处为修复界限，超过则会导致移植皮瓣的远端
出现坏死现象。此外皮瓣分离要切除部分腓肠神经，供区肢体

皮肤可出现感觉部分缺乏或功能障碍现象［９］。

修复过程中还应当注意部分事项，并加强术后并发症的防

治工作。分离皮瓣时，不应使用电刀进行切割，尽量保存深筋

膜组织，可带有部分肌膜组织，掀起皮瓣组织后采取丝线间段

予以缝合。为减少蒂部肿胀和静脉回流障碍等发生率，可采用

明道方式转移蒂部，蒂部的宽度需保留约２～３ｃｍ，旋转时不能
出现扭曲现象。修复后如皮瓣出现淤斑、坏死及严重感染现象

时，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处理［１０］：①抬高患侧肢体并注意
保暖措施，避免因寒冷、疼痛而加重皮肤的刺激，同时给予抗凝

血、促微循环和高压氧等方法进行治疗；②严格遵守无菌操作
原则，采用小切口放血疗法，切口不应过深，外用稀释性肝素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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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３８例临床分析
龙振昼，刘华，池宏亮，陈江平，刘旭晖，卢水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的流行病学、诊疗及预后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３８例住院血行播散型肺结核儿童的临床资料。结果　①流行病学特点：年龄小于２８ｄ及１２岁以上占５．３％，～１岁占
２８．９％，～３岁占２６．３％，～７岁占２３．７％，～１２岁占１５．８％。并发免疫缺陷疾病７．９％，其中慢性肉芽肿５．３％，抗ＨＩＶ
阳性２．６％。急性血行播散型肺结核占９４．７％，亚急性和慢性占５．３％。②临床表现：７８．９％的病例发热，咳嗽６８．４％，
肺部音２１．１％，气促１５．８％，头痛１３．２％，浅表淋巴结肿大１０．５％。合并结核性脑膜炎４７．３７％，淋巴结结核１３．２％，
肠结核７．９％，结核性心包炎、胸膜炎各５．３％，结核性腹膜炎、骨结核、脊柱结核、肝结核、泌尿系结核各２．６％。③辅助
检查：肺部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３４例：表现为典型大小、密度、分布均匀者６３．２％，毛玻璃样改变并斑片状阴影１８．４％。
腰穿检查２５例，腰脊液异常改变１６例，占 ６４．０％；头颅 ＣＴ３０例：脑积水 １４例，占 ４６．７％，缺血性梗死灶 １１例，占
３６．７％。结论　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病情严重程度常与临床表现不对称，故早期诊断、快速治疗是关键。
【关键词】　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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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行播散型肺结核是大量结核杆菌在短时间内或少量结
核杆菌在较长时间内多次进入血液循环，广泛散布到肺所致的

急重症结核病，常与肺外结核并存。该病好发于儿童，近年来，

随着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流行及激素的广泛应用，临床表

现及肺部影像学不典型的病例有日益增多之势。由于血行播

散性肺结核多见于急性传染病、营养不良或长期应用免疫抑制

剂的儿童，此时患儿机体免疫状态发生改变、抵抗力急剧下降，

故临床表现多样化且不典型，容易误诊，部分病情有迅速加重

甚至危及生命可能。为提高对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的认识，

本研究系统回顾分析３８例患儿的临床资料，探讨其临床表现、
诊断、治疗及预后等特点，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３８例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病例为 ２００５年 １
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住院治疗
的患儿。其中，男２０例，女１８例，男∶女 ＝１．１１∶１，年龄最小
２５ｄ，最大１４岁。本组病例诊断依据参照第７版《诸福棠实用
儿科学》［１］、第７版《传染病学》［２］及世界卫生组织结核诊治指

作者单位：３５５０００福建省福安市，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龙振昼，刘华，池宏亮，陈江平）；２０１５０８上海市，复旦大
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结核科（刘旭晖，卢水华）

通讯作者：卢水华，电子信箱：ｌｓｈｌｏｏｋ＠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南［３］中有关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的内容：①不明原因发热，伴或
不伴呼吸道症状、乏力、纳差、消瘦等结核中毒症状；②ＰＰＤ试
验强阳性；③抗结核治疗有效；④痰（或胃液）抗酸杆菌涂片或
培养阳性，或血结核杆菌培养阳性；⑤痰（或胃液）结核杆菌
ＰＣＲ阳性；⑥合并肺外病变的患儿，肺外组织或体液标本病原
学或病理证实为结核病变；⑦胸片或胸部 ＣＴ显示弥漫粟粒结
节，伴或不伴磨玻璃、斑片、结节、纵隔或肺门淋巴结肿大等影

像改变，临床可除外其他非结核性肺部疾患。具备⑦加① ～⑥
中任意１项及以上。
１２　数据收集　通过查阅病历，记录患者的入院时间（发病季
节）、住址、年龄、性别、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诊断、治疗方

案、预后等信息，并加以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流行病学　３８名患儿来自全国各地，农村患儿２３例，城
镇１５例，发病季节全年分散，其中１２月 ～１月就诊１７例，占
４４．７％。发病年龄小于２８ｄ及１２岁以上各１例（５．３％），～１
岁１１例（２８．９％），～３岁 １０例（２６．３％），～７岁 ９例
（２３．７％），～１２岁 ６例（１５．８％）。有卡介苗接种史 ３０例
（７８．９％），其中查体见卡疤２６例（６８．４％），预防接种史不详５
例（１３．２％），无卡介苗接种史３例（７．９％）。有明确肺结核患
者密切接触史６例（１５．８％）。并发免疫缺陷疾病３例

溶液予以止血处理；③提高抗生素的治疗浓度预防机体的感染
现象，换药次数增加，保持皮肤创面的清洁程度，避免皮肤下积

血现象的发生；④皮肤表层出现坏死时应及时予以去痂和植皮
等措施处理。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后，所有

患者均获得痊愈，随访发现足踝生理功能恢复良好，行走状态

正常，感觉部分恢复，供区皮肤愈合好，对功能未造成严重影

响。因此可知，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创伤性软组

织缺损疗效显著，操作简单，存活率高，外形良好，是一种理想

的手术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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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叶劲，陈伟明，莫茅，等．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软组

织缺损［Ｊ］．中华显微外科杂志，２００４，２７（２）：１３９１４０．
［７］　李吉良，沈国良，赵小瑜，等．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

软组织缺损１６例分析［Ｊ］．浙江临床医学，２０１２，１４（６）：７１６７１７．
［８］　方建蒙，张桂香．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治疗足踝部皮肤软组织

缺损［Ｊ］．实用骨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４）：３７１３７３．
［９］　张重阳，杨英才，任红波，等．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

软组织缺损［Ｊ］．实用骨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５）：４７２４７３．
［１０］　周爱霞，邓利辉，曾跃林，等．腓肠神经营养血管皮瓣修复足踝部

皮肤软组织缺损的应用［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６）：３０９１
３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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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其中慢性肉芽肿 ２例（５．３％），抗 ＨＩＶ阳性 １例
（２．６％）。
２２　临床表现　急性血行播散型肺结核３６例（９４．７％），亚急
性和慢性各１例（５．３％）。所有病例中，３０例发热（７８．９％），
２６例咳嗽（６８．４％），８例肺部音（２１．１％），６例气促
（１５．８％），５例头痛（１３．２％），４例浅表淋巴结肿大（１０．５％），
呕吐、昏迷、腹泻各３例（各占７．９％），盗汗、水肿各２例（各占
５．３％），抽搐、嗜睡、失语各１例（各占２．６％）。合并症：结核性
脑膜炎 １８例 （４７．３７％），肺门或纵隔淋巴结结核 ５例
（１３．２％），肠结核３例（７．９％），结核性心包炎、胸膜炎各２例
（各占５．３％），结核性腹膜炎、骨结核、脊柱结核、肝结核、泌尿
系结核各１例（各占２．６％）。各年龄组儿童临床表现及并发症
各有特点：发病年龄小于２８ｄ者出现发热、肺部音及气促各
１例；～１岁者发热７例，咳嗽１０例，肺部音、气促各２例，浅
表淋巴结肿大、呕吐各１例，并发结核性脑膜炎４例，纵隔淋巴
结肿大２例；～３岁发热１０例，咳嗽７例，肺部音３例，气促、
盗汗各２例，浅表淋巴结肿大、呕吐、腹泻及嗜睡各１例，并发
结核性脑膜炎６例，肝结核、肺门淋巴结肿大各１例；～７岁发
热７例，咳嗽５例，腹泻、水肿各２例，肺部音、头痛、浅表淋巴
结肿大、昏迷及失语各１例，并发结核性脑膜炎５例，肠结核３
例，纵隔淋巴结肿大２例，结核性心包炎、胸膜炎及脊柱结核各
１例；～１２岁发热、头痛各４例，咳嗽３例，昏迷２例，肺部音、
气促、呕吐及抽搐各１例，并发结核性脑膜 ４例，结核性胸膜
炎、腹膜炎各１例；１２岁以上发热、咳嗽、浅表淋巴结肿大各１
例，并发结核性脑膜炎、心包炎、骨结核、泌尿系结核各１例。
２３　辅助检查　实验室检查：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升高（＞
１２．０×１０９／Ｌ）２０例（５２．６％）、减少（＜４．０×１０９／Ｌ）１例
（２．６％），超敏Ｃ反应蛋白升高（＞１０ｍｇ／Ｌ）１４例（３６．８％），血
红蛋白下降２５例（６５．８％），结核抗体阳性７例（１８．４％），红细
胞沉降率增快２０例（５２．６％），低血钠１５例（３９．５％），痰（或清
晨空腹胃液）抗酸杆菌涂片阳性８例（２１．１％），痰（或清晨空腹
胃液）结核杆菌核酸（ＰＣＲ）阳性５例（１３．２％），痰（或清晨空腹
胃液）结核杆菌培养阳性９例（２３．７％）、其中培养出非结核分
枝杆菌１例（２．６％），分枝杆菌培养药敏：异烟肼与利福平均敏
感、吡嗪酰胺及乙胺丁醇耐药各１例。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１
型（抗ＨＩＶ１）阳性１例（２．６％）。胸片：表现为双肺弥漫性均
匀、细小粟粒样结节者２６例（６８．４％），９例呈不均匀、新旧病灶
混杂病变（２３．７％），３例病灶融合成片（７．９％）、其中１例可见
空洞（２．６％）。所有病人均行胸部 ＣＴ检查：表现为典型大小、
密度、分布均匀者２４例（６３．２％），毛玻璃样改变并斑片状阴影
７例（１８．４％），大小、密度、分布不均匀，新旧病灶混杂５例（占
１３．２％，其中空洞１例），网格状间质改变者２例（５．３％）。胸
部影像学伴发胸腔积液２例（５．３％），胸膜肥厚２例（５．３％）。
ＰＰＤ试验３０例，阳性１３例（３４．２％）。行腰穿检查２５例，其中
腰脊液异常改变１６例，占６４．０％：压力升高（＞１８０ｃｍＨ２Ｏ，１
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１２例，细胞数（１００～３００）×１０

６／Ｌ１５例，
蛋白升高１６例，涂片或培养出抗酸杆菌４例。头颅 ＣＴ３０例：
脑积水１４例，占４６．７％，缺血性梗死灶１１例，占３６．７％。
２４　治疗及转归　所有病例确诊后均用包括异烟肼和利福平
在内的二联或三联及以上抗结核治疗方案，联用药物包括乙胺

丁醇、吡嗪酰胺、阿米卡星等一、二线抗结核药物，结核性脑膜

炎或严重病例加用利奈唑胺抗结核，部分病例加用糖皮质激

素，疗程包括强化期及巩固期，最短６个月，最长大于２年。３８
例患者２例住院期间死亡，死亡原因均为重症肺炎致呼吸衰
竭，２例自动出院，失访６例，随访２８例患儿中，１６例在２～３个
月的强化期治疗后肺部病灶明显吸收，１２例继续４～６个月巩
固治疗后病灶基本吸收，病灶未完全吸收患儿继续抗结核治

疗。

３　讨论
　　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是儿童结核病中的严重病例，其病
情严重程度与临床表现有时并不对称［４－５］，特别是新生儿及婴

幼儿，这与患儿的免疫功能发育不完善及高度过敏状态有关，

故早期诊断、快速治疗是关键。本组资料显示，儿童血行播散

型肺结核有如下特点：①各年龄段发病男女无明显差异，发病
无明显季节性，但由于冬春季节气候异常变化，多数小儿因“上

呼吸道感染”等病就诊，进而经肺部影像学检查“意外”发现血

行播散型肺结核。值得注意的是，免疫缺陷患儿并发血行播散

型肺结核后，病情迅速进展，疗效及预后不佳［６］，本组中死亡病

例均为免疫缺陷患儿。②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临床表现不
典型，通常以发热、咳嗽为主，若有并发肺外结核，则可出现相

应的症状和体征。１岁以上的小儿临床表现及并发症倾向多样
而复杂，考虑与小儿特异体质等有关，此阶段小儿一旦发现肺

部结核播散病灶，应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及完善各项辅助

检查，及时发现肺外病变，特别是结核性脑膜炎，以采取合适的

抗结核方案。③儿童血行播散型肺结核早期依据肺部影像学
诊断，有经验的影像科医生阅片时详细了解患儿流行病学史、

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综合分析，可作出早期诊断［７］。肺结核

涂阳率不高［８］，儿童痰标本收集困难，目前婴幼儿多采用清晨

抽取空腹胃液替代痰病原学检查［９］，结合鼻咽部分泌物吸取等

方法能增加涂片及培养阳性率，分泌物标本结核杆菌ＰＣＲ检查
敏感性和特异性高，但对标本要求高，临床上应用值得期待。

本组病例中低血钠、贫血、血沉快等阳性率高，在临床诊断中是

诊断和判断病情的重要指标。值得注意的是，ＰＰＤ试验虽然阳
性率不高，但强阳性对判断结核活动性特异性较高。④本组病
例结核杆菌培养阳性患儿中，药物敏感试验提示全部对利福平

及异烟肼敏感，故二者的联合用药是方案中的基础。而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及疗程是一直以来是临床非常关注的问题，患儿的

免疫状况是近来也越来越受重视，本组病例中２例死亡患者均
有免疫缺陷，故在化学药物治疗之外，适当的免疫调节治疗也

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措施。此外，应注意非结核分枝杆菌和卡介

菌病的可能性，一旦确定病原体，应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总之，由于小儿生长发育及免疫状况等的特殊性，血行播

散型肺结核的临床表现复杂，病情亦可迅速加重，加之目前获

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合并肺结核患者的增多，成为生活中越来

越重要的传染源，故临床上及早识别可疑患儿并进而快速诊

断，将是儿科医生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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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效果研究
麦桂霞，赖翠婷，江妙珍

【摘　要】　目的　探讨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的综合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于
广东连平县妇幼保健院进行生产的２９０例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将所有孕产妇均分别采用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和改
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进行评估，然后将两种评分方法的产后出血评估准确率及不同分值者的不同时间出血量进行比

较。结果　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５分和３～４分者产后出血评估准确率高于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且评估
分值≥５分和３～４分者产后不同时间段的出血量大于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　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的综合临床应用价值更高，可更为准确地预测产后出血的发生率。
【关键词】　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临床应用效果；产后出血发生率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４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４５０２

　　产后出血是产科危急症，是导致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临床认为对其进行有效的预测及预防是降低产后出血及改

善预后的重要方面，以往较为常用的为全国产后出血防治协作

组１９８４年制定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但是其预测的准确
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１－２］，故本院对此量表进行了改进。现

我们就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的综合临床应用效果进行

调查研究，现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９月于本院进行
生产的２９０例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１～４２岁，平均年龄
（２８．８±３．２）岁，孕周３７．８～４１．３周，平均（３９．８±１．１）周，初
产妇２７１例，经产妇１９例，产后发生大出血者９例，发生率为
３．３３％。
１２　分析方法　将２９０例孕妇分别采用全国产后出血防治协
作组１９８４年制定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和本院制定的改良
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进行评估，然后将两种评分法中≥５分、
３～４分和≤２分者中的产后出血发生率进行统计及比较，并将
评估分值≥５分和３～４分者产后不同时间段的出血量进行检
测及比较。

１３　评估标准　１９８４年制定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包括产
前因素和产时评分两部分，其中产前因素包括妊娠期高血压、

宫高、人工流产刮宫史、前置胎盘或胎盘早剥、血小板、凝血功

能异常疾病、晚期产前出血，产时评分项目包括产程、分娩方

式、第三产程，而本院对量表进行改进，其中产前因素加入产

次、多胎、血红蛋白、预测胎儿体重，而产时评分则加入产妇精

神状态、休息睡眠质量及家庭支持几个项目。本文中的两个量

表均以评分总分≥５分为高危，３～４分为中危，≤２分为低
危［３］。以产后出血患者的评估分值在３分及以上为评估准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的数据分为计数与计量资料两类，
其中的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而计数资料则进行 χ２检验，软件
为ＳＰＳＳ１８．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种评分方法的产后出血评估准确率比较　改良“产后
出血预测评分表”评估中≥５分和３～４分比例均高于常规产后
出血预测评分表，且其产后出血评估准确率高于常规产后出血

预测评分表，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１。
表１　两种评分方法的产后出血评估准确率比较（ｎ，％）

评估量表　　　　　　　　
评分分值

≥５分 ３～４分 ≤２分
产后出血

准确评估率

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 ５／２９０（１．７２） ９／２９０（３．１０） ２７６／２９０（９５．１７） ４／９（４４．４４）
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 ８／２９０（２．７６） １５／２９０（５．１７） ２６７／２９０（９２．０７） ９／９（１００．００）

　　注：与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种评分方法中不同分值者的不同时间出血量比较　改
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评估分值≥５分和３～４分者产后不
同时间段的出血量大于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Ｐ均＜０．０５，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２。

表２　两种评分方法中不同分值者的不同时间出血量比较（ｍｌ）

评估量表 时间 ≥５分 ３～４分 ≤２分

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 产后２ｈ内 ３０２．２５±２５．４７ ２１０．１５±２０．３９ １８８．６４±１７．３７
产后２～２４ｈ １２１．１６±１５．３９ １１５．４３±１２．０６ １１４．０７±１３．１９

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 产后２ｈ内 ３３７．５１±２９．３８ ２３２．１８±２０．３５ １５７．８６±１３．７９
产后２～２４ｈ １５０．８６±１２．３５ １４１．３６±１４．６３ １００．０１±１０．３５

　　注：与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产后出血是严重影响到产妇生存状态甚至生命安全的严
重产后并发症，较多研究认为，对于产后出血高危孕妇进行针

对性的干预有助于降低产后出血的发生，从而全面改善产妇的

产后综合状态［４－５］。以往临床中对于产后出血的预测一般采用

全国产后出血防治协作组１９８４年制定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
表”进行评估，但较多研究［６－７］显示，其仍有较高的提升空间，

对于预测的准确率相对较低，故为产前的干预措施的制定价值

相对不足，分析原因，可能与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变化，引起产后

出血的原因及高危因素也随之有一定的变化，故原有的评分表

基金项目：广东省河源市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立项项目（２０１２０７６）
作者单位：５１７１００广东省连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麦桂霞，电子信箱：ｍａｉｇｕｉｘｉａｍ＠１６３．ｃｏｍ

不能完全适应现有孕产妇的高危因素评估［８－９］。本院对原有的

“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进行改进，加入产次、多胎、血红蛋白、

预测胎儿体重、产妇精神状态、休息睡眠质量及家庭支持７个方
面，而这些均是可能导致出血增多的重要因素［１０］。

本文中我们就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的综合临床应

用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其较常规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的预

测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对高危及中危孕产妇筛出率更高

等方面，而实际产后出血的产妇均为其评估为高危及中危的孕

妇，说明其准确率较高，且明显高于常规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

表”，另外其评估的高危及中危的孕妇产后实际出血量均明显

大于常规“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说明其对产妇的评估价值相

对更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改良“产后出血预测评分表”的综

合临床应用价值更高，可更为准确地预测产后出血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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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儿童寻常型银屑病与成人银屑病临床特点比较
陈翔，张安平

【摘　要】　目的　比较儿童与成人寻常型银屑病临床特点的差异，分析儿童银屑病的特点。方法　选取皮肤科１０１例
银屑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年龄分为成人组与儿童组，比较两组患者诱发因素、患病部位、并发症、实验室检查的差异。

结果　①儿童组男性及阳性家族史的比例高于成人组。②儿童组因感染发病的比例显著高于成人组（Ｐ＜０．０５），因药
物、饮食、过敏或精神因素而发病的比例显著低于成人组（Ｐ＜０．０５）。③儿童组四肢皮损、发热显著高于成人组，而其他
部位合并皮损、关节和指甲病变低于成人组（Ｐ＜０．０５）；④儿童组抗Ｏ抗体阳性率显著高于成人组（Ｐ＜０．０５）。结论　
儿童寻常型银屑病以感染为诱发因素更为常见，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抗 Ｏ抗体阳性率高，常有四肢皮损，部分患儿合
并发热，较少合并关节和指甲病变。

【关键词】　儿童；银屑病；成人；临床特点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８．６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４６０２

　　银屑病是皮肤科常见慢性的皮肤病，以红斑丘疹及皮损上
覆盖白色鳞屑为主要特征，是Ｔ淋巴细胞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皮
肤病［１］，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发病率不完全相同，国内流行病学

研究其发病率为０．１２％。银屑病是一种复杂的多基因疾病，目
前认为遗传、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其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

作用。根据发病年龄可分为两型，Ⅰ型在４０岁以前，与 ＨＬＡ
Ｃｗ６抗原密切相关，患者多有家族史；Ⅱ型在４０岁之后，与遗
传因素无显著相关性。儿童银屑病属Ⅰ型，临床较少见，误诊
率高，现通过比较儿童与成人寻常型银屑病临床特点的差异，

分析儿童银屑病的特点，为更好地诊治该疾病提供一定的参

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院诊治
的寻常型银屑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共计１０１例纳入本次研究。
以年龄是否超过１８岁为分组标准［２－３］，分为儿童组（２７例）和
成人组（７４例），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表现均符合寻常型银
屑病的诊断标准，皮损呈周期性成批发作，表现为全身皮肤潮

红，散在或密集的浅表脓疱，回旋样分布并向四周扩散融合，约

３～４ｄ脓疱形成黄色薄痂、脱屑，约７～１０ｄ后新脓疱再次出
现。

１２　治疗方法　儿童组治疗首选青霉素，６岁以上合用雷公
藤、普鲁卡因、维生素、外用药物等支持治疗，酌情选用甲砜霉

素、银屑灵或甲氨蝶呤。成人组治疗首选普鲁卡因、青霉素，辅

以雷公藤、维生素及甲砜霉素支持治疗，酌情使用银屑灵或甲

氨蝶呤。

１３　研究方法及评价标准　家族史阳性为患者一、二、三级亲
属中至少有１位银屑病患者。感染或过敏因素为近１个月内

作者单位：２４４０００安徽省铜陵市立医院皮肤科
通讯作者：陈翔，电子信箱：５７８９４６１２４＠ｑｑ．ｃｏｍ

有上呼吸道感染史或过敏史；饮食或药物因素为日常饮食中有

虾、蟹或服用药物史；环境因素为患者居住地或季节性因素引

起；精神因素为近期有较大的情绪波动或过度紧张等。根据银

屑病面积与严重程度指数（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ＰＡＳＩ）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分为３度：ＰＡＳＩ≤３为轻度、３～１５为
中度、ＰＡＳＩ超过１５为重度。所有患者均由２名以上皮肤科医
生评估，并在首次就诊时共同完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达，ｔ检验分析差异
性，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
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两组患者严重程度分级无显
著性差异，而在性别组成、平均年龄以及家族史方面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儿童组男性及阳性家族史的比例高于
成人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银屑病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组别 ｎ
性别

男 女
平均年龄（岁）

家族史

有 无

严重程度分级

轻度 中度 重度

儿童组 ２７ １６ １１ １２．３０±３．８０ ９ １８ １７ ９ １
成人组 ７４ ３６ ３８ ３２．７１±１２．１５ １３ ６１ ４６ ２６ 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可能诱发因素的比较　两组患者在环境因素中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儿童组因感染而发病的比例显
著高于成人组（Ｐ＜０．０５），因药物、饮食、过敏或精神因素而发
病的比例显著低于成人组（Ｐ＜０．０５）；提示儿童寻常型银屑病
以感染为诱发因素更为多见。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皮损部位及并发症的比较　儿童组四肢皮损显
著高于成人组，而其他部位合并皮损低于成人组（Ｐ＜０．０５），两
组患者头面部皮损发生率相似（Ｐ＞０．０５）；儿童组发热显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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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人组，而关节和指甲病变低于成人组（Ｐ＜０．０５）；提示儿童
银屑病以四肢皮损更为多见，且部分患者有发热，较少合并关

节和指甲病变。见表３。
表２　两组银屑病患者可能诱发因素的比较（ｎ，％）

组别 ｎ 感染因素 药物因素 环境因素 饮食因素 过敏因素 精神因素

儿童组 ２７ １４（５１．８） ９（３３．３） ３（１１．１） ２（７．４） １（３．８） ５（１８．５）
成人组 ７４ ２５（３３．８） ４０（５４．１） １２（１６．２） ２３（３１．１） ８（１０．８） ２５（３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银屑病患者皮损部位及并发症的比较（ｎ，％）

组别 ｎ
皮损部位

头面部 四肢 其他

并发症

发热 关节病变 指甲病变

儿童组 ２７ １４（５１．８） １８（６６．７） ５（１８．５） ５（１８．５） ０ １（３．８）
成人组 ７４ ３８（５１．３） ３９（５２．７） ２５（３３．８） ２（２．７） ４（５．４） １２（１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实验室检查比较　两组患者嗜酸性粒细胞升
高，肝、肾功能异常，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升高的比例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儿童组抗Ｏ抗体阳性率显著高于成人
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两组银屑病患者实验室检查比较（ｎ，％）

组别 ｎ
嗜酸性粒

细胞升高

肝功能

异常

肾功能

异常

类风湿

因子（＋）

血沉

升高

抗Ｏ

阳性

儿童组 ２７ ８（２９．６） ６（２２．２） ４（１４．８） ０ ６（２２．２） １２（４４．４）
成人组 ７４ ２１（２８．３） ２０（２６．８） ９（１２．２） ２（２．７） １６（２１．６） １４（１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次研究发现，儿童组中男性患儿较女性更为多见，与其
他学者报道相符［４－５］，但也有学者认为儿童银屑病男女患儿发

病率相似，无显著性差异，综合国内外研究报道并不完全相符，

可能与发病人群种族、生活习性、地域以及不同遗传背景有

关［６］。儿童银屑病可发生于各阶段，甚至有婴儿时期发病者，

本次研究中平均年龄为（１２．３０±３．８０）岁，多见于青春期，其他
学者对于发病年龄高峰无明确统计，Ｎａｎｄａ等报道２～８岁是儿
童银屑病的发病高峰，也有学者认为性别不同，发病年龄高峰

不同，女性儿童早于男性，目前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相对

于成人银屑病，儿童组中约１／３具有家族史，有学者发现银屑
病患儿一级亲属中约３０％ ～５０％患有银屑病，而 ＨＬＡＣｗ６抗
原与其发病密切相关。Ｎａｎｄａ等发现银屑病患儿 ＨＬＡＡ３、Ｃｗ１
和ＤＲ７显著升高，而家族史的阳性患儿发病率与 ＨＬＡＤＲ８相
关，提示遗传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能家族史阳性的患

儿由于遗传获得更多的致病基因。因此，问诊过程中明确一 ～
三级亲属是否具有银屑病可帮助诊断。

本次研究发现，感染是儿童银屑病的主要诱发因素，以葡

萄球菌和链球菌感染最为常见，有研究表明感染β型溶血性链
球菌的点滴型银屑病发病率是非感染儿童银屑病发病率的２
倍。链球菌感染上呼吸道引起抗“Ｏ”抗体阳性，链球菌超抗原
激活ＣＤ４＋Ｔ细胞，引起机体免疫反应，加之儿童免疫系统相对
不完善，在遗传易感性及感染等因素作用下诱发银屑病［７－８］。

而药物、饮食、过敏或精神因素而发病的比例显著低于成人组，

提示成人组非遗传因素诱发银屑病更为常见，如接触药物种类

较多、食物及过敏原相对多于儿童，且成人更容易因精神紧张

等引起自身免疫系统紊乱，从而诱发银屑病。有学者分析儿童

与成人银屑病发病诱因的不同，发现儿童银屑病主要诱发因素

为咽部炎症，其次为精神紧张，且３５．３％的患儿可自动缓解，也
有学者认为情绪紧张、高尿酸血症、骨髓移植、川崎病等与儿童

银屑病发病有密切关系［９］。

儿童寻常型银屑病合并发热的比例显著高于成人组，我们

认为这与多数患儿有上呼吸道感染等病史相关，因此合并发热

的患儿更多见。有学者报道链球菌感染与儿童点滴型银屑病

密切相关，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儿童组以急性点滴型最为常见，

临床特点为面部、四肢、躯干出现０．２～１．０ｃｍ大小的红色斑丘
疹，表面有鳞屑，发病前有明确的上呼吸道感染史。而慢性斑

块型也较为常见，患儿多有环状或毛囊性皮损，以颈背部炎性

红斑为主要表现。Ｔｏｌｌｅｆｓｏｎ等学者在儿童银屑病的研究中发现
儿童银屑病四肢皮损为高发部位，而成人患者头皮是高发病部

位，且外阴、臀部更易累及。本次研究与之相符，儿童组四肢皮

损显著高于成人组，而关节和指甲病变低于成人组，有相关研

究表明儿童皮损以四肢、头部常见，关节症状及黏膜损害罕见，

导致这种差异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不同的遗传学基础

有关，因此，对于上述部位出现皮疹且症状不典型的患儿应考

虑银屑病可能。

本次研究中有３例２岁以下患儿罹患银屑病，皮损发生于
脐周和外生殖器区域，呈红褐色或暗红色斑块状，周围皮损并

覆盖银白色细鳞屑。该年龄患儿诊断较难，需与念珠菌感染、

婴儿尿布性皮炎相鉴别。还有学者报道［１０］儿童银屑病中

Ｋｏｅｂｎｅｒ现象比成人银屑病更常见，有其是屈侧部位多见，本次
研究由于例数较少，未发现这种趋势，需加大样本量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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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新生儿医院感染相关因素分析与对策
尹建春，刘云，杨红欣

【摘　要】　目的　通过调查新生儿住院期间医院感染的发生情况，探讨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改进医院感染的监
测，降低新生儿医院感染发生率。方法　对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住院的８３２例新生儿医院感染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对感染的有关因素进行分析与总结。结果　８３２例新生儿共
５１例发生５９例次医院感染，发生率为６．１３％，感染例次发生率为７．０９％；随着体重和胎龄的增加，发生医院感染的比例
有明显的降低，发病率也随之下降；医院感染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其次为皮肤黏膜感染、肠炎、泌尿系感染、菌血症；医院

感染的病原菌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结论　新生儿月龄小、体重轻、侵入性
操作等，是新生儿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实行保护性隔离，防止交叉感染，是减少新生儿院内感染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新生儿；医院感染；相关因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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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生儿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易受各种病原菌侵袭，
是发生医院感染的高危人群［１］。为了了解新生儿医院感染的

相关因素，改进医院感染的监控与干预措施，降低其感染发生

率，现对我院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住院的８３２例新生儿
进行分析总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院 ＮＩＣＵ住
院的新生儿８３２例，月龄１ｈ～３０ｄ，男５５６例，女２７６例，早产
儿２３８例，足月儿５９４例。
１２　分析方法　记录住院新生儿的临床表现、体征、实验室和
辅助检查结果、接受侵入性操作以及抗菌药物应用等的治疗情

况［２］。对医院感染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诊断标准参照卫生部

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发生与未发生医院感染的新生儿进行比
较。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计量资料用ｔ检验［３］。

２　结果
２１　医院感染发生率　８３２例新生儿共５１例发生５９例次医
院感染，医院感染发生率为６．１３％，感染例次发生率为７．０９％。
男２９例，女２２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　不同体重及胎龄的感染发生率　早产儿的医院感染率显
著高于足月儿，早产低体重是 ＮＩＣＵ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出
生时体重≤１５００ｇ的新生儿有１２４例，占总人数的１４．９０％，随
着体重和胎龄的增加，发生医院感染的比例有显著的降低；发

病率也呈下降趋势。见表１。
表１　不同体重及胎龄的感染发生率情况

项目 ｎ 感染率（ｎ，％）

胎龄（周） ≤３０ ７８ １１（１４．１０）
３１～３３ ２５６ １８（７．０３）
３４～３６ ２６３ １２（４．５６）
≥３６ ２３５ １０（４．２５）

体重（ｇ） ≤１５００ １２４ ２２（１７．７４）
１５０１～２０００ ２０６ １６（７．７７）
２００１～２４９９ ２９４ １５（５．１０）
≥２５００ ２０８ ８（３．８５）

２３　医院感染部位特点　医院感染以呼吸道感染为首位，２２
例次，占３７．２９％；其次为皮肤黏膜感染７例，占１１．８６％；肠炎
６例，占１０．１７％；泌尿系感染５例，占８．４７％；菌血症４例，占
６．７８％；脐炎４例，占６．７８％；结膜炎２例，占３．３９％；脓疱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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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１．６９％。
２４　医院感染的病原菌分布　５９例次医院感染中，共检出１３
株病原菌，金黄色葡萄球菌４株，占３０．７７％；表皮葡萄球菌３
株，占２３．０８％；大肠杆菌２株，占１５．３８％；肺炎克雷伯杆菌２
株，占１５．３８％；链球菌１株，占７．６９％；铜绿假单胞菌１株，占
７．６９％。院内感染病原菌对青霉素类，第二、第三代头孢类耐
药率为５３％～８２％。

３　讨论
３１　新生儿易感因素　ＮＩＣＵ的患者抗微生物能力差，接受各
种操作机会多［４］、抗菌药物的应用，易发生医院感染。资料显

示：ＮＩＣＵ医院感染病原菌的耐药性相当高，对青霉素类和头孢
类抗生素普遍耐药，提示耐药性是 ＮＩＣＵ普遍使用广谱青霉素
和头孢菌素的结果［５］。

３２　预防措施
３２１　防止自身感染，提高机体免疫力　应用丙种球蛋白能
增强和提高新生儿抵抗力，提高重症患儿早产儿免疫力［６］。

３２２　新生儿室要通风良好，有必要的隔离设施　严格执行
隔离制度，感染性与非感染性疾病患儿分开放置，分类隔离［７］，

认真做好终末消毒工作。

３２３　严格执行手卫生规范　加强无菌观念，护理患儿前后
均要使用快速手消毒剂消毒双手，保持手部清洁，可有效地切

断医源性交叉感染。

３２４　严格掌握侵入性操作指征　减少不必要的侵入性操
作，严格执行无菌技术，各类管道认真清洁、消毒、灭菌，细心护

理，减少感染机会。

３２５　合理使用抗生素　要根据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
使用敏感、有效的抗生素。

新生儿由于免疫系统不成熟，易发生各种院内感染［８］。为

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我们将新生儿室作为重点监控

对象，我院针对近几年院内感染高危因素及薄弱环节，采取了

积极有效的综合管理措施，大大减少了新生儿院内感染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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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８８％（１１５／１６０）。其中大面积梗死患者 ＴＣＤ异常
率为９１．３８％（５３／５８）；小面积脑梗死患者ＴＣＤ异常率
为６１．８２％（３４／５５）；腔隙性脑梗死患者ＴＣＤ检查率为
５９．５７％（２８／４７），其中大面积梗死患者 ＴＣＤ异常率明
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数据详
见表１。

表１　急性脑梗死患者ＴＣＤ异常率比较

组别 ｎ ＴＣＤ异常率（％）

大面积脑梗死组 ５８ ５３（９１．３８）
小面积脑梗死组 ５５ ３４（６１．８２）

腔隙性脑梗死组 ４７ ２８（５９．５７）

合计 １６０ １１５（７１．８８）

　　注：与大面积梗死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和生活压力的增
加，急性脑梗死的发生率有上升的趋势，其致残率和病

死率均较高［７－８］。目前临床诊断以 ＣＴ、ＭＲＩ等为主，
费用均较为昂贵。脑梗死的病变特点通常表现为：①
病变形态：缺血性脑梗死呈脑回状或淡片状，而出血性

脑梗死低密度区内不规则斑片状或血肿团；②病变密
度：缺血性脑梗死低密度区中脑质与周围正常脑质相

比为等密度或略高密度，而出血性脑梗死为高密度；③
病变部位：缺血性脑梗死低密度区中略高密度淡片影

一定出现在梗死区与正常脑组织交界区；④时间：缺血
性脑梗死高密度假肿瘤征出现在慢性期，周围为软化

灶，而出血性脑梗死血肿团出现在急性期或亚急性期。

ＴＣＤ是一种无创检测颅底动脉血管功能的简易方
法，可客观反映脑血管血流动力学变化。通过对颅底

动脉的血流方向、速度、频谱形态、搏动指数等指标的

检查，可以较为准确的反应动脉狭窄程度、缺血等病理

状态。ＴＣ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检查，动脉狭窄的 ＴＣＤ
图谱主要表现为血流速度增快，但仅凭一幅图谱不能

说明实质，亦可出现假阳性结果，分析假阳性的原因：

①个体差异所致，对于血流速度慢的患者，这样的诊断
标准已经是狭窄，而对于基础血流速度快的患者，这就

是正常血流速度，这种情况有时是无法避免的；②可能
由于某个因素导致了前后循环血流速度都增快；③或
许病人发病时有小动脉痉挛，到医院的时候已是发作

后，小动脉扩张，所以血流速度增快。ＴＣＤ不能只做某
血管的某一点，而应是整条血管的全长都要做，还有相

邻血管也要做，且颅内颅外血管频谱结合起来看，才能

得出一个准确结论。笔者对收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应

用ＴＣＤ检查，并与ＣＴ检查进行对比分析，以探讨其对

于急性脑梗死的诊断价值。急性脑梗死的梗死部位多

发生于大脑皮层支动脉、深穿支动脉等，其近端大动脉

往往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等病理改变，粥样硬化斑块

黏附于血管壁，引起不规则增厚、管腔狭窄，使远端血

液供应明显不足，最终导致血栓形成，引起供血区域局

部发生急性脑梗死。当脑动脉发生轻度狭窄时，由于

血管具有代偿作用，血流速度仍可保持在正常范

围［９－１０］。随着狭窄程度的加重，局部血流速度加快，

此时行 ＴＣＤ检查可检测出狭窄段血管的血流速度加
快，并伴涡流、杂音等。当狭窄程度超过９５％时，血流
速度降低。大面积脑梗死提示其脑血管粥样硬化的病

变较严重，ＴＣＤ检查结果更易表现为异常［１１］。

本研究结果表明：ＴＣＤ检查可直接获得患者脑动
脉血流动力参数，对急性脑梗死尤其是大面积梗死不

失为是一种重要的辅助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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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复方斑蝥胶囊联合化疗及放疗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疗效观察
李兆元，宁四清，易铁男，刘国强

【摘　要】　目的　观察中晚期原发性肝癌采用肝动脉栓塞化疗联合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加用复方斑蝥胶囊的近期疗效
和毒副作用。方法　将８２例未手术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４２例：采用肝动脉介入化疗和三维
适形放射治疗，在此基础上加用复方斑蝥胶囊口服；对照组４０例：采用肝动脉介入化疗和三维适形放射治疗；放疗结束
后１个月，对比治疗前后肿瘤变化评价其近期疗效、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生活质量ＫＰＳ评分变化、观察其毒副作用及患
者生存时间等。结果　观察组、对照组的近期有效率分别为７６．２％、７５．０％，中位生存期分别为３５８ｄ、３３１ｄ。６个月及
１年生存率观察组分别为７６．２％、４０．５％；对照组分别为７３．８％、４０．０％；观察组的近期有效率、中位生存期、生存率和对
照组相比较，虽有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ＫＰＳ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毒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加用复方斑蝥胶囊治疗原发
性肝癌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了毒副反应，安全可靠。

【关键词】　原发性肝癌；复方斑蝥胶囊；肝动脉栓塞化疗；三维适形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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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肝癌恶性程度高，预后差。肝动脉介入栓塞化疗
（ＴＡＣＥ）是多年来非开腹手术治疗肝癌的主要方法之一。随着
放疗技术的进步，三维适形放射治疗（３ＤＣＲＴ）已普遍应用于
肝癌的治疗。笔者在２００９年４月 －２０１１年３月对我院８２例
未手术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采用复方斑蝥胶囊（贵州益百

制药厂生产，国药准字 Ｚ５２０２０２３８）口服联合介入与放疗，观察
其近期疗效和毒副作用。现将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选择符合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标准；具备
ＴＡＣＥ及３ＤＣＲＴ适应症的Ⅱ期或Ⅲ期肝癌患者；卡氏评分
（ＫＰＳ）在６０分以上；预计生存期在３个月以上；无严重的心、
肺、肝、肾功能障碍；肿瘤病灶占全肝比例小于７０％，无肝外转
移；门静脉主干无瘤栓；年龄为２０～６５岁，并经病人知情同意。

将８２例患者用信封法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４０例：ＴＡＣＥ
和３ＤＣＲＴ联合；观察组４２例：在ＴＡＣＥ和３ＤＣＲＴ联合的基础
上加用复方斑蝥胶囊口服。对照组男性３０例，女性１０例；年龄
３５～６５岁；Ⅱ期２７例，Ⅲ期１３例；肝功能分级：Ａ级２１例，Ｂ级
１９例。观察组男性３２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３２～６１岁；Ⅱ期２８
例，Ⅲ期１４例；肝功能分级：Ａ级２４例，Ｂ级１８例；两组病例资
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肝动脉介入化疗　经股动脉穿刺，超选择性将导管插
入肿瘤供血动脉；经导管注入化疗药物（顺铂６０～１００ｍｇ、阿霉
素４０～６０ｍｇ、丝裂霉素 １０～３０ｍｇ等），然后用超液化碘油
１０～２０ｍｌ行栓塞，再用明胶海绵栓塞；４～６周重复介入１次，
第２次介入化疗后１周开始三维适形放疗。放疗结束休息１个
月后酌情进行后续介入化疗，中位介入次数为４次。
１２２　三维适形放疗　采用热塑体膜固定患者，螺旋ＣＴ５ｍｍ
层距扫描上中腹部，将获得的图像资料和相关数据输入治疗计

划系统；进行三维立体重建，勾画肿瘤靶区，使肿瘤边缘总剂量

达（４６～６０）Ｇｙ／（２３～３０）Ｆ／（４．５～６）Ｗ，全肝平均剂量 ＜３０
Ｇｙ，采用西门子直线加速器６ＭＶＸ线进行放疗。
１２３　复方斑蝥胶囊治疗　从介入化疗开始口服复方斑蝥胶

作者单位：４４１０２１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通讯作者：刘国强，电子信箱：ｌｚｙ９５３８＠１６３．ｃｏｍ

囊３粒／次，２次／ｄ，连服３个月以上，在治疗期间不服用其它免
疫药物。

１３　随访与疗效及毒副反应评价　２０１２年８月进行末次随
访，随访时间为１３～４０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１９个月。在放射
治疗结束后１个月进行ＣＴ检查，按照ＷＨＯ实体瘤疗效评价标
准评定近期疗效。放疗结束１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病灶变化、
症状缓解情况、不良反应，检测外周血Ｔ细胞亚群，观察介入术
前及放疗后１个月的变化、患者的生活质量 ＫＰＳ评分变化，患
者的生存率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包分析，计量资
料用（ｘ±ｓ）表示，ｔ检验比较两样本均数的差别，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生存率采用时序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观察组ＣＲ４例，ＰＲ２８例，ＮＣ６例，
总有效率７６．２％；对照组ＣＲ４例，ＰＲ２６例，ＮＣ５例，总有效率
７５．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　两组患者生存率比较　观察组的中位生存期３５８ｄ，６个
月生存率 ７６．２％，１年生存率 ４０．５％，对照组分别为 ３３１ｄ、
７３．８％、４０．０％，两组相比较观察组虽有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２３　两组患者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ＣＤ３＋、ＣＤ４＋和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升高，对照组均降低，与治疗
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观察组 ４２ 治疗前 ５７．１８±５．８９ ３５．３２±４．３６ ２６．７４±２．４９ １．２７±０．６６
治疗后 ６３．７８±４．８２ ３９．８７±４．５８ ２７．８７±２．９３ １．５４±０．８６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５８．４６±５．６９ ３６．７５±２．７９ ２６．４８±２．３２ １．４１±０．６６
治疗后 ５５．７９±４．６８ ３４．１５±２．５７ ２９．０１±２．３４ １．１８±０．５６

２４　两组治疗前后ＫＰＳ评分变化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
质量ＫＰＳ评分上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ＫＰＳ的评分变化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２ ５８±１３ ７０±１１
对照组 ４０ ５８±１３ ６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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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两组患者副作用比较　８２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腹痛、
腹胀、食欲下降、恶心、呕吐、乏力等表现，但观察组较轻，多数

能耐受。对照组１４例患者白细胞减少，观察组有６例白细胞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 ２６例体温 ＞３８
℃，观察组为２２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给予对症、支持治疗
后，上述症状均减轻或消失。两组患者未出现上消化道出血、

未发生急性肝脏毒性等严重副作用，均顺利完成治疗。

３　讨论
　　由于原发性肝癌不易早期诊断，８０％ ～９０％的患者失去了
手术治疗的机会。ＴＡＣＥ是目前失去手术机会的中晚期肝癌的
首选方法［１］，介入治疗是应用化疗药物和超液化碘油混合成乳

剂，栓塞肿瘤血管而使肿瘤缺血坏死。由于碘油能较长时间滞

留在肝癌组织内，因此，在栓塞肿瘤供血动脉的同时，可缓慢释

放化疗药物，长时间地保持肿瘤周围药物浓度，有效地杀死癌

细胞，而对正常的肝细胞影响较小。因为介入治疗灌注了化疗

药物，所以也具有与化疗相似的不良反应，常见的如食欲下降、

恶心、呕吐、骨髓抑制等。因为肝动脉血管变异多，肝脏并非单

纯肝动脉供血，也有门静脉供血，以及肝脏肿瘤侧支循环建立

快等因素［２］，ＴＡＣＥ单纯应用难以达到根治肿瘤的目的。
并不是所有的肝癌患者都适合介入治疗，其禁忌证如

下［３］：肝功能显著异常，特别是有明显黄疸者；肿瘤巨大，超过

肝脏体积的７０％；中等量以上的腹水；门脉主干完全被癌栓堵
塞；其他全身情况不允许者，如严重感染未控制，明显的出血倾

向，白细胞低下、肾功能衰竭等。本研究所选病例，均排除上述

情况。

放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肝癌普通放疗疗效

不佳，主要原因是很难将肿瘤靶区剂量提高，再者肝癌细胞对

放射线不甚敏感，故肿瘤局部率较低。适形放疗能提高肿瘤区

放疗剂量，而正常肝脏组织放射剂量控制较低，所以３ＤＣＲＴ治
疗原发性肝癌与普通放疗相比能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ＴＡＣＥ后联合３ＤＣＲＴ可以提高不能手术的原发性肝癌患
者的治疗疗效，同时毒副反应不增加［４］。除早期肝癌行手术治

疗外，不宜手术的患者，ＴＡＣＥ结合３ＤＣＲＴ被一致认为是目前
较好的一种治疗方法［５］。其疗效提高可能是由于体积较大的

肿瘤经过ＴＡＣＥ治疗后，肿瘤体积缩小，使得放射治疗野缩小、
放射治疗剂量得以提高，而正常肝脏组织受照剂量减小，对肝

细胞的放射损伤减少。再者介入术后化疗药物保留在肿瘤中，

化疗药物使肿瘤细胞周期同步化，利于放射治疗的杀灭，化疗

药物可能产生放疗增敏效应。介入术后由于肿瘤及其小子灶

液化碘油沉积，有利于３ＤＣＲＴ的靶区勾画，使放疗更准确。
这些方法近期疗效确切，创伤小，作用快，但也会引起自然

杀伤细胞活性明显下降，抑制机体免疫力，并可引起肝功能损

害及骨髓抑制；也使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机体的免疫状

态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而机体的抗肿瘤效应以细胞

免疫为主。肝癌是全身性疾病的一个局部表现，因此在行介入

和放疗的同时，加用具有抗癌、低毒、保肝和增强免疫功能的中

药很有必要。

我们采用ＴＡＣＥ和３ＤＣＲＴ与复方斑蝥胶囊相结合治疗原
发性肝癌，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ＣＤ３＋、ＣＤ４＋淋巴细胞，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显著上升，说明药物对正常细胞有保护作用，促进机
体免疫细胞抗肿瘤功能的恢复，巩固治疗的效果，显著逆转患

者免疫功能受抑状态，增强机体抗病能力。本研究结果表明，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中位生存期、生存率和对照组相比较，均有

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疗效同雷飞飞等［６］的报

道相一致。

复方斑蝥胶囊运用独有的高科技生物技术，提取组方中的

主要成分有：去甲斑蝥素、刺五加多糖、黄芪皂甙、黄芪多糖、人

参皂甙、熊去氧胆酸、莪术油、甘草甜素等。现代药理研究证

实，斑蝥、半枝莲等均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半枝莲还具有解

热、抑菌、抗病毒、护肝、免疫调节等作用［７］。人参能够抑制肿

瘤血管生成，对肿瘤细胞增殖和侵袭转移起着抑制作用，且能

够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机体抗肿瘤能力［８］。黄芪、刺五加、莪

术具有较强的活血化瘀作用，可改善机体血液循环，使血供充

足，也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提高抗肿瘤活性。实验表明［９］，复

方斑蝥胶囊可逆转Ｈ２２肝癌小鼠细胞免疫功能明显受抑制的
状况，增加宿主的抗肿瘤免疫，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张

毅等［１０］报道复方斑蝥胶囊有利于提高老年肝癌患者术后的 Ｔ
细胞免疫功能；其不仅无骨髓抑制作用，而且还有很好的升白

细胞的功能，有利于遏制潜在的肿瘤细胞的发展和扩散。

复方斑蝥胶囊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血管新生，

具有多药耐药逆转作用，且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功能及对骨髓

有保护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ＴＡＣＥ和３ＤＣＲＴ相结合，再加
用复方斑蝥胶囊治疗，在改善患者四肢乏力、食欲不振、恶心、

腹胀等临床症状的同时，逆转了患者免疫力，以及改善骨髓抑

制等副作用方面均有明显的效果，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ＫＰＳ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
能顺利完成治疗并且未出现严重的副反应。

综上所述，原发性肝癌给予介入治疗后再适形放疗，加用

复方斑蝥胶囊口服，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增效减毒的作

用，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　王艳滨，张树华，孔润莲，等．原发性肝癌不同介入方案治疗后生
命质量的评价［Ｊ］．中国综合临床，２００８，２４（９）：９４１９４４．

［２］　王永利，李明华，程永德，等．原发性肝癌肝外动脉供血来源类型
和形成因素［Ｊ］．介入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４（３）：２４２２４５．

［３］　鹿皎，王兴田．肝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常规超声与超声造影引
导下微波消融疗效比较［Ｊ］．徐州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１）：７５８
７６０．

［４］　郭伟建，于尔辛，易成，等．肝动脉化疗栓塞结合外放射治疗大肝
癌的预后因素分析［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２，１０（３）：１６７１６９．

［５］　李玉，闫英．适形放射治疗结合介入治疗不宜手术的原发性肝癌
［Ｊ］．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５（１）：３０３２．

［６］　雷飞飞，李芳，谭华炳．复方斑蝥胶囊联合肝动脉栓塞化疗治疗原
发性肝癌疗效观察［Ｊ］．山西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４０（１０）：１０３０１０３１．

［７］　邹箴蕾，吴启南．半枝莲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Ｊ］．时
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５，１６（６）：１４９１５０．

［８］　安宁，朱文．人参皂苷Ｒｇ３抗肿瘤作用机制研究进展［Ｊ］．现代肿
瘤医学，２００８，１６（４）：８４６８５０．

［９］　夏恪迪，张赢予，张馨木，等．复方斑蝥胶囊体内抗肿瘤作用的实
验研究［Ｊ］．药物研究，２００７，１６（１５）：１３１４．

［１０］　张毅，黄建钊，石承先，等．复方斑蝥胶囊对老年肝癌患者术后 Ｔ
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Ｊ］．山东医药，２００８，４８（２７）：８９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５）

·１５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全科临床研究·

布地奈德溶液雾化治疗急性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崔玲

【摘　要】　目的　探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急性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月就
诊于安徽广德县人民医院儿科８０例急性毛细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４０例。两组患儿均常规给予
吸氧、祛痰、抗病毒等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布地奈德雾化溶液０．５ｍｇ雾化吸入，每天２次，疗程７ｄ。
观察两组患儿在治疗后喘憋、咳嗽、肺部哮鸣音及湿音消失所需的时间、住院时间和不良反应的情况。结果　比较两
组患儿的治疗有效率，观察组有效率达９５％，对照组为８０％，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比较两组患儿
喘憋、哮鸣音、湿音和咳嗽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观察组各观察指标均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亦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过程中两组患儿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布地奈德雾化溶液雾化吸入治疗急性毛细支气管炎能明显
改善患儿临床症状，缩短住院时间，具有疗效确切、安全性好等优点。

【关键词】　毛细支气管炎；布地奈德；雾化吸入；疗效；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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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毛细支气管炎是婴幼儿时期一种常见的下呼吸道感
染性疾病，发病率高，好发于２岁以下的婴幼儿，发病高峰年龄
为２～６个月，婴儿期发病者占８０％，常呈流行性发病。急性毛
细支气管炎为病毒感染所致，８０％以上为呼吸道合胞病毒感
染，部分为腺病毒、副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偏肺病毒、鼻病毒及

支原体等。喘息、呼吸急促为主要临床特征，少数严重者可出

现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大部分患儿经治疗后均可缓解，极少

发生死亡，预后良好，部分患儿有发展为哮喘的可能［１］。急性

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以支持、对症治疗为主，ＲＳＶ感染后不能
产生长期或永久免疫力，易重复感染、反复喘息［２］。糖皮质激

素是清除气道炎症反应和降低气道高反应性最有效的药物，布

地奈德具有强烈的局部抗炎作用，抑制炎性细胞的激活和迁

移，减轻气道的高反应性和气道的炎性水肿。我院于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０１２年４月采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取
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在我院儿科
住院的急性毛细支气管炎患儿８０例，均符合急性毛细支气管
炎的诊断标准［３］，并排除结核感染、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

等疾病。入院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各４０例，观察
组中男２２例，女１８例，对照组中分别为２１例和１９例。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给予吸氧、镇静、祛痰、调整内环
境及抗病毒等综合治疗。观察组在此常规处理基础上加用布

地奈德雾化溶液０．５ｍｇ，采用空气压缩泵（喷射雾化器，德国百
瑞）雾化，每次约１０～１５ｍｉｎ，每天２次，疗程７ｄ。观察两组患
儿治疗后喘憋、咳嗽、肺部哮鸣及湿音消失所需要的时间和

住院时间的情况，同时观察两组患儿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用药３ｄ内，咳嗽和喘憋症状明显
减轻，肺部哮鸣音及湿音减少或消失；有效：治疗３～７ｄ后，
咳嗽减轻，气促喘息缓解，肺部哮鸣音及湿音减少和消失；无

效：治疗７ｄ，咳嗽气促，肺部体征无明显变化。有效率 ＝（显
效＋有效）／本组患儿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α
为０．０５为检验水准。计量资料数据用（ｘ±ｓ）表示，采用双侧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后，观察组中显效２７
例，有效１１例，总有效率 ９５％；对照组中显效 １２例，有效 ２０
例，总有效率８０％。两组之间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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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１，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体征消失及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喘
憋、咳嗽，肺部体征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急性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临床症状体征消失及住院时间比较（ｄ）

组别 ｎ 喘憋消失 咳嗽消失 肺部体征 住院时间

观察组 ４０ ３．３±１．２ ５．１±１．３ ４．７±１．２ ７．１±１．６
对照组 ４０ ４．８±１．３ ６．８±１．４ ５．８±１．４ ８．４±１．８

２３　不良反应　治疗前后两组患儿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部
分患儿出现腹泻，可能与病毒感染或痰液有关。

３　讨论
　　毛细支气管炎是婴幼儿最为常见的一种急性下呼吸道病
毒感染性疾病，２岁以内发病，多发生在６个月以内的婴幼儿，
可能与该年龄段儿童的支气管发育特点密切相关［４］。婴幼儿

期支气管及肺的生长发育十分脆弱，管腔细小，发生感染之后，

细小的毛细支气管充血，水肿粘液分泌增多，加之坏死的黏膜

上皮细胞脱落而堵塞管腔，尤其是细小支气管阻塞，临床上出

现喘憋症状及哮鸣音。大多数以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起病，发病

急骤，喘憋和肺部哮鸣音为其突出表现，常为患儿的首次发作，

亦常见鼻炎、咳嗽、呼吸急促、喘息、肺部湿音、三凹征和（或）

鼻翼扇动。毛细支气管炎与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存在相似

性，亦出现Ｔｈ１／Ｔｈ２细胞之间失衡，且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血液
和呼吸道分泌物中存在十余种与哮喘共同的炎性介质，毛细支

气管炎有近半数的患儿如治疗不规范可能发展为支气管哮

喘［５－６］。鉴于此，采用治疗哮喘的常用方法即吸入型糖皮质激

素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以期改善病情，缩短病程，一定

程度上可以减少毛细支气管炎日后哮喘发生率。

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降低气道高反应性（ＡＨＲ）、防止肺
功能不可逆损害等功效，有研究发现糖皮质激素主要通过抑制

Ｔｈ２细胞作用，进而调节Ｔｈ１／Ｔｈ２细胞作用平衡，可能是其预防
及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主要机制。布地奈德是新合成的强效卤

化糖皮质激素，也是美国ＦＤＡ批准的唯一一种吸入型糖皮质激
素，气道沉积率高，受体结合力高，局部抗炎作用强，能增强内

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溶酶体膜的稳定性，吸入后能迅速与气

道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而发挥强大的局部抗炎作用，避免了全

身用药时肝脏的首过代谢作用，故血药浓度低，全身毒副作用

小。布地奈德可以抑制与哮喘相关细胞因子基因的转录，抑制

细胞因子和炎性因子的合成和释放，促进抗炎蛋白的合成，抑

制促炎蛋白的合成，减轻气道炎症，降低呼吸道高反应性［７］；吸

入气道后，引起非基因血管效应，引起血管收缩，减少炎性介质

的释放，减少黏膜水肿及粘液分泌，降低气道阻力；布地奈德雾

化吸入可以提高支气管平滑肌对 β２受体激动剂的敏感性，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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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支气管收缩物质的合成和释放，减轻平滑肌的收缩反应［８］。

布地奈德雾化溶液通过喷射雾化器或氧动力雾化装置，液

体状药物被雾化成直径在２～５μｍ以气溶胶形式输出的雾化
颗粒，随着自然呼吸到达小气道部位，沉积在气道黏膜上，发挥

抗炎作用。气溶胶具有巨大接触面，有利于药物与气道表面黏

膜上皮细胞接触而发挥药效。在氧动力雾化时，一定要注意氧

流量在６～８Ｌ／ｍｉｎ，流量太小雾化颗粒大，不能到达下气道，流
量太大雾化颗粒太小，容易随呼气气流而被呼出体外。

本组病例研究显示，经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急性毛细支

气管炎患儿，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组，在症状控制、体征

消失、住院时间方面，治疗组也显著优于常规对照组，全身不良

反应少，安全高效［９］。对于对照组治疗的患儿，病情控制不理

想时，需要口服或静脉使用全身性糖皮质激素，增加糖皮质激

素的使用量，并具有较大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关于布地奈德

雾化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疗效肯定，安全性可靠，配备雾化

装置使用简单方便，患儿无需配合，依从性好。本组资料仅限

于观察急性毛细支气管炎的近期疗效，对远期预防患儿喘息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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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应根据肿瘤的病理类型、大小以及相应手术方式

切缘是否阴性而定。ＲｏａＪＣ等［６］认为肿瘤术后复发

主要原因为首次手术切除时未达到干净切缘。可根据

肿块与乳房的大小决定采用局部扩大切除还是乳房单

纯切除，肿块小于５ｃｍ的良性乳腺叶状肿瘤有足够的
切缘，并以不显著破坏乳房外形及达到局部控制为前

提，可采用保证切缘阴性的局部扩大切除术。有国外

学者提出，对于肿块较大（＞１０ｃｍ）或局部复发的交
界性肿瘤均应选择单纯乳房切除术［７］。目前大多数学

者认为首次手术切缘阴性至少需切除肿瘤周围１ｃｍ
正常乳腺组织，复发患者再次切除要保证２ｃｍ以上的
阴性切缘［１］。乳腺叶状肿瘤是否必要行腋窝淋巴结清

扫术，一项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１１７名未行腋窝清
扫的病人和８９名接受腋窝清扫的病人５年生存率分
别为６８．７％和６４．３６％，两组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１］。目前比较一致观点是，乳腺叶状肿瘤腋窝淋巴

结转移较少（５％）且常规腋窝淋巴清扫没有生存获
益［１］，除非高度可疑或证实病变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

否则不行同侧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本组３２例直径小
于５ｃｍ的良性叶状肿瘤初次手术均采用肿瘤局部切
除术，术后随访仅１例复发，再次行手术切除后随访无
复发。本组２例交界性叶状肿瘤分别接受了乳房区段
及肿瘤切除术，术后肿瘤均复发。本组另外２例交界
性肿瘤多次复发后接受单纯乳房切除后均获得了较好

治疗效果。单纯乳房切除术应成为局部复发的交界性

肿瘤的推荐手术方式。对于肿瘤体积较大的乳腺良性

叶状肿瘤行单纯乳房切除加同期乳房重建也应是合理

的手术方式［８－９］。本组１例最大径１７ｃｍ的良性肿瘤
行保留乳头乳晕的乳腺皮下切除加同期乳房假体植入

的乳房重建取得很好治疗效果及美学效果。

总之，乳腺叶状肿瘤临床少见，手术是主要治疗手

段，术后辅助放疗能降低高危复发叶状肿瘤的复发风

险［１０］。恶性转移性叶状肿瘤化疗方案应参照肉瘤化

疗方案［４］。根据乳腺叶状肿瘤组织学类型及肿瘤大小

及乳房大小等综合因素选择合理的术式是减少术后复

发及提高疗效的关键。由于乳腺叶状肿瘤发病率低，

国内单家医疗机构报道病例数均较少，目前国内关于

乳腺叶状肿瘤临床及基础研究也较少，希望多家医疗

机构能合作开展前瞻性研究，期待能为乳腺叶状肿瘤

的临床诊治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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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基层医院以腹部伤为主的多发伤的救治体会
张超，张文俊，朱春林，杨青松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层医院以腹部伤为主的多发伤的临床特点，以降低多发伤患者的病死率。方法　回顾分析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２例以腹部创伤为主的多发性损伤患者的诊治方法和结果。结果　经抢救治疗后，死亡１０
例（病死率１２．２％），其中术中死亡３例，术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７例，其余病例预后良好。结论　以腹部伤为主的
多发伤漏诊和误诊率高，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积极有效抢救极为重要，在治疗腹部损伤的同时重视合并伤的处理，是降低

病死率的关键。

【关键词】　腹部伤；多发伤；急救处理；基层医院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６　Ｒ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５４０２

　　以腹部伤为主的多发伤患者病情危重，随时都有生命危
险，而基层医院救治严重多脏器损伤中如能及时处理，做到早

诊断、早手术，可赢得抢救时间，大大提高抢救成功率。回顾分

析我院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２例以腹部创伤为主的多
发性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８２例，其中男４９例，女３３例，年龄
１７～６５岁，平均３８．５岁。受伤原因：车祸６５例（７９．３％），坠落
伤１３例（１５．９％），坍塌伤２例（２．４％），刀刺伤２例（２．４％）。
受伤后就诊时间３０ｍｉｎ～１２ｈ。

主要表现为腹部疼痛（７６例）、昏迷（３例）、休克（２６例）、
呼吸困难（１０例）、腹胀、恶心呕吐（１４例）。体格检查有不同的
压痛、反跳痛、肌卫等。辅助性检查：腹穿、Ｂ超、ＣＴ等。腹腔脏
器损伤类型：肝破裂９例，脾破裂４８例，胰腺损伤６例，肾脏挫
裂伤３例，肠系膜挫裂伤１０例，胃挫裂伤６例。十二指肠破裂
１例，小肠破裂１５例，结肠破裂４例。膀胱破裂１例。腹膜后
血肿４例。合并腹部以外损伤类型：颅脑损伤１３例，胸部损伤
２５例，颌面部损伤６例，四肢骨折２０例，骨盆骨折８例，脊柱骨
折５例。
１２　治疗方法　本组病例全部经手术抢救治疗。其中肝脏破
裂修补术９例，脾脏全切除术４８例，胰腺挫裂修补５例，肠系膜
挫裂修补术８例，胃挫裂修补术６例，十二指肠破裂修补术１
例，小肠破裂修补术１２例，小肠部分切除吻合术４例，结肠造
瘘术３例，结肠破裂修补术１例。膀胱破裂修补术１例，腹膜后
血肿切开探查止血术４例，腹部手术同时行颅内血肿清除术５
例，胸腔闭式引流１１例，开胸止血术２例，颌面部清创缝合术１
例。四肢骨折仅行石膏外固定９例，急诊清创内固定３例，先
简单固定再Ⅱ期钢板内固定７例。延期二次手术４例（结肠造
口还纳３例，胰瘘行胰体尾部切除１例）。

２　结果
　　经抢救治疗后，死亡１０例（病死率１２．２％），其中术中死亡
３例，术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７例，其余病例预后良好。

３　讨论
３１　多发伤的诊断　多发伤受伤因素复杂，病情危重，且绝大
多数患者合并创伤性或出血性休克，病死率较高，早期快速正

确判断，对抢救成功率极为重要。基层医院条件有限，给多发

伤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诸多困难，接诊医生对此要有高度的

警惕性，不能单纯满足于抢救明显部位的外伤，需要同时密切

注意腹部的体征，闭合性腹部创伤者尤其需要加以重视。而腹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
通讯作者：张超，电子信箱：４４１５８３５９１＠ｑｑ．ｃｏｍ

部外伤中８０％为闭合性腹部外伤，一个有经验的普外科医生可
以根据外伤史、临床表现以及简而有效的几项辅助检查（如腹

部Ｂ超、腹部Ｘ线检查、诊断性腹腔穿刺），对多发伤患者作出
准确的诊断，基层医院内诊断性腹腔穿刺的应用尤其重要，诊

断性腹腔穿刺术准确率大致在５０％～９０％之间，但只要腹腔内
有２００ｍｌ液体，即可穿刺阳性［１］。有报道分析指出，多发伤患

者发生漏诊率较高（１６．１９％）；漏诊部位中第１位为四肢和骨
盆（３９．５０％），位于第２位的为腹部、盆腔脏器（１９．５５％）。发
生漏诊的患者病死率明显高于总体的病死率［２］。临床工作中，

骨盆和四肢伤漏诊较多，但一般后果并不严重，而腹部损伤一

旦漏诊则后果多为严重。本组病例漏诊、误诊率亦较高，对于

基层医院来说如何提高早期正确诊断率是必须要引起重视的

问题。为减少腹部损伤并发多发伤的漏诊，我们认为基层医院

医生需强调以下几点。①重视受伤病史的采集：全面了解受伤
过程及院前急救措施。特别要重视患者新出现的主诉，它往往

提示腹部内脏损伤的遗漏；②体格检查要系统全面：应严格按
照顺序有所侧重的进行全身检查；③必要的辅助检查，如诊断
性腹穿、Ｂ超、ＣＴ、腹部平片等，而急诊早期多部位行螺旋ＣＴ检
查能缩短重症多发伤的急诊诊断时间，降低总病死率、术前病

死率和漏诊率［３］；④密切观察病情及腹部体征变化，必要时反
复体格检查和相关辅助检查；⑤加强医生专业培训，高度重视
对腹部外伤特别是隐蔽性腹部外伤的诊断和治疗；⑥加强急诊
抢救绿色通道制度的执行，加强相关科室间的协调合作。

３２　多发伤的急救　多发伤救治的关键是院内救治，从院前
转送到院内进行高级生命支持的１小时又被称为“黄金１小
时”，往往决定了多发伤患者是否能够救治成功［４］。而加强院

内紧急救治是低成本、快速度和高效率改善严重创伤救治水平

的途径［５］。急诊接诊医生在初始接触多发伤患者时，要判断生

命体征是否平稳，伤情主次，初步形成对患者损伤脏器的印象，

然后重点行相关处理。对临床表现不同的患者根据具体情况，

有针对性地对症处理。绿色通道急救模式缩短了严重多发伤

患者的救治时间，降低了病死率，提高了抢救成功率，是一种值

得推广的急救模式［６］。我院实行急诊抢救绿色通道制度后，对

于伤情较重的多发伤患者在赶往医院的途中即通知相关辅助

及临床科室做好急诊检查或抢救准备，往往能在进院１５～２０
ｍｉｎ内将患者送入手术室抢救，由接诊医生首诊负责，联系相关
科室医生会诊抢救。节省了大量宝贵的时间，遵循“白金１０分
钟”和“黄金１小时”原则，显著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３３　腹部伤合并多发伤的手术治疗　腹部损伤并发多发伤
时，通常需要多个部位手术治疗。应严格遵循“抢救生命第一，

保全器官第二；先止血，后修补”的原则，正确合理的手术处理

顺序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处理直接威胁生命的损伤。有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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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危及生命的损伤时，可分组同时进行手术。手术应简单，

时间要短，应以维持重要脏器功能，保全生命为最主要目的［７］。

３３１　腹部损伤并发颅脑、颌面部损伤　合并颅脑损伤者，如
颅脑外伤无急诊手术指征，一般先行腹部手术治疗，并密切观

察颅脑外伤变化。对于合并颅内高压的颅脑外伤，腹部伤如为

实质脏器破裂出血，一般同时进行腹部和颅脑手术。腹部伤如

为空腔脏器破裂，应先行开颅探查，后行腹部手术。对于并发

严重颅底骨折或严重颌面部外伤伴活动性出血的患者，手术后

一般需气管切开以保持呼吸道通畅。

３３２　腹部损伤并发胸部损伤　合并胸部损伤的患者，如胸
部损伤为血气胸，先行胸腔闭式引流术，虽然很多患者并不需

要开胸手术，但在麻醉前进行胸腔闭式引流术是必要的。因为

麻醉过程中呼吸机正压通气可能会导致张力性气胸，这对患者

来说是致命的。同时在手术中应密切注意患者生命体征、双肺

呼吸音、气道压力、胸腔引流，如为进行性血气胸，则多需开胸

探查。胸腹部联合伤有手术指征者，应立即同时手术，一般采

用胸腹联合切口为宜。

３３３　腹部损伤合并四肢、骨盆和脊柱损伤　合并四肢损伤
者，若为闭合性骨折，可行骨折外固定后再行腹部手术治疗。

如为开放性骨折，但无大血管损伤的患者，可先予以加压包扎，

完成腹部损伤手术后再处理骨折损伤。腹部空腔脏器损伤无

休克者，应先进行肢体骨折手术，再行腹部手术。如存在骨筋

膜室综合征或合并大血管的损伤，腹部实质性脏器损伤危及生

命时，需同时进行腹部和肢体骨折手术；腹部损伤合并脊柱损

伤者，一般先行腹部手术，后处理脊柱脊髓损伤。合并严重骨

盆骨折的手术顺序目前仍存在争议。多数学者主张在积极抗

休克治疗的同时，首先行骨盆外固定，再进行腹部手术。

３４　延迟复苏及损伤控制理念的应用　延迟复苏能减少严重
创伤性休克患者病死率，其中以１～２ｈ内限制输液量是救治的
关键。重视早期复苏质量和加强免疫调节是防止创伤内源性

感染的有效途径［８］。在活动性出血未控制前，积极地进行液体

复苏会增加出血量，大量的液体输入稀释了机体的血液，影响

了机体的凝血功能，从而减少了组织氧供，加重了出血的可能，

使病死率增加。我们在手术前，先输平衡液和适量血液制品，

维持动脉收缩压在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左右。手
术控制出血后，再及时补足失血。损伤控制外科原则是避免多

发伤患者陷入低体温、凝血功能障碍、代谢性酸中毒的致命三

联征的恶性循环［９］。损伤控制外科策略应用于腹部手术（损害

控制性剖腹术）重要的是对患者的生命支持和整体复苏，并不

强求行一期的确定性手术，是把手术治疗作为整体复苏及生命

支持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严重腹部损伤的患者可按非损害控

制性策略处理，对紧急剖胸剖腹术中难以完成确定性手术的濒

死患者可以采用损伤控制的方法［１０］。但损伤控制性剖腹术会

显著增加患者身体、精神上的痛苦，住院费用明显增加，并发症

和病死率也较高，所以在临床工作中应严格掌握其运用的指

征［１１］。

建立绿色通道，以急诊科为主导的，多科会诊、手术医师前

移的整体治疗模式，强调对多发伤进行专业化、一体化、系统化

的救治，避免了科与科之间互相推诿患者、反复会诊的现象［６］。

由于受基层医院的条件限制，目前我院的急诊科仅仅设有急诊

抢救室和观察室，在没有实施急救绿色通道之前，急诊医生的

任务也只是简单地把患者运送到医院然后交给专科医生治疗，

这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急诊救治的需要。我院实施急救

绿色通道之后，严格实行首诊负责制，由急诊室全权协调，医院

所有辅助科室及临床相关科室均能以急诊科为中心展开积极

的抢救措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值得在基层医院大力推广，从

而惠及广大基层地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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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两种手术方法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的临床疗效
贾宏岭，金晓伟，冯浩

【摘　要】　目的　探讨用锁定加压钢板和三叶草型钢板两种不同的手术方法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８月安徽省含山县人民医院收治的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６７例，随机分为锁定加压钢板组固
定组３５例和三叶草型钢板固定组３２例。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骨折愈合时间、临床疗效。结果　术后随访时间６～１２
个月，骨折均获骨性愈合，在手术时间、骨折愈合时间锁定加压钢板固定组均优于三叶草型钢板固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锁定加压钢板固定组临床疗效优良率为８８．５７％，三叶草型钢板固定组为６２．５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锁定加压钢板用于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术创伤小，术后固定牢固，骨折愈合快且功能恢复好，能
早期进行功能锻炼，是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理想的方法。

【关键词】　肱骨外科颈骨折；锁定加压钢板；三叶草型钢板；疗效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３．４１３　Ｒ６８７．３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５６０２

　　肱骨外科颈骨折，发生在肱骨解剖颈下２～３ｃｍ处，相当
于大、小结节下缘与肱骨干的交界处，也是松质骨与密质骨交

界处及肱骨解剖上的薄弱区，最易发生骨折［１］，约占肩部骨折

的２６％［２］，中青年患者多由直接暴力引起，老年骨质疏松患者

多由间接暴力所致［３］。有两种治疗方法：保守治疗与手术治

疗。笔者收集本院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６７例，分别采用锁定
加压钢板和三叶草型钢板进行治疗，对其两种手术方法的治疗

效果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０１１年８月本院收治的
６７例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作为本次研究观察对象，其中男性
４２例，女２５例；年龄２６～７１岁，平均５８岁；受伤部位：左侧３２
例，右侧３５例，所有患者均为闭合性骨折；车祸伤２９例，坠跌伤
３８例。根据Ｘ线片，按Ｎｅｅｒ方法对骨折进行分类［４］，两部分骨

折２２例，三部分骨折３２例，四部分骨折１３例（其中有３例合并
有肩关节脱位）。６７患者中采用锁定加压钢板治疗３５例，采用
三叶草型钢板治疗３２例。两组患者均无神经和血管的损伤。
在性别、年龄、骨折类型、损伤原因、病程长短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行Ｘ线或ＣＴ检查，予抗生
素预防感染，对肿胀严重的先行制动、脱水处理，１～３ｄ行手术
治疗。

１２１　锁定加压钢板内固定方法　臂丛麻醉后取半坐卧位，
前外侧“Ｌ”形切口经胸大肌三角肌间沟入路，对头静脉、关节囊
及肩袖组织要注意保护，必要时分离部分三角肌前部肌肉，将

肱骨近端骨折充分显露，不需剥离骨膜，清理骨折端血肿和嵌

入的软组织，对于肩关节脱位的病例要先进行纠正后再进行牵

引复位。用克氏针或复位钳对骨折予临时固定，若有骨缺损的

予同种异体骨植骨。行Ｃ型臂Ｘ线机透视见复位良好后，选择
适当长度的肱骨近端锁定钢板，置于肱骨大结节顶点下 ０．５
ｃｍ，结节间沟后缘１ｃｍ处。安置好ＬＣＰ钻头导向器，注意骨折
近端不要钻透对侧骨皮质，以免螺钉会穿过关节面进入关节

腔。骨折远端为皮质骨，如骨质量较差、骨质疏松明显则选用

锁定螺钉固定，如骨质量较好则用 ＡＯ皮质骨螺钉固定。有肩
袖损伤，则行相应修复。活动肩关节以检查固定是否牢靠，Ｃ
臂透视下示活动无障碍、骨折复位佳、内固定可靠后，冲洗止

血，留置负压引流后逐层关闭切口。术后悬吊患肢，常规预防

性抗感染治疗，负压引流２～３ｄ拔除，术后第２天进行腕、肘关
节被动活动，２周后逐步进行肩关节主动功能锻炼［５］。

作者单位：２３８１００安徽省含山县人民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贾宏岭，电子信箱：ＪＨＬ３０８６＠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２　三叶草型钢板内固定方法　麻醉和复位方法同上，选
择适当长度三叶草型钢板放置于肱骨近端前外侧，顶叶预弯，

置于大结节上，选用３．５ｍｍ皮质骨螺钉将钢板固定于肱骨干
上，顶叶及两侧叶则需根据骨折情况选择性固定４．０ｍｍ松质
骨螺钉３～５枚，注意螺钉不要穿出肱骨头关节面，以免发生撞
击或损伤肱二头肌腱［６］，余步骤及术后处理同锁定加压钢板方

法。

１３　观察指标及临床疗效评估　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骨折
愈合时间及临床疗效。临床疗效参照Ｎｅｅｒ评分标准，其中疼痛
３５分，功能３０分，活动度２５分，解剖位置１０分；９０～１００分为
优，８０～８９分为良，７０～７９分为中，＜７０分为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用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的手术时间、骨折愈合时间的比较见表１；两组的临床
疗效比较见表２。
表１　两组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的手术时间、骨折愈合时间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骨折愈合时间（ｄ）

锁定加压钢板固定组 ３５ ８２．０±１４．５ ５４．５±７．５

三叶草型钢板固定组 ３２１１６．３±１８．５ ７３．０±９．５

　　注：与三叶草型钢板固定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ｎ 优 良 中 差 优良率（％）

锁定加压钢板固定组 ３５ １９ １２ ４ ０ ８８．５７

三叶草型钢板固定组 ３２ １２ ８１１ １ ６２．５０

　　注：与三叶草型钢板固定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肱骨外科颈骨折是临床常见骨折，其治疗的主要目标是恢
复肩关节正常功能，预防肩关节僵硬、肱骨头缺血坏死及畸

形［７］，由于其毗邻肩关节，周围肌肉组织较丰富，当外力作用于

肱骨近端撞击肩峰或关节盂时，极易出现骨折端的分离移位或

旋转移位，造成肱骨外科颈关节囊和韧带损伤，给复位带来一

定难度。手法复位由于缺乏有效的外固定来维持复位往往难

以奏效。而解剖复位如固定不好则会引起肩关节软组织粘连，

术后肩关节僵硬。故治疗的关键是手术解剖复位、牢固内固

定。传统手术内固定方法有克氏针、张力带钢丝、Ｔ型钢板等，
但都存在固定不牢的问题，易出现骨折再移位，且术后制动时

间长或需辅助外固定，给早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不利于关

节功能恢复。随着医疗技术发展，新的内固定技术相继出现，

目前临床上以锁定加压钢板和三叶草型钢板应用最为广泛。

锁定钢板固定的生物力学优点是：①根据肱骨近端解剖形状设
计，无需对接骨板进行精确的预弯［４］。②锁定钢板远近端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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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孔均带有螺纹，能与锁定螺钉紧密结合，使各骨折块、螺钉与

钢板完全锁定成一整体，起内固定架的作用［８］，特别适用于骨

质疏松与复杂的粉碎性骨折，具有较好的锚合力与较高的抗拉

力，防止内固定物松动、拔出，允许早期的功能锻炼［９］。③它与
解剖型支持钢板相比体积明显减小，减少对软组织的剥离和刺

激，对旋肱动脉环的影响小，降低了肱骨头缺血坏死的发生，避

免术后肩峰下撞击的可能性［１０］。④接骨板近端带有缝合孔，
术中可利用缝合孔进行克氏针临时固定，有助于粉碎骨块、移

位的骨突的缝合固定。⑤钢板和骨面不产生压力，对骨外膜的
损伤小，更符合微创的原则。⑥锁定钢板上设计有加压孔，术
中可以视情况打加压及拉力螺钉使得骨折的间接复位。而传

统的三叶草型钢板一般无法满意塑形，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

螺钉断钉或者滑出，且对软组织剥离多，出血多，对骨块的血供

少，恢复较慢。

本研究通过对两种内固定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锁定加

压钢板内固定组在手术时间、骨折愈合时间及临床疗效方面均

优于三叶草型钢板内固定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锁定

加压钢板治疗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术创伤较小，恢复快，疗效好，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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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约肌近端，一般无尿失禁表现，多因泌尿系感染症状

就诊。

３２　影像学检查　由于患侧肾脏小、功能差、位置异
常，本症较难通过单一的检查方法来确诊，常常需要多

种检查方法结合诊断。①大剂量ＩＶＰ是诊断本症的主
要方法。常规剂量的ＩＶＰ常表现为患侧肾及输尿管不
显影或显影差，仅见对此正常肾脏及输尿管。本组８
例，仅２例患侧肾区可见小片状造影剂显示。采用大
剂量延迟性 ＩＶＰ，大部分病例可见显影的小肾盂或部
分输尿管。②Ｂ超检查可作为初步筛选方法。对于小
于２ｃｍ［７］的小肾脏，Ｂ超不易显示作出诊断，有时会误
诊为患侧肾脏缺失。本组５例被误诊为孤立肾，需结
合临床症状做出综合判断。③ＣＴ平扫 ＋增强或 ＭＲＩ
检查，可显示发育不良肾脏的皮质厚度及扩张的输尿

管。对于Ｂ超怀疑或ＩＶＰ可疑病患可行 ＣＴ平扫协助
诊断，经 ＣＴ增强可进一步确诊。④逆行插管造影是
重要的补充检查手段。对于发现尿道口周围有滴尿的

异位开口的病例，可试用输尿管导管插入并注入造影

剂，如见输尿管显影，则可判断病变的一侧，但这是逆

行操作，且异位开口多位于尿道或阴道内，故不宜首

选。⑤９９ＴｃｍＧＨ肾皮质显像，近年来认为对于 Ｂ超及
大剂量ＩＶＰ各项检查均阴性的患者，可行９９ＴｃｍＧＨ肾
皮质成像方式来诊断体积细小、功能较差的肾脏［８］。

３３　治疗方法　手术是治疗本症的唯一方法。在对
侧肾功能正常情况下，可做患侧发育不良肾脏及输尿

管全切除。亦有学者［９］认为，对 ＩＶＰ显影肾脏长径≥
４．３ｃｍ者可保留肾脏行输尿管膀胱再植术。本组男
性患儿，ＩＶＰ显影肾脏长径约５ｃｍ，行患侧输尿管膀胱
再植术保留发育不良肾脏，预后良好。近年来，随着腹

腔镜技术的日益成熟，手术方式除传统开腹手术外，还

可行腹腔镜手术，本组中４例行腹腔镜下发育不良肾
及异位输尿管全切除，先找到输尿管，再顺着输尿管找

到发育不良的肾脏并切除，均达到良好的效果，无并发

症的发生。因为腹腔镜下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

且能达到传统开腹手术同样的效果，可首先考虑。不

管是何种手术方法，手术的关键都是输尿管的全长切

除。这是因为输尿管异位开口常因开口狭窄，引流不

畅导致输尿管迂曲、扩张，甚至形成囊肿，且多合并感

染，如手术切除不彻底，术后可能遗留输尿管残端遗留

征［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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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艾灸预处理配合西药防治冠心病的临床效果
韩雪梅，夏宝林，李科全

【摘　要】　目的　通过临床研究，探讨艾灸预处理配合西药防治冠心病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１０１例冠心病患者随机
分为艾灸预处理组与西药对照组。治疗组５３例，对照组４８例。经过６个月的临床治疗后，统计两组患者主要临床事件
及其他临床事件资料，监测比较血压、血糖、血脂和心电图变化情况。结果　６个月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冠心病防治的显
效率、总有效率分别是４３．４０％、９２．４５％，对照组患者冠心病防治的显效率、总有效率分别是２７．０８％、８３．３３％，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总临床事件和主要临床事件发生率分别为１５．０９％和１１．３２％，对照组总临床
事件和主要临床事件发生率分别为４７．９２％和３５．４２％，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心电图
改变、收缩压和舒张压平均值变化均较对照组患者明显改变（Ｐ＜０．０５）。结论　艾灸预处理配合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对
防治冠心病有较理想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　艾灸预处理；冠心病；阿司匹林肠溶片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４　Ｒ２４５．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５８０２

　　冠心病（ＣＨＤ）又称缺血性心脏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使血管狭窄或阻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１］。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冠心病的临床诊断、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和

治疗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多。冠心病的预防性的治疗主要集中

在病因治疗、降血压、降血脂治疗及抗血小板凝聚等方面，关于

艾灸预处理冠心病的研究仅见动物实验报道，未见临床应用的

报道。艾灸预处理是指在疾病未发生或未发作时给予艾灸治

疗，通过一定疗程的临床治疗，达到预防疾病发生或发展的“治

未病”目的的一种中医防病治病治疗方法。我课题组近２年运
用艾灸预处理配合西药阿司匹林肠溶片防治冠心病取得一定

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所选对象均来自２０１０年５月 －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就诊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人民医院心内科门诊及病房
的符合下列冠心病诊断的患者：①所有冠心病患者均经冠状动
脉造影确诊；②患者年龄≤７５岁；③属病情处于稳定期（稳定１
个月以上）的劳累性心绞痛；④有高血压病史。被排除患者：①
属高危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②劳力型心绞痛Ⅳ级；③１个月
内有急性心肌梗死发作史患者；④Ⅳ级心功能患者；三级高血
压患者；⑤有肝、肾或造血系统等原发病及糖尿病、脑梗塞、精
神病等疾病患者；⑥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⑦正服用其他抗缺血
中成药患者。符合上述诊断要求的患者共１０１例，在所有患者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随机分为艾灸预处理组（治疗组）与西药对

照组。治疗组５３例，其中男性２７例，女性２６例，年龄３５～７５
岁，平均年龄（５８．７±１２．１）岁。对照组４８例，其中男性２５例，
女性２３例，年龄３６～７５岁，平均年龄（５７．９±１０．１）岁。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西药对照组　该组所有患者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拜
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Ｈ２００８０３３１）１００
ｍｇ，１次／ｄ，酒石酸美托洛尔片（珠海经济特区生物化学制药厂
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７２８８）１２．５ｍｇ，２次／ｄ。连续治疗１个月
为１个疗程。
１２２　艾灸预处理组　在西药对照组的基础上配合艾灸预处
理。艾灸预处理取穴：百会、膻中、内关、丰隆、足三里。用艾条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科技立项项目（２０１１０４５３）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０２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人民医院社管中心
通讯作者：韩雪梅，电子信箱：ｙｕｘｉｎｇｕｏｚａ＠１２６．ｃｏｍ

每个穴位雀啄灸１０ｍｉｎ，１次／ｄ，连续治疗１０ｄ后间歇５ｄ再行
下一个治疗周期，每２个治疗周期为１个疗程。
１２３　对症处理　治疗期间如病情突然变化或加重，或并发
其他病症，均采用西医应急处理。同时治疗期间始终要求患者

合理饮食，适当运动，保持乐观生活态度，保证充足睡眠时间。

１３　观察指标与效果评价
１３１　观察指标　分别在入选治疗６个疗程后随访收集统计
主要临床事件及其他临床事件资料。监测比较心电图和血压、

血糖、血脂的变化情况。主要临床事件包括新发或复发心肌梗

死、因心绞痛住院或急诊、卒中、充血性心力衰竭、因其他心血

管原因住院或急诊如心律失常等致住院或急诊、因任何原因所

致死亡事件；除上述６项，其他各种非预计的住院或急诊事件
定义为其他临床事件［２］。

１３２　效果评价　冠心病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依据国家中
西医结合防治心绞痛、冠心病、心律失常研究座谈会《心绞痛、

冠心病及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进行临床疗效评价。显效：临

床症状基本消失或消失，心电图恢复到“正常心电图”或者“大

致正常”；有效：临床症状减轻或消失，心电图虽然未达到正常

水平，但是ＳＴ段降低经治疗后回升０．０５ｍＶ以上，在主要导
联倒置Ｔ波改变变浅达到Ｔ波由平坦变直立或者２５％以上，房
室或室内传导阻滞改善；进步：临床症状有所减轻，心电图稍有

改善；无效：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心电图基本没有多

大变化或加重。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通过收集整理临床资料，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
统计分析数据，分析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的防治效果、预处理

后冠心病的临床事件发生情况的差异和血糖、血脂、血压、心电

图改善状况等指标变化。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防治效果比较　经过６个月治疗后，两组
患者冠心病防治效果统计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经６个月治疗后冠心病防治效果统计表（ｎ，％）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５３ ２３（４３．４０） １９（３５．８５） ７（１３．２０） ４（７．５５） ４９（９２．４５）
对照组 ４８ １３（２７．０８） １４（２９．１７） １３（２７．０８） ８（１６．６７） ４０（８３．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统计结果显示，经过６个月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冠心病治
疗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是４３．４０％和９２．４５％，对照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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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治疗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是２７．０８％和８３．３３％，两
组比较，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事件分析　经过６个月治疗后，两组冠心
病患者临床事件发生情况见表２。

表２　两组冠心病患者经过６个月治疗后临床事件发生情况统计表（ｎ，％）

组别 ｎ 全因死亡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因心绞痛住院或急诊 需行ＰＣＩ／ＣＡＢＧ 卒中 因心衰住院或急诊 因心律失常住院或急诊其他临床事件

治疗组 ５３ １（１．８９） ０ １（３．７７） １（１．８９） ０ １（１．８９） ２（３．７７） ２（３．７７）
对照组 ４８ ２（４．１７） ２（４．１７） ４（８．３３） ２（４．１７） １（２．０８） ２（４．１７） ４（８．３３） ６（１２．５０）

　　资料显示，治疗后治疗组总临床事件和主要临床事件发生
率分别为１５．０９％和１１．３２％，对照组总临床事件和主要临床事
件发生率分别为４７．９２％和３５．４２％，两组比较总临床事件和主
要临床事件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血压、血糖、血脂和心电图变化　经过６个月治
疗后，两组患者血压、血糖（空腹）、血脂和心电图变化情况统计

见表３。

表３　两组冠心病患者血糖、血脂、血压和心电图变化统计表

组别 ｎ
血糖（ｘ±ｓ，

ｍｍｏｌ／Ｌ）
血脂（ｘ±ｓ，ｍｍｏｌ／Ｌ）
胆固醇 甘油三酯

血压（ｘ±ｓ，ｍｍＨｇ）
平均收缩压 平均舒张压

心电图变化（ｎ，％）
显效 有效 进步 无效

治疗组 ５３ ３．８２±０．１５ ３．１０±０．２５ １．１２±０．１４ １２８±９ ７６±１０ ２３（４３．４０） １９（３５．８５） ７（１３．２０） ４（７．５５）
对照组 ４８ ４．０１±０．２４ ３．６８±０．３４ １．５８±０．２８ １３０±１４ ７９±１６ １３（２７．０８） １４（２９．１７） １３（２７．０８） ８（１６．６７）
Ｐ值

!

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经过 ６个月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心电图改变总有效率
９２．４５％，对照组患者心电图改变总有效率８３．３３％，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平
均值较对照组明显改善（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糖、血
脂改变差异性不明显（Ｐ

!

０．０５），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
（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冠心病，属中医“怔忡”、“胸痹”、“真心痛”、“厥心痛”等病
证范畴。中医认为饮食劳倦，七情内伤，素体虚弱，寒邪凝滞等

因素导致心脏的气滞血瘀、阴阳失调而成冠心病。冠心病治疗

原则“不离乎心，不止于心”、“治标在通、治本在补”［３］。艾灸疗

法是一种建立在整体反应和自我调节基础上的中医自然疗法，

通过艾灸激发机体本身固有的机能状态、使机体阴阳平衡、气

行血畅，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目的。艾灸不仅可以益寿延年，而

且可以起到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作用［４］。

艾灸预处理古人称之为“逆灸”。“逆灸”一词首次出现在

东晋范汪的《范汪方》中［５］，明代高武在其著作《针灸聚英》中提

到：“无病而先针灸曰逆。逆，未至而迎之也”。逆灸作为灸法

防病保健的一种方法，是针灸“治未病”的重要内容。有关动物

实验证明，艾灸预处理对心肌缺血的大鼠心肌及对心肌细胞缺

血再灌注具有保护作用，可以延缓或者阻断缺血性心脏病的发

展进程，并且具有提高心肌组织在缺血时对一系列代谢紊乱的

耐受能力，增加心肌细胞的存活率，改善预后的作用［６］。近代

学者研究证明艾灸预处理对心肌缺血具有保护作用［７］。中华

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提出了多重心血管病危险综合防治建

议［８］，使得阿司匹林在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中的临床应用已

成为共识［９］。本课题研究证明，艾灸预处理配合口服阿司匹林

肠溶片对防治冠心病有较理想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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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与教育·

健康教育对流动孕产妇母乳喂养的影响
秦立梁，华建芳，秦立强

【摘　要】　目的　探索一种有效的流动孕产妇母乳喂养的健康教育方法。方法　把１５６例自愿接受全程母乳喂养健
康教育的流动孕产妇作为实验组，１５２例不愿参加本研究健康教育的流动孕产妇作为对照组，分析两组孕产妇的母乳喂
养知识掌握情况、母乳喂养自信心、喂养方式的选择，评价健康教育的效果。结果　经过健康教育后，实验组的母乳喂养
知识（９０．５４±３．４８）、母乳喂养自信心（１１０．５４±１７．４２）、纯母乳喂养率（７１．８％）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８２．４５±７．２６、
９０．８８±１６．２６、４２．８％（Ｐ＜０．０１）。实验组丈夫参与健康教育的孕妇母乳喂养知识得分（９３．４２±３．５６）、母乳喂养自信
心（１２３．４６±１２．３８）、纯母乳喂养率（７７．３％）显著高于丈夫没参与健康教育的孕妇（分别为８６．５４±４．４８、１０１．５２±
１５．６８、６４．７％）（Ｐ＜０．０１）。结论　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依托，组织流动孕产妇母乳喂养知识的健康教育，丈夫参与，产
后结合新生儿访视和电话随访是提高流动婴儿纯母乳喂养率的有效健康教育方法。

【关键词】　流动孕产妇；纯母乳喂养；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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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９０．５４±３．４８，１０．５４±１７．４２ａｎｄ７１．８％）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８６．５４±４．４８，１０１．５２±
１５．６８，６４．７％）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Ｉｎ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ａｂｏｖ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
ｔｈ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ｗｈｅｒｅｈｕｓｂａｎｄ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ｌｏ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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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在中国人口流动的社会大背景下，流动人口的母乳喂养问
题开始逐渐被人们关注。廖红文等［１］研究显示，流动产妇的母

乳喂养知识知晓率明显低于常居产妇。何武等［２］研究显示外

出务工妇女的子女母乳喂养率呈下降的趋势。我们以社区卫

生服务站为依托，组织对流动孕产妇进行健康教育，使流动孕

妇建立母乳喂养自信，掌握母乳喂养知识与技能，提高了纯母

乳喂养率，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苏州市流动单胎初产孕妇 ３０８
例。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抽样方法　在苏州市内随机选取１０个社区，在社区卫
生服务站，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在每个社区中取４０例流动孕
妇共４００例，按是否愿意全程接受健康教育分为实验组（２００
例）和对照组（２００例）。入选标准：自愿参与本研究，能与人正
常沟通的已婚且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单胎初产孕妇。筛出标准：

患病而不宜母乳喂养的孕妇。

１２２　调查方法　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依托，１０名调查人员
均由从业５年以上的全科医生或护士担任，并参考国家卫生部
妇幼司《母乳喂养咨询培训教程》统一培训，调查时调查人员讲

解调查表每项内容和填写方法，面对面进行调查。

基金项目：江苏省卫生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课题（Ｊｚ２０１００１）
作者单位：２１５００９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秦立

梁）；２１５００３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诊病房（华建芳）；苏
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秦立强）

通讯作者：秦立强，电子信箱：ｑｉｎｌｉｑｉａｎｇ＠ｓｕｄａ．ｅｄｕ．ｃｎ

　　孕妇以社区为单位按组建立移动电话飞信群，并详细登记
预产期，并告之应及时通过电话反馈具体分娩时间。健康教育

前用问卷一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内容包括母亲年龄及文

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喂养知识（２０题 ×５分）。生育后１
周内用戴晓娜修订的《母乳喂养自信心量表》（信度系数为

０．９３）［３］调查，内容包括２个维度（技能维度和内心活动维度）
共３０个条目，各条目按自信心强度分为１～５分，总分３０～１５０
分，分值越高表示母乳喂养自我效能越高。

研究对象生育４个月后采用问卷二调查，评估健康教育的
效果。问卷二内容包括产检时接受健康教育的次数、参加本研

究健康教育的次数、丈夫参加的次数、分娩方式、母婴健康状

况、喂养知识（２０题 ×５分）、喂养方式。喂养方式的评定标
准［４］：①纯母乳喂养，指除母乳外不给其他食物。②人工喂养，
指完全用其他乳类及代乳品喂养。③部分母乳喂养，指哺母乳
的同时加其他乳类及代乳品。

１２３　教育方法　应用飞信通知实验组健康教育的时间及地
点，同时邀请其丈夫参与。地点安排在各社区活动室以方便孕

妇就近参与，采用基于问题的（ＰＢＬ）教学法，结合多媒体课件、
视频、模型（娃娃、乳房）等教具，重点解决母乳喂养过程中常遇

到的问题，并对孕妇及家属提出的问题及时予以解释和指导。

产前健康教育分为４次，每次１ｈ，内容依次为母乳喂养的优
点、母亲生活方式的选择及乳房保健、母乳喂养的护理（哺乳的

频率及间隔、哺乳前中后的护理、如何排空乳房、判断乳量能否

满足婴儿等）、婴儿护理。产后结合新生儿访视及电话随访并

根据具体的喂养问题进行指导（母亲饮食、哺乳的方法等）。产

后１个月内，每周随访２次，２个月每周随访１次，３～４个月每
半个月随访１次。电话随访不能解决的，可到社区卫生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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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指导。对照组无其他特殊措施。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资料整
理与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来
评价教育效果。

２　结果
　　实验组共１７２例全程参加了健康教育。去除母亲发生较
严重的分娩期并发症、产后因母婴健康问题分离或不宜母乳喂

养者及其他原因，最终收回的有效资料为实验组１５６例和对照
组１５２例。
２１　两组孕产妇一般情况的比较　实验组和对照组孕产妇年
龄分别为（２５．４±２．２）岁和（２５．５±２．２）岁（Ｐ＞０．０５）。产检
时接受健康教育情况，实验组：从来没有接受２８例（１８．０％）、
接受１～２次８４例（５３．８％）、接受３次及以上４４例（２８．２％）；
对照组：从来没有接受 ３０例（１９．８％）、接受 １～２次 ８０例
（５２．６％）、接受 ３次及以上 ４２例（２７．６％）。χ２＝０．１６，Ｐ＞
０．０５。两组的人均月收入、分娩方式、母亲文化程度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产妇一般情况的比较（ｎ，％）

组别 ｎ
人均月收入（元）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分娩方式

阴道产 剖宫产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实验组１５６４０（２５．６） １１６（７４．４） １２５（８０．１） ３１（１９．９） ８１（５１．９） ７５（４８．１）
对照组１５２３５（２３．０） １１７（７７．０） １２１（７９．６） ３１（２０．４） ７８（５１．３） ７４（４８．７）
χ２值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Ｐ值 ０．５９ ０．９１ ０．９２

２２　两组孕产妇母乳喂养健康教育效果的比较　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纯母乳喂养率、部分母乳喂养率、人工喂养率分别为７１．
８％、１３．５％、１４．７％和４２．８％、３５．５％、２１．７％（χ２＝２６．５，Ｐ＜
０．０１）。两组母乳喂养知识评价得分、母乳喂养自信心得分比
较，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产妇母乳喂养自信心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ｎ 母乳喂养知识得分 母乳喂养自信心得分

实验组 １５６ ９０．５４±３．４８ １１０．５４±１７．４２
对照组 １５２ ８２．４５±７．２６ ９０．８８±１６．２６
ｔ值 １２．５２ １０．２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实验组丈夫是否参与健康教育效果的比较　见表３。
表３　实验组孕产妇丈夫是否参与健康教育效果的比较

项目 ｎ 母乳喂养知识得分 母乳喂养自信心得分 纯母乳喂养 （％）

丈夫参与 ８８ ９３．４２±３．５６ １２３．４６±１２．３８ ６８（７７．３）
丈夫没参与 ６８ ８６．５４±４．４８ １０１．５２±１５．６８ ４４（６４．７）
ｔ值／χ２值 １０．６９ ９．７７ ３．９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注：为ｔ值，＃为χ２值。

３　讨论
　　６０％的产妇决定喂养方式的时间是在怀孕之前，９８．９％的
产妇在出院以前已做出决定［３］。产前健康教育可以使孕妇及

早做好母乳喂养的准备，树立信心，提高纯母乳喂养率［５］。调

查结果显示，实验组的纯母乳喂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对

流动孕产妇母乳喂养知识的健康教育是有效的。

３１　丈夫参与可提高４月内纯母乳喂养率　调查结果表明，
丈夫参与健康教育的孕妇母乳喂养知识得分、母乳喂养自信心

得分、４月内纯母乳喂养率均高于丈夫没参与的孕妇。丈夫的
态度是产妇选择母乳喂养和决定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６］，态度

取决于其母乳喂养认知水平，夫妻双方共同参与健康教育，通

过互学互助，母乳喂养知识水平提高显著。家属参与还有助于

孕产妇母乳喂养信心的建立，提高母乳喂养技巧的掌握［７］。孕

产妇除了生理上的不适，还有心理上的变化。丈夫参与能给予

孕产妇足够的理解支持，帮助孕产妇顺利完成角色的转换，成

功担负起母乳喂养婴儿的责任。夫妻共同参与健康教育，增加

家庭凝聚力，促进母婴健康［６］，有利于母亲坚持纯母乳喂养。

３２　就近组织健康教育可增加教育覆盖面　调查结果表明，
完成本研究４次健康教育的实验组１５６例中因产检时接受母
乳喂养教育的比例不高，１～２次的为５３．８％（８４例）、３次及以
上的为２８．２％（４４例）。流动孕产妇因为家庭收入及文化程度
偏低，存在“产检是浪费金钱和时间”的错误认知［８］，进而影响

产检时接受母乳喂养健康教育的覆盖面，但她们有获得母乳喂

养知识的需求，而依托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近组织健康教育有两

个好处（教育免费、节约路上及等候的时间），可增加教育覆盖

面。

３３　产后随访指导可使母亲产后４月内坚持纯母乳喂养　流
动孕妇通过产前母乳喂养知识健康教育能较好地掌握相关知

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发生遗忘。孕妇向产妇的角色转化，

情绪易波动。初产妇没有经验，哺喂母乳时易紧张。产后定期

的电话随访可使产妇及家属的母乳喂养知识得到巩固［９］，哺乳

的经验缺乏导致的问题及紧张情绪能得到针对性的指导与心

理支持，有利于母亲在产后４月内坚持纯母乳喂养。
本次调查发现对流动孕产妇母乳喂养健康教育可以显著

提高４月龄内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但仍低于《中国妇女儿童
发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提出的到２０１０年以省为单位母乳喂
养率达到８５％的要求。在当前就业的严峻形势下，流动孕产妇
就业的小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法保证其母乳喂养的权利；

奶品商的宣传，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孕产妇人工喂养的意识［１０］；

城市女性的喂养方式也会影响流动孕产妇喂养方式的选择。

因此要提高流动人口纯母乳喂养率，不但需要卫生部门的努

力，更需要全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母乳喂养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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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乳腺癌患者心理分析和护理干预研究
赵峰

【摘　要】　目的　对乳腺癌患者心理状态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寻找影响情绪的不良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方
法。方法　结果　乳腺癌患者中ＳＣＬ９０的总均分比对照组高，达（１．６３±０．３７）分，各项因子中Ｆ１（躯体化症状）、Ｆ４（抑
郁）和Ｆ５（焦虑）的平均得分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护理干预后总均分和各因子的平均分
数均下降（Ｐ＜０．０５）。结论　乳腺癌患者的负性心理特征经护理干预后明显缓解。应该对术后乳房缺失患者提供广泛
而持续的心理支持，采取多种适当的护理干预措施，给予正确有效的心理疏导，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战胜

疾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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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ＣＬ９０ｓｃａｌｅｓｗｅｒｅ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ｎ３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ＣＬ９０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ｒｓ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ＳＰＳ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ＣＬ９０ｗａｓ１．６３±０．３７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Ｆ１（ｂｏｄ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Ｆ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Ｆ５（ａｎｘｉｅｔｙ）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ＣＬ９０ｗｅｒｅａｌ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ｍａｓｔｅｃｔｏｍｙ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ｏｂｅａｔ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乳腺癌是一种严重影响妇女身心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疾
病，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并逐渐趋于年轻化，成为导致妇女

死亡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１］。乳腺癌患者不仅要承受来自

癌症本身的打击，而且还将面对乳房缺失所致躯体形象受损带

来的一大心理冲击，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障碍发生率远高于其他

恶性肿瘤患者［２］，往往会产生许多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张

红霞等［３］提出心理行为干预已经成为乳腺癌综合治疗的主要

组成部分。本文通过症状自评量表（ｓｙｍｐｔｏ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ＳＣＬ
９０）［４］对３９例乳腺癌患者进行心理状态的调查、分析、总结，根
据不同患者的不同心理状态采用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护理干预

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实验组选择于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在
蚌埠医学院肿瘤外科行手术治疗的３９例乳腺癌患者，均为女
性，均经病理切片确诊，年龄最小 ３１岁，最大 ７３岁，平均
（５２．８５±９．２８）岁。对照组共３２例，选择对象为本科室收治的
其他肿瘤患者。两组间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评分方法　ＳＣＬ９０量表测试的内容分为 １０个因子，包
括：Ｆ１（躯体化症状）、Ｆ２（强迫症状）、Ｆ３（人际敏感）、Ｆ４（抑
郁）、Ｆ５（焦虑）、Ｆ６（敌意）、Ｆ７（恐怖）、Ｆ８（妄想）、Ｆ９（精神症
状）、Ｆ１０（附加项目），涉及不同方面的９０个问题。分值设置：
由１分至５分以整数逐渐递增，评价标准依据分值大小顺次排
列为：无症状，轻微症状，中等程度症状，症状偏重，症状严重，

分别于护理干预前后应用 ＳＣＬ９０量表让患者自行评分，同时
结合护理人员根据 ＳＣＬ９０量表对患者的评分结果，测定每位
患者的总均分和各项因子平均得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全部统计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分
析，应用ｔ检验，平均数用（ｘ±ｓ）表示。

２　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 ＳＣＬ９０总均分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在各因子中，Ｆ１（躯体化症状）、Ｆ４（抑郁）和 Ｆ５（焦
虑）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其余各因子的平均
得分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乳腺癌患者与对照组ＳＣＬ９０表调查分析情况（ｘ±ｓ）

组别 ｎ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Ｆ７ Ｆ８ Ｆ９ Ｆ１０ 总均分

乳腺癌组 ３９ １．９１±０．３８ １．６２±０．４１ １．５２±０．４９ １．９８±０．７１ １．８１±０．５６ １．６３±０．４４ １．３１±０．２６ １．２９±０．３８ １．２６±０．２８ １．５１±０．４７ １．６３±０．３９
对照组 ３２ １．３７±０．３１ １．５９±０．３６ １．６４±０．５４ １．４９±０．５５ １．４６±０．４３ １．５８±０．４７ １．２３±０．２１ １．３５±０．４１ １．２１±０．２４ １．４９±０．４５ １．４４±０．３７
ｔ值 ６．４６ ０．３２ ０．９８ ３．１９ ２．９０ ０．４６ １．４０ ０．６４ ０．７９ ０．１８ ２．０９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护理干预前后乳腺癌患者ＳＣＬ９０评分情况显示：采取适当
的护理干预措施后，有显著意义的Ｆ１（躯体化症状）因子的平均
得分均明显下降（Ｐ＜０．０１），Ｆ４（抑郁）、Ｆ５（焦虑）２个因子平均
得分较护理干预前均有下降（Ｐ＜０．０５），总均分也由干预前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三科

１．６３±０．３７降为１．４６±０．３４，干预前后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论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恶性肿瘤本身对人的
生命、健康具有巨大的影响，其治疗、预后又难以预料的，故肿瘤

患者常常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５］。乳房被视为女性第二性征，

·２６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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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重症肝炎患者抑郁情绪的干预观察
秦昱

【摘　要】　目的　探讨腺苷蛋氨酸对慢性乙肝重型肝炎患者抑郁情绪干预治疗的疗效。方法　１２０例慢性乙肝重型肝
炎合并抑郁患者，按照随机对照的原则分为两组观察组６０例在常规内科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腺苷蛋氨酸治疗，对照组６０
例采用常规内科治疗。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２周、４周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进行抑郁程度评定，同时监测肝功能变
化。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２周评分下降不明显，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４周后观察组评分
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在治疗后２
周、４周ＴＢｉｌ、ｒＧＴ、ＴＢＡ均明显下降（Ｐ＜０．０５）。两组 ＡＬＴ、ＡＳＴ均明显下降，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腺苷蛋氨酸在治疗慢性乙肝重型肝炎的同时，对患者的抑郁情绪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　腺苷蛋氨酸；乙肝；重型肝炎；抑郁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６２　Ｒ７４９．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６３０２

　　慢性乙型重型肝炎由于病程长、病情反复，加上经济、家庭
的压力，社会歧视等因素，患者倍受疾病和身心压力的双重折

磨，极易出现抑郁症状，从而对疾病的恢复产生不利影响［１］。

作者单位：６１０２００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

近年来研究表明，腺苷蛋氨酸不仅能够延长慢性乙肝重型肝炎

患者生存率、抑制肝纤维化进程，而且在改善抑郁症等方面的

作用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对６０例慢性乙型重型肝炎
合并抑郁症患者应用腺苷蛋氨酸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

手术往往造成乳房的缺失，对患者的形体美产生不可挽回的破

坏，对于社会地位高、文化程度高的患者，焦虑更多来自于形体

的改变和对生活质量的高要求［６］，因此乳腺癌患者的心理问题

较其他肿瘤患者更加突出、严重。及时、准确、客观地评价乳腺

癌患者的心理状态，制定出个性化的有效护理干预措施，减轻

或消除不良情绪对疾病治疗和预后的影响，是临床护理工作的

目标。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能够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个
体在患病状态下的心理及精神状态，是一种综合性的精神症状

评定量表，实践证明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有效度，由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吴文源教授引入我国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后，在临

床护理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７］。运用 ＳＣＬ９０对３９例乳腺
癌患者进行心理状态测试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 ＳＣＬ９０总
分高于对照组，抑郁、焦虑等症状评分也明显高于其他肿瘤患

者，充分说明乳腺癌患者的焦虑、抑郁、悲观等不良心理状态严

重，对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效果和预后存在明显主观臆断，从

而影响了疾病的治疗和护理。

表２　护理干预对乳腺癌患者心理的影响（ｎｉ＝３９，ｘ±ｓ）

时间 Ｆ１ Ｆ４ Ｆ５ 总均分

护理干预前 １．９１±０．３８ １．９８±０．７１ １．８１±０．５６ １．６３±０．３７
护理干预后 １．５３±０．３２ １．６１±０．５６ １．４９±０．５１ １．４６±０．３４
ｔ值 ４．５０ ２．５６ ２．６４ ２．１１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ＭｏｃｋＶ等［７］的研究表明恶性肿瘤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适

当辅以正确的护理干预方法，对减轻患者负面情绪、保持正确

心理状态，提高身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有重要意义。我们针对

ＳＣＬ９０量表的调查结果采取相应地护理干预，主要包括：①主
动与患者沟通，介绍疾病的发病原因，手术治疗的方法、目的和

重要性，术前准备的内容，术后功能锻炼的方法和目的及自我

保健等。②积极与患者沟通，宣传应对知识、有效应对方式和
策略［８］。采取多种方式与患者主动沟通，可单独交谈或书面问

卷等，让患者表达出内心真实感受，并给予耐心针对性的解答，

及时提供良好的心理环境，增加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建立起良

好的护患关系［９］。③传递疾病相关的信息：运用患者及家属可
以接受的途径介绍该疾病的相关知识及科学的治疗方案，充分

说明乳房缺失后可以通过乳房重建、佩带义乳等给予纠正形体

缺陷，帮助患者克服消极情绪；指导患者做深呼吸放松，缓和精

神紧张，教会病人运用放松技术。④帮助患者寻求心理支持：
与家属交谈让其了解心理支持的重要性，鼓励家属尤其是配偶

多照顾、体贴患者，共同参与患者术后康复锻炼，满足其心理和

生活上需求，帮助实现得到更多人同情和关心的愿望。实施上

述的护理干预措施明显地减轻了乳腺癌患者的负面情绪和不

良心理状况。

总之，蔡雁等［１］的研究结果提示，护理人员应该对术后乳

房缺失患者提供广泛而持续的心理支持，采取多种适当的护理

干预措施，给予正确有效的心理疏导，减轻或消除不良情绪的

影响，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并

进而可去除手术后自卑、抑郁心态，应作为乳腺癌一种常规的

治疗手段［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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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０８年４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收治１２０例
慢性乙肝重型肝炎合并抑郁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２０００年西
安全国病毒性肝炎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的标准［２］，

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进行抑郁程度评定。其中男性７２例，
女性４８例，年龄２９～６８岁，平均年龄（４２．１±６．４）岁，病程２～
１６年，平均（６．７±２．５）年。将患者按照随机对照的原则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抑郁
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内护肝科治疗，观察组在常
规内科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腺苷蛋氨酸治疗，予腺甘蛋氨酸１０００
ｍｇ加入０．９％氯化钠１００ｍｌ静脉滴注，１次／ｄ。两组患者疗程
均为４周。
１３　疗效评定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２周、４周后应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进行抑郁程度评定。根据ＨＡＭＤ评分，总计２１项，
轻度抑郁１７～１９分，中度抑郁２０～２９分，重度抑郁 ＞２９分。
同时检测肝功能，包括：ＴＢｉｌ、ＡＬＴ、ＡＳＴ、ｒＧＴ、ＴＢＡ。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版统计学软件包，数据以

（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进行组间疗效比较，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患
者治疗前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周
评分下降不明显，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４周后观察组评分明显下降，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评分
治疗后评分

２周 ４周
观察组 ６０ １４．７±１．１ １２．５±４．５＃△ ８．１±２．２▲

对照组 ６０ １４．２±１．３ １３．８±５．６＃ １２．１±３．６＃

　　注：两组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间比
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变化比较　两组在治疗后 ２
周、４周 ＴＢｉｌ、ｒＧＴ、ＴＢＡ均明显下降（Ｐ＜０．０５）。两组 ＡＬＴ、
ＡＳＴ均明显下降，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慢性乙肝重型肝炎合并抑郁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变化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ｒＧＴ（Ｕ／Ｌ） ＴＢＡ（μｍｏｌ／Ｌ）

治疗组 ６０ 治疗前 ５６．５±１３．４ ２８８．３±８８．４ ２４４．２±８０．９ １３３．７±３３．５ ４０．４±１１．６
治疗２周 ３７．７７±６．３ １９４．３±６５．７ ９８．５±１１．３ ８１．６±２４．３ ２５．６±６．２
治疗４周 １６．８±３．４ ４６．２±２０．６ ４１．８±１２．５ ５１．２±１７．７ １１．４±３．３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５４．８±１２．９ ２７７．８±８６．３ ２３８．６±８１．７ １２８．９±８５．９ ３８．８±１３．２
治疗２周 ４２．５±７．４ １８３．２±６７．３ ８８．５±１２．４ ８０．２±２８．９ ２７．８±７．２
治疗４周 ２５．１±８．３ ５３．５±２２．６ ４４．７±１３．８ ７７．６±２３．１ １５．２±４．１

２３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３　讨论
　　慢性乙肝重型肝炎患者的蛋氨酸代谢异常是早已公认的
事实。研究表明肝脏患者对额外的蛋氨酸的消除能力减弱［３］。

慢性乙肝重型肝炎患者蛋氨酸的合成减少，因为 ＭＡＴ１Ａ表达
减少，肝脏蛋氨酸活性降低，用蛋氨酸治疗可以增加肝脏还原

性谷胱甘肽水平并且提高患者的存活率。我国是乙型肝炎高

发区，而重型肝炎后肝硬化是严重和不可逆的疾病，患者常因

疾病痛苦及精神压力而发生焦虑和（或）抑郁障碍［４］，在临床上

多表现为乏力、情绪低落、缺乏动力、对生活失去兴趣、失眠、烦

躁等抑郁焦虑症状，而且抑郁障碍的发生率与疾病的严重程度

有关。

腺苷蛋氨酸是生物体内的一种天然分子，存在于人体各种

组织中，是由腺苷蛋氨酸合成酶催化蛋氨酸和三磷酸腺苷

（ＡＴＰ）反应形成的自然化合物，是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主要作
为甲基供体，参与各种酶促转甲基和转巯基过程，是必需氨基

酸如半胱氦酸以及牛黄酸、谷胱甘肽的前体［３］，且具有解毒、抗

氧自由基、增加膜的流动性、抗炎症介质及保护细胞骨架等功

能，能够全面保护肝细胞，也是脑内一个重要的甲基供体，参与

激素、神经递质、核苷酸、蛋白质和磷脂的合成途径。此外，另

有研究表明腺苷蛋氨酸还可能与对抗病理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的作用密切相关，它可抑制ＴＮＦＱ的表达，从而降低血清
ＴＮＦ水平，减轻肝细胞损伤程度。腺苷蛋氨酸制剂是一种护肝
及抗抑郁药物，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已经应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在欧洲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抑郁症的处方药，在俄罗斯也广泛用

于有抑郁症的肝病患者，而在美国是作为抗抑郁症的营养补充

剂［６］。有研究表明，该药不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及抗胆碱能不

良反应，尤其适用于合并有慢性肝脏疾病的患者，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天然抗抑郁药物，在用该药治疗伴有明显焦虑症状的患

者时应适当加用抗焦虑药［７－８］。

本研究结果表明，腺苷蛋氨酸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有较

好的疗效，改善肝功能各项生化指标，有效缓解患者的抑郁情

绪，且使用安全，无明显毒副作用，不失为治疗慢性乙型重型肝

炎合并抑郁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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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李文萍

【摘　要】　目的　通过分析厦门市城市三级医院管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模式，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可持续性发展
的、便捷高效、优质价廉的基层医疗机构和服务，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和健康管理问题。方法　对２００８年初至
２０１１上半年及２０１１年至今两个阶段，厦门市城区三级医院办社区的模式转变，从政策制定、经费投入、人力资源管理和
业务管理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　城市三级医院一体化管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人力资源和业务管理方面具有
明显的优势，但仍然存在着一个机构内两套财务管理制度，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与《医院财务制度》，同时运

行所引起的混乱与困扰，以及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带来三级医院与基层地方政府工作协调不畅的问题。结论　现阶段，
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开展适合当地情况的多种形式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政府主导下的三级医院办社

区是切实提高社区卫生管理和服务质量，就近解决群众基本医疗和保健问题的值得推广的模式之一。

【关键词】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级医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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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卫生服务是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
也是实现全社会享受基本医疗和实现初级卫生保健战略目标

的重要措施。如何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厦门市在城区进行了

“三级医院办社区”模式（简称“厦门模式”）的探索，其目的在

于建立和完善具有可持续性的公立医院支持社区卫生服务的

长效工作机制，可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利用，既有利于居民整

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推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目标

的实现［１］。

厦门市三级医院办社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２００８年初。按照《关于改革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破解人民群
众“就医难”的决定》（厦委［２００７］５１号）的文件精神，厦门市根
据实际情况，推出了城市基层医疗机构管理模式：即将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按照功能划分为医疗服务中心和公共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由三级医院管办，依托三级医院，尽快

提升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规范管理制度

和流程，建立顺畅的双向转诊渠道，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公共卫

生服务中心由区政府管办，将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纳入区级政府

管辖范围，财政全额拨款，政府职能部门对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进行监管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按

照上述模式运行３年，体现出如下特点。

１　三级医院办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优点
１．１　管理规范　三级医院具有丰富的医院管理人力资源和完
善的规章制度，使得医院管办下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制度健

全，管理规范。财务制度保证了社区资金使用的规范；采购制

度保障了社区药品、物品采购的质量和安全；医疗、护理管理制

度保证了社区医疗、护理的服务质量。

１．２　资源共享　在三级医院管办下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信息
系统与医院共享。方便了患者在社区与医院之间的就诊信息

传递，一些常规医学辅助检查，如放射、心电和化验等，可以让

患者就近在社区医院完成，通过医院局域网的信息传递，由三

级医院出具检查结果报告，既保证了医疗质量，又解决了放射、

心电等专业技术人员紧缺的问题，依靠三级医院的专业技术优

势，带动了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技术水平提升；医院规范的培

训制度有利于尽快提升社区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保证了医务

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持续改进；专家定期下社区，有利于在群众

中建立信任和口碑。三级医院的技术支撑，为社区与医院的会

诊、转诊和抢救建立了顺畅的衔接。

２　区级政府管办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优点
区级财政经费保证了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来源，保证了社

作者单位：３６１０００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社区卫生管理部

　　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区政府的行政资源有利于调动和组
织街道、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的力量，共同应对公共卫生任务和

事件。

３　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不同管辖行政区划所带来的问题
３．１　服务职能不清　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职能是“六位一
体”，即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其中基本

医疗、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将基本医

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分割、划归不同隶属关系的做法，导致基本

医疗和公共卫生职能不清，工作不易衔接和配合，资源浪费。

３．２　运行机制不畅　基层医疗的定位是面向全社会提供基本
医疗服务：执行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实行“零挂号”、药品“零差

率”等优惠政策，以公益性为主；三级医院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加强社区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高双向转诊率等方面具有明

显的优势，但是在财政拨款不能满足社区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时，三级医院出于经济利益和工作负担的考虑，缺乏办好社区

医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３．３　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难以解决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上半年期
间，厦门市社区医疗中心技术人员以临时聘用为主。由于职业

规划和发展前景不明朗，社会地位不高、待遇低下等问题，导致

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招聘不到，现有人员不安心。以厦门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管辖的三个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为例：服务人口２０
万～３０万（不含流动人口），总计４５名社区医生，其中本科学历
９人（２０．０％），大专学历１７人（３７８％），中专及以下学历１９人
（４２２％）；高级职称４人（８９％）；中级职称９人（２００％）；初
级职称３２人（７１１％）；本科及中高级职称８０％以上为退休返
聘人员；护理人员１８名，其中大专学历６人（３３３％），中专学
历１２人（６６７％）；中级职称 ５人（２７８％），初级职称 １３人
（７２２％）；区属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人员的配备和学历层次也很
低。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训情况，主要表现为专

业水平较低和缺乏全科医学培训两个方面［２］，制约了社区卫生

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影响到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赖，人力

资源成了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瓶颈。

３．４　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社区医疗和公共卫生
服务中心分开的做法，不仅使技术人员分流，还造成服务场所

各自独立，面积都不大；原本不多的中低端医疗和信息化设备，

还存在着重复投入和闲置浪费。特别是三级医院指导开展社

区医疗的财政投入较少，从根本上没有摆脱政府对医疗卫生服

务系统的关注呈现重综合医院、轻社区卫生的状况，使社区医

疗服务长期处于较低水平［３］；基层医疗机构既没有“挣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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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导致三级医院加重负担，对社区卫生

建设缺乏积极性。

４　政府主导下三级医院对社区卫生一体化管理的探索
鉴于上述问题的逐渐显现，厦门市政府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对社

区卫生服务工作进行了改革和重新布局，制定了《厦门市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方案》（厦府办［２０１１］１３６号），开始了
“厦门模式”的第二阶段探索。２０１１年７月，厦门市社区医疗服
务中心与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合并，基层医疗机构定性为全

民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政府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解

决了面积不少于２０００ｍ２的工作场所，进行了装修改造，统一配
置了数字Ｘ光机（ＤＲ）、彩超、全自动生化仪等医疗设备；根据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的常住人口数核定编制，人员经费全额拨

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财、物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前提下，

由三级医院实行“一院两制”统一管理。

由于以政府为主导，财政大力投入，三级医院解除了经济

顾虑，依靠管理和技术优势，短时间内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

行了全面提升：既保留和发扬了以往的经验和优势，又在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了强化和提升：①人力资源方面。“三级医院”、
“全民事业单位”的条件，吸引并招考到不少高层次的医学专业

技术人员，既有硕士毕业生，也有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为解决

基层医疗机构人力资源的专业素质低、队伍不稳定打下了良好

基础；并且社区医务人员对三级医院有更好的归属感和荣誉

感。②信息、行政和后勤管理方面。由三级医院的职能科室延
伸管理，信息共享，适时监管；行政事务有章可循，管理规范；基

本建设体现专业特色；院感管理和诊疗流程科学有序；物资采

购和管理建章立制，质量保证———为实现业务合作、双向转诊

创造了条件。③医疗和护理质量方面。侧重管理、培训、带动
和支持，将社区医护人员的业务培训纳入三级医院“三基”培训

和管理中，医院和社区的医护人员按照同样标准进行考核，起

点高，要求严，保证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护理质量持续

改进。只有好的医疗质量，才能真正吸引群众前来看病，而不

仅仅是进社区医院开药。

５　对当前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的思考
　　２０１２年３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规划及实施方案》，厦门模式在建立社区与医院和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方面，组建纵向一体化医疗集

团，以院办院管方式，发挥公立医院在人才、技术、管理和服务

方面的优势［４］，做出了有益探索。但是也遇到了一些体制、机

制方面的问题，例如：①如何处理三级医院差额拨款和基层医
疗机构全额拨款的财务管理问题，在一个法人的医疗机构内并

行两种财务制度（《医院财务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

制度》），势必带来一些执行上的混乱。②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涵
盖的药品种类和数量与三级医院的用药种类和用药习惯相比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转诊到社区的病人经常面临着无药可用的

尴尬。③社区卫生工作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很大程度
上要依赖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乃至区级政府，特别是入户建档

或随访，没有居委会甚至片警的协助，很难被群众接受；三级医

院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不同的隶属关系带来沟通协作上的困

难。④即使三级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体化管理，实现真
正的资源共享、双向转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原因：从社

区层面看，技术水平有限是主要问题；从三级医院看，医院对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不够信任，医院考虑病人康复的连续性，医院

考虑其经济利益等都是待解决问题，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建

设不够完善［５］。

目前，我国各地的基层社区卫生发展不平衡，各有特色。

通过分析厦门模式的变革，我们的体会是：①政府组织领导是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６］；②由于我
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多种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各地政

府职能部门要加强区域性标准化制定和监督；③三级医院管办
社区的核心是一体化管理，对社区专业技术人才的吸引和培

养，持续不断地提升社区技术服务能力，逐步改变基层医院医

生普遍水平及学历较低、能力较差、难以获得居民信任的状态。

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是保证医疗质量，真正吸引群

众到社区就诊的关键。有调查显示，居民不愿意到社区卫生医

疗机构看病的主要原因，选择“医生医术水平低”、“医疗服务项

目有限”和“医疗设备陈旧”、“药品品种不全”的比例分别是

３３６％、２３４％、２３４％、２３１％［７］。所以，通过三级医院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联合体的构筑，畅通大医院与社区医院的双

向转诊渠道，真正做到小病进社区，康复在社区，逐步实现社区

首诊、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的服务体系，能够促进合理利用医

疗资源，更好地推进区域卫生规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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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卫生应急能力现况调查
徐学琴，孙宁，黄玮，周勇，徐玉芳

【摘　要】　目的　了解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建议，为卫生监督机构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河南省４０家
县级卫生监督所进行问卷调查，从基本情况、预案制定、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培训演练、装备储备及经费等方面进行调查。

通过文献研究、调查结果分析，结合被调查单位提出的需求，提出相应的建议。结果　收回有效问卷３９份，有效应答率
９７．５％。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在专门应急机构设置率、兼职机构设置率、应急人员数量、应急队伍设置率、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数目、应急经费、应急人员学历等方面，均存在不足。结论　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卫生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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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７．５％．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ｌｌｅｘｉｓｔｅｄ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
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ｒｏｏｐｓ，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ｃ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ｍｏｕｎｔ，ｔｈｅ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ｕｔｌａｙ，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ｗｏｒｋｅｒ’ｄｅｇｒｅｅ，ｅｔｃ．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ａｐａｃｉ
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ｔ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突发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食物

中毒、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１］。若不能正确、及时应对突发

事件，不仅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公众心理恐惧，

甚至导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威胁国家安全。因此，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置能力是应急体系人员必须掌握和运用的技术技能

之一，也是卫生监督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２］。

县级监督机构处于卫生应急的第一线，需在第一时间赶赴

突发事件现场，执行卫生监督任务，其应急能力对快速调查突

发事件原因，判断突发事件的发展趋势，防止突发事件的扩大

蔓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了解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以下简称卫生应急）能力，进行了本

次调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河南省东部、西
部、南部、北部和中部各抽取一个市，对该５市所有县（区）级卫
生监督机构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项目包括基本情况、机构建

设、队伍建设、培训演练、装备储备、经费等。

１２　调查内容与方法　调查表采用全国卫生应急基本情况调
查表（卫生监督机构用表）。调查内容为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
８月间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调查结果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建立数据库，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的整理及统计分析。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１０２４００４４０００２）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０８郑州市，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徐学琴，孙宁，徐

玉芳）；４５０００３郑州市，河南省卫生厅应急办（黄玮，周勇）
通讯作者：徐玉芳，电子信箱：ｈｎｘｕｙｆ＠１６３．ｃｏｍ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基本情况　共调查了４０家单位，收回有效问卷３９
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７．５％。所调查单位中，有４７．４％的单位设
有独立突发事件应急部门，７３．７％的单位没有独立办公用房。
没有独立突发事件应急部门的单位中，有３５．３％的单位指定了
其他部门作为兼职机构承担卫生应急工作，多为监督科、稽查

科、办公室。实际从事卫生应急的工作人员占总编制人数的

４６．０４％，其中医学专业人员比例为 ４１．１１％，平均年龄
（３５．９０±９．２１）岁。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下，其中大专及本科学
历占６３．６％。９７．４％的单位制定了有关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置的预案及技术方案。

２２　突发事件应急队伍建设的情况 　调查对象中，２９家
（７４．４％）单位下发文件成立了专门的应急队伍，平均每个单位
１．６６类，１．５４支。卫生应急队员中，以初级职称人员为主
（９６．８５％），高级职称者较少，中级以上职称占３８．９％。７２．４％
的单位配置有卫生应急队伍后勤保障支持人员。

２３　卫生应急演练情况　２００８年度累计演练１７次，２００９年度
累计１９次，２０１０年度截至８月底累计１０次。其中４７．８３％为
桌面演练，５２．１７％为实战演练；７６．０９％为本单位演练，８．７０％
为跨单位演练，１５．２２％为跨部门演练；涉及人数从数人至数百
人不等。

２４　装备、储备情况　用于卫生应急的专用办公车辆平均每
单位１．２台，均无独立通讯设备。应急通讯方式主要是移动电
话和固定电话。所调查的３９家单位均无用于现场卫生应急的
微生物检测车及理化检测车等。仅２０．７％的单位有卫生应急
物资实物储备，卫生应急物资的储备地点８０％在本单位仓库。
物资储备实物价值平均每单位仅数千元，但各单位相差较大，

最高者可达１．５万元，最低为０。
２５　工作经费情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度，每年均有５３．８％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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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没有用于卫生应急年度预算的日常工作经费，有日常工作经

费的单位中最高的达３５．０万元，最低为０．５万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每年均有６１．５％的单位没有用于卫生应急年度预算的储
备金，有储备金的单位中最高的为１．０万元，最低为０．２万元。

３　讨论
３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显示，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部门卫
生应急能力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县级卫生监督机构在专

门应急机构设置率、专业应急队伍设置率及卫生应急人员占总

编制人数的比例等方面均较低。

全国卫生监督人员中，７１．２０％的人员拥有大专以上学历
（县级），３０．４５％的人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县级），４３．４％的人
员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３－４］。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卫

生应急人员的学历低于全国水平（Ｐ＜０．０５），中级以上职称所
占比例和全国水平相当（Ｐ＞０．０５）。
３２　演练　培训与演练是提升卫生监督队伍综合素质的有效
手段，是加强自身能力与现场处置能力的重要措施，是积累经

验的有效方法［５］。完善的应急演习预案和定期的开展演练，能

有效地促进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６］。作为突发事件应

急的重要部门，各县级监督机构应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与

演练。本次调查中：各单位积极开展演练，但演练内容以食物

中毒事件为主，其他方面的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较少；演练以本

单位为多，跨单位跨部门较少。而突发事件的应急是需要各部

门共同参与、协调合作的，通过多次的跨部门演练，在实际应急

工作中能更好地协作，高效、快速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３３　应急部门装备　由于工作经费紧缺，河南省县级卫生监
督机构应急装备不足。主要为：应急专用办公车辆及车辆专用

独立通讯设备缺乏；卫生应急专用的微生物检测车、理化检测

车、消毒车、移动生物安全实验室车缺乏；卫生应急物资实物储

备缺乏。这将直接影响现场应急工作的开展，影响突发事件应

急的速度和效率，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及时控制。

３４　工作经费　卫生应急年度预算的日常工作经费及卫生应
急储备金逐年略有增长，但各单位经费差距较大，且较多单位

没有相应工作经费，总体经费缺乏。但根据当年卫生应急工作

需要，政府会临时追加工作经费。

３５　问题及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河南省县级卫生监督机构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调查及初步分析，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相应的建议如下：①无独立应急机构，突发事件专业应急
队伍种类及数量少。各卫生监督机构应设置卫生应急职能科

室。建立与任务相匹配的应急队伍和完善规范化的模块运行

机制，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管理，组织协调、物资保障、教育训

练等，一旦事发，即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完成任

务使命［７］。②应急人员编制短缺。大多监督机构不能建立独
立应急机构以及不能建立突发事件应急专业队伍的主要原因

是人员编制的限制。应按照《卫生监督体系建设指导原则》配

备相应的专业人员。③应急经费不足，应急资源匮乏。加强突
发事件应急流行病学调查、传染源隔离、医疗救护、现场处置、

监督检查、监测检验、卫生防护等有关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

人才资源储备是十分必要的［８］。④加强应急处置技术能力建
设。包括提升应急人员的综合素质，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应急的

预案、方案，提高现场和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⑤加强培训及
演练。卫生系统相关机构要加强对卫生监督机构培训及演练

工作的重视，认识到培训与演练工作对卫生监督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卫生监督机构的工作需

要，合理组织和规划每年参加培训的人数、培训的次数、培训的

级别、培训的内容［９－１０］。

总之，各监督机构应加强自身的管理，合理配置科室和业

务人员，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发挥现有专业人员的工作

热情和能力，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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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儿童保健区域团队服务模式与儿童保健质量分析
陈晓，兰雅平

【摘　要】　目的　探讨儿童保健区域团队服务模式与儿童保健质量分析。方法　按地段划分区域，组建社区儿童保健
区域团队，以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２３家社康中心０～２岁社区儿童为对象，每个社康中心抽取１８０名儿童，共计４１４０
人，即从０，１，２岁组中随机抽取常住、暂住儿童各３０名，其中女童２１２０人，男童２０２０人。结果　在儿童保健区域团队服
务模式实施前后（第一、二、三阶段）儿童保健进行比较分析，儿童保健覆盖率、系统管理率、体弱儿管理率、特殊儿童发

现率、相关业务完成指标和家长育儿知识知晓率均有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儿童保健区域
团队服务模式可以提高儿童保健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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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期人生重要时期之一，儿童的健康成长影响着整个民
族未来综合实力的发展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医学

模式也在悄然转变，人们对儿童的保健服务要求也显著增加。

儿童保健服务是衡量社会是否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１］，也是社

区卫生服务组成的重要部分。

基于深圳市院办院管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运行特色，将医

院下属的中心按照区域分组，组建区域团队共同提供的儿童保

健服务，探讨社区儿童保健区域团队的服务模式及成效。先对

社区儿童保健现状进行调查，包括儿童保健覆盖率、系统管理

率、体弱儿管理率、特殊儿童发现率、相关业务完成指标、家长

育儿知识知晓率［２］。实行项目后每半年对以上指标进行统计

分析，评价项目的成效，为建立和推广社区儿童保健区域团队

的服务模式提供科学的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１年６月深圳市院办院管的社区健康服务
中心设立儿童保健工作团队。该团队由１２名人员组成，包４
名全科医师、３名预防保健医生、２名社区护士、１名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１名心理卫生医生、１名妇幼保健医生。学历：本科６
名，大专４名，中专２名；职称：中级７名，初级５名；年龄在２４～
４２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３３．６１±３．９２）岁。以我院２３家社康
０～２岁社区儿童为对象，每个社康抽取１８０名儿童，共计４１４０
人，即从０，１，２岁组中随机抽取常住、暂住儿童各３０名，其中女
童２１２０人，男童２０２０人。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工作流程　全科医生作为服务团队的队长，需要管理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广东省深圳市科学技术局立项课题（２０１１０３１６４）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３３广东省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熙园社康中心（陈晓）；香

蜜二村社康中心（兰雅平）

通讯作者：陈晓，电子信箱：５９４９４０５１８＠ｑｑ．ｃｏｍ

和协调同时承担儿童保健的一系列工作。预防保健的医生需

要承担社区儿童计划免疫以及预防接种的服务任务；妇幼保健

医生需要承担通知新生儿家长去服务中心接种以及体检的任

务，另外还要对家长进行新生儿保健指导［３］；心理医生需要对

家长进行心理上的相应指导咨询；社区护士需要搞好社区儿童

联系、回访等等调查工作；居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员需要加强社

区的宣传力度，搞好信息的反馈工作。对于体弱儿童，可建立

体弱儿童专案；危重儿童，还需转到上级医院。整个工作流程

过程可有效提高儿童的保健体检率，最大程度避免接种事故的

发生［４］，保证保健服务的安全。

１２２　调查方法　第一阶段（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７月）按
地段划分区域，组建社区儿童保健区域团队，以我院２３家社康
０～２岁社区儿童为对象，每个社康抽取１８０名儿童，共计４１４０
人，即从０，１，２岁组中随机抽取常住、暂住儿童各３０名，进行社
区儿童保健现况调查。内容包括：儿童保健覆盖率、系统管理

率、体弱儿管理率、特殊儿童发现率、相关业务完成指标、家长

育儿知识知晓率。第二、三阶段（２０１１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
完善儿童体检项目及设备配套、合理安排区域各社康的儿童保

健日，拓展相关业务范围、建立社区网上交流平台，开展各种形

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实行项目的既定管理模式。每半年进行

０～２岁儿童保健覆盖率、系统管理率、体弱儿管理率、特殊儿童
发现率、相关业务完成指标、家长育儿知识知晓率的调查分析，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方案。

１３　指标观察　实现该项目前、实行后每半年对以下指标进
行调查：儿童保健覆盖率（指儿童中接受了１次及以上体格检
查的人数）、系统管理率（指按时进行体检的儿童人数）、体弱儿

管理率（缺铁性贫血、中度以上营养不良、佝偻病、肥胖）、特殊

儿童发现率（即该时间段内特殊儿童发现数除以儿童基数，包

括高危儿、出生缺陷、智力发育迟缓、听力异常、视力异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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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业务完成指标（６个月查血常规、６个月查骨碱性磷酸酶、乙
肝表面抗体、听力筛查、视力筛查、智力筛查）、家长育儿知识知

晓率（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均衡营养、智力开发、佝偻病的预

防）［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儿童保健区域团队服务模式实施前后（第一、二、三阶段）
儿童保健进行比较分析，儿童保健覆盖率、系统管理率、体弱儿

管理率、特殊儿童发现率、相关业务完成指标和家长育儿知识

知晓率均有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儿童保健区域团队服务模式实施前后儿童保健质量比较（ｎ，％）

阶段 时间 儿童数 儿童保健覆盖情况 系统管理 体弱儿童管理 特殊儿童发现数 相关业务完成指标 家长育儿知识知晓

第一阶段 ２０１１．６－２０１１．７ ４１４０ ２３６９（５７．２２） ２１１６（５１．１１） ４３７（１０．５６） ２７６（６．６７） １９７８（４７．７８） ２１８５（５２．７８）
第二阶段 ２０１１．８－２０１２．１ ４１４０ ２８５２（６８．８９） ２８０６（６７．７８） ８５１（２０．５６） ５９８（１４．４４） ３０３６（７３．３３） ３０８２（７４．４４）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２．２－２０１２．８ ４１４０ ３８４１（９２．７７）＃ ３７４９（９０．５６）＃ １１７３（２８．３３）＃ ７１３（１７．２２）＃ ３５８８（８６．６７）＃ ３１２８（９３．３３）＃

ｔ值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２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比较，＃Ｐ＜０．０５；与第一阶段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在经过一系列的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如果采用团队工作模
式和相应的服务流程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程

度，这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委会以及社区居民三者之间就

产生了相互的互动效应［６］。社区中心需要做到定期与家长进

行相互沟通，同时需要及时通知家长带领儿童进行接种疫苗和

定期体检，这样就能够使得一站式儿童服务模式更好的进展下

去。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需要做到对社区的宣传工作做好，并且

做好相关的联系和信息反馈工作，并且还要定时的做社区满意

度调查，这样能够让社区工作人员知道在服务工作中的不足之

处，从而进一步改进，尽量将做到最好［７］。

对于儿童保健模式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做到温馨化和规范

化。在改造完社区中心流程之后要保持儿童保健区环境明亮

宽敞，布置一些温馨并且带有趣味性的装饰物，在墙壁上可以

适当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儿童墙画，还可以放置一些玩具，为

儿童和家长提供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空间。舒适的体检环境、

合理的布局能够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进行服务。

为了提高儿童保健人员的素质，在儿童保健的系统管理

中，需要强调的是指导和监测的相关服务的个性化和人性化，

对于此既要有专业性也要全面的进行保健服务。社康中心的

保健团队的组成人员需要熟练掌握相关儿童保健知识和技能，

另外，其还要接受相应的接种和预防等等全面的培训［８］。此

外，社区还要进行各种相关的专业讲座以及经验交流会，同时

邀请市级专家级教授前来讲课，从而全方位有效的提高工作人

员对儿童服务的保健，让社区儿童保健得到健康稳定的发

展［９－１０］。

总而言之，对于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儿童保健服务模式

能够有效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成长，另外又方便了群众，

从根本上达到了合理配置。因此，儿童保健区域团队服务模式

可以提高儿童保健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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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阜阳市社区医护人员全科医学培训现状调查
陶兴永，董建华，李迎春，万宇辉，胡传来

【摘　要】　目的　了解阜阳市社区医护人员全科医学培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方法　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社区医护
人员接受全科医学培训的频次、层次和效果，培训中的问题和影响依从性的因素等，共调查了２０４人。结果　在过去３
年里，４９．５％的人接受了１～２次全科医学培训，１９．６％的人接受３次以上的培训，３０．９％的人没有接受过培训。接受过
培训的１４１人中，反映自身知识和业务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占４０．４％，工作方式和理念有很大转变占６１．０％，其中公共卫
生医生的反映最好。调查对象对目前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反映最多的是缺乏实习环节或实习安排不合理，而工作时

间上的冲突是影响参加培训依从性的最主要因素。结论　全科医学培训还应扩大人员覆盖面，强化实习环节，并合理安
排培训时间。

【关键词】　社区卫生服务；全科医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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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针对社区医护人员的培训有多种层次和形式［１］，其中

全科医学培训是当前提高社区卫生人员服务能力的主要途径

之一。为了解社区医护人员参加全科医学培训的实际情况，总

结培训经验，并找出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使将来全科医学

培训更趋于科学合理，我们于２０１１年８月对阜阳市社区医护人
员进行了全科医学培训现状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结合区域规划和经济发
展水平，从阜阳市颍州、颍东和颍泉区各抽取２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同时随机抽取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辖的２个社区
卫生服务站一并列为调查现场。被抽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服务站所有在岗的医护人员均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不包

括检验、药房等科室人员。共发放调查问卷２１１份，最终获取
有效问卷２０４份，有效应答率９６．７％。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自填式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社
区医护人员的个人基本情况、所参加的全科医学培训情况以及

对于目前培训的看法和需求等。募集调查员４名，由安徽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老师和研究生组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问卷由课题组成员进行整理编号，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库录入，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率的比较使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医护人员２０４人，其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区卫生与全科
医学系（陶兴永，李迎春，万宇辉，胡传来）；２３６０００阜阳市卫
生局基妇科（董建华）

通讯作者：胡传来，电子信箱：ｈｕｃｈｕａｎｌａｉ＠ａｈｍｕ．ｅｄｕ．ｃｎ

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６４人，占 ８０．４％，社区卫生服务站 ４０
人，占１９．６％。调查对象中男性８９人，占４３．６％，女性１１５人，
占５６．４％；年龄构成以中青年占多数，其中＜３０岁组占３７．７％，
３０～４０岁组占３４．８％；４０～６５岁组占２７．５％。学历以中专和
大专为主，共占９４．１％；职称以初级为主，占７０．１％，中级及以
上的占１９．６％，还有１０．３％的被调查者尚无职称；调查对象中
临床医生占 ５４．４％，预防保健医生占 １２．７％，社区护士占
３２．８％。
２２　调查对象接受培训的频次　所有调查对象在过去 ３年
里，接受过１～２次全科医学相关培训的有１０１人（４９．５％），接
受３次以上培训的 ４０人（１９．６％），没有接受培训的 ６３人
（３０．９％）。不同机构间，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人员未参加培训的
比例占５０．０％，比例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医护人员间，年龄在３０岁以下和４０
岁以上的人员未接受培训的分别占４１．６％和３２．１％，较３０～
４０岁年龄组的人员高，组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专业
岗位人员中，公卫医生和社区护士未参加过培训的比例略高于

临床医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３　调查对象接受培训的层次和效果　在接受过培训的１４１
人中（注：选项为多选），选择接受过国家级培训的 １７人
（１２．１％），省级培训的 ３８人（２７．０％），市级培训的 ６９人
（４８．９％），区级培训的２８人（１９．９％），单位内部培训的３９人
（２７．７％）。１１８人（８３．７％）参加培训认为最主要出于工作上
的需要，１８人（１２．８％）认为是出于上级要求，出于兴趣和其他
的分别有２人。

接受过培训的人员中对自身知识和业务水平有很大提高

的有５７人（４０．４％），有一定的提高的７６人（５３．９％），没什么
提高的８人（５．７％）。接受培训后在社区卫生工作的方式和理
念方面，觉得自己有很大转变的８６人（６１．０％），有部分转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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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３５．５％），没什么转变的５人（３．５％）。不同岗位人员比较
显示公共卫生医生的效果反映好于临床医生和社区护士，见表

２。
表１　不同组别人员过去３年参加全科医学培训的情况（ｎ，％）

组别 人数 ３次以上 １～２次 ０次 χ２值 Ｐ值

机构 中心 １６４ ３４（２０．７） ８７（５３．０） ４３（２６．２） ８．５４３ ０．０１４
站 ４０ ６（１５．０） １４（３５．０） ２０（５０．０）

年龄组（岁） ＜３０　　 ７７ １４（１８．２） ３１（４０．３） ３２（４１．６） ９．９８５ ０．０４１
３０～４０　 ７１ １７（２３．９） ４１（５７．７） １３（１８．３）
４０～６５　 ５６ ９（１６．１） ２９（５１．８） １８（３２．１）

岗位 临床医生１１１ ２６（２３．４） ５６（５０．５） ２９（２６．１） ４．０３７ ０．４０１
公卫医生 ２６ ５（１９．２） １２（４６．２） ９（３４．６）
社区护士 ６７ ９（１３．４） ３３（４９．３） ２５（３７．３）

合计 ２０４ ４０（１９．６） １０１（４９．５） ６３（３０．９）

表２　不同岗位医护人员接受培训效果的反映分布情况（ｎ，％）

岗位　　
知识和业务水平

很大提高 有部分提高 没什么提高

工作方式和理念

很大转变 有部分转变 没什么转变

临床医生 ３１（３７．８） ４６（５６．１） ５（６．１） ５２（６３．４） ２９（３５．４） １（１．２）
公卫医生 １０（５８．８） ６（３５．３） １（５．９） １３（７６．５） ４（２３．５） ０
社区护士 １６（３８．１） ２４（５７．１） ２（４．８） ２１（５０．０） １７（４０．５） ４（９．６）

２４　目前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在接受过培训的１４１人中，关
于目前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注：选项为多选），选择最多的

是缺乏实习环节或实习安排不合理，占４４．７％，选择时间安排
不合理（３９．０％）、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３４．８％）、形式化气氛
过浓（３０．５％）均在３０％以上，此外还有教学方式和方法不合理
（１６．３％）、授课教师水平问题（１１．３％）和其他问题（７．１％）。
２５　影响社区医护人员参加培训依从性的因素　在接受过培
训的１４１人中，对培训影响因素的选择上（注：选项为多选），最
高的为与工作时间上的冲突占７０．９％，其次有单位支持方面
（４７．５％），培训费用（３６．２％），交通和住宿问题（２９．８％），家
庭问题（９．２％），还有５．７％的医护人员选择了其他因素。

３　讨论
３１　社区医护人员全科医学培训仍需要扩大覆盖面　社区医
护人员的全科医学培训并非是一项短期的突击式工作，不仅需

要时间，还应点面结合，使在社区工作的卫生人员转变工作态

度和方式，学习和掌握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工作的必要技能。

本次调查显示阜阳市的社区医护人员在过去３年里接受１～２
次培训的近 ５０％，接受 ３次以上培训的近 ２０％，但仍然有
３３．６％的人没有接受相关的培训。未接受全科医学培训的比
例与王元元等［２］对合肥市社区卫生工作人员调查的３２．４％比
例基本接近，但报告率高于另外两项调查［３－４］。但后续的培训

工作中，还需要扩大培训的覆盖面。本次调查还显示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人员未参加培训的比例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低龄

和高龄医护人员未接受培训的比例较高，提示以后的培训中应

更多的考虑这些人员。

３２　全科医学培训层次多样，培训效果明显　全科医学培训

设计的对象范围广、人数多，显然培训工作需要从国家到地方

多级有序开展，本调查中社区医护人员接受过从国家到地方层

次多样的培训。如何在逐级培训中保证培训的质量是关键。

在主观能动性上，本次调查人员多数能够出于工作需要参加培

训，沈沁等［５］对北市市社区医生的调查也显示，参加全科医学

培训的目的最主要原因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从培训效果上

看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培训能够使自身知识和业务水平、工作的

方式和理念发生转变和提高，当然应用培训效果的模型进行评

价可能更为系统、科学［６］。

３３　培训中问题依旧突出，影响因素较多　全科医学培训所
针对的主要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的一线医护人员，培训的内

容和形式要求往往也较高。本次调查中反映目前培训存在的

问题是缺乏实习环节或实习安排不合理，此外时间安排不合

理、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形式化气氛太浓等问题也相对突出。

社区培训师资目前多来自于三级医院卫生技术人员，临床经验

很丰富，但常缺乏对社区的深入了解［７］。培训中更应综合采取

多样化的培训手段，如专题讨论、情景演示、案例描述等［８］。调

查显示社区医护人员对业余集中面授和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

学方式最为欢迎［９］。调查对象中认为影响参加培训依从性的

主要因素为工作时间上的冲突、单位支持方面、培训费用、交通

和住宿问题，其中工作上的冲突也在其他调查中被认为是主要

的因素［５，１０］。目前社区卫生人力资源依然紧缺，而居民对于健

康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得社区医生的工作任务繁重。培训工作

中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模式，合理地安排培训时间，使更多的

医生能够兼顾工作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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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住院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血压、血脂调控情况的分析
高芳

【摘　要】　目的　了解住院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血压调控情况，为老年患者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提供一定的参
考。方法　为在老年病科住院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提供统一的调查表格，采用问卷及调阅病例相结合的方式填写相关资
料。结果　糖尿病患者１３６例，占住院患者１４．６６％；约８０．９％的患者检测ＨｂＡ１ｃ，６１．８％的患者达标；糖尿病伴高血压
的比例为８０．１％，治疗率为１００％，达标率为３８．２％；甘油三酯达标率为６６．９％，胆固醇达标率为５０．０％，高密度脂蛋白
达标率为３３．１％，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率为６５．４％。结论　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已重视血糖、血压及血脂的综合
治疗，但高血糖的检出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糖尿病；老年；血糖；血压；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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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我国２０岁以上成年人糖尿病患
病率为９．７％［１］，同时老年糖尿病患者不断增加。对老年糖尿

病患者的调查，有助于提高对老年糖尿病的认识，为临床工作

积累经验。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我科共有老年住院患者９２８
例，其中糖尿病患者 １３６例，占 １４．６６％，男性 ９９例，女性 ３７
例。年龄最大９３岁，最小６０岁。其中２型糖尿病１３４人，占
９８．５％，另有服用糖皮质激素及胰腺疾病继发糖尿病各１例。
４例住院期间发生低血糖，占２．９％，卧床患者占２４．３％；糖尿
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中，以脑梗塞发病率最高，其次是心绞痛

和短暂性脑供血不足（ＴＩＡ）。

１２　调查方法　本研究提供统一的调查表格，医生通过对患
者的访谈，回顾病历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收集信息，填写调查表

格。调查的内容包括：①个人基本资料；②糖尿病类型、饮食控
制、体育锻炼、血糖控制及并发症；③血脂增高及控制情况；④
血压增高及控制情况；⑤低血糖的发生调查中所涉及到的血
糖、血压、血脂等标准以最新《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２］为
参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完成，数据
以均值、标准差、范围或百分比表示。

２　结果
　　调查人群的基本资料，见表１。

表１　１３６例糖尿病患者人口统计基本资料

性别 ｎ
平均年龄

（岁）

平均发病

年龄（岁）

平均病程

（年）

吸烟人数

比例（％）
有心脑血管病

史比例（％）
饮食控制

比例（％）
体育锻炼

比例（％）
并发症

（％）
卧床

（％）
男性 ９９ ８０．１７±７．３０ ７０．５３±１０．００９．５０±９．２０ １９．２ ６７．７ ７６．８ ５０．５ ４４．４ ２５．３
女性 ３７ ７６．６０±７．３３ ７０．７３±１０．２０８．２２±７．２０ １６．２ ６７．６ ６２．２ ３７．８ ３７．８ ２１．６
合计 １３６ ７９．２１±７．４０ ７０．５８±１０．００９．１６±８．７０ １８．４ ６７．６ ７２．８ ４７．１ ４２．６ ２４．３

２１　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的结果　在所调查的１３６名患者
中，１１０人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检测率为８０．９％。糖化血红
蛋白的平均值（７．０８±１．６０）％，按《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的标准［２］，ＨｂＡ１ｃ达标率为６１．８％，３８．２％未达标。
２２　空腹及餐后血糖的结果　调查中所有人均测定了空腹血
糖，８６．０％测定了餐后血糖，前者的平均值为（９．０３±２．３）
ｍｍｏｌ／Ｌ，后者为（１１．３５±３．８）ｍｍｏｌ／Ｌ。按照《中国２型糖尿病
防治指南》（２０１０）的标准，空腹血糖达标率为５６．６％，餐后血糖
达标率为４８．８％。
２３　血压的控制情况　糖尿病患者伴高血压的比例为８０．１％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科

（１１０例），治疗率为１００％，达标情况（＜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１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４２例，达标率为３８．２％，其中＜１６０／１００ｍｍＨｇ
为９３人，所占比例为８４．５％；降压药物中应用频率较高的为
ＡＣＥＩ类、ＡＲＢ类和钙拮抗剂类。
２４　血脂控制情况　所调查的人群中，血脂检测率为１００％，
甘油三酯的平均值为（１．６４±０．８５）ｍｍｏｌ／Ｌ；胆固醇为（４．５５±
１．１５）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为（１．００±０．３０）ｍｍｏｌ／Ｌ；ＬＤＬＣ为
（２．２３±０．６７）ｍｍｏｌ／Ｌ。按《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２０１０）
的标准，其达标率分别为：甘油三酯（＜１．７ｍｍｏｌ／Ｌ）为６６．９％
（９１例），胆固醇（＜４．５ｍｍｏｌ／Ｌ）为５０％（６８例），高密度脂蛋
白［ＨＤＬＣ＞１．０ｍｍｏｌ／Ｌ（男），ＨＤＬＣ＞１．３ｍｍｏｌ／Ｌ（女）］为
３３．１％（４５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２．６ｍｍｏｌ／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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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４％（８９例）。

３　讨论
　　本次关于糖尿病情况的调查在老年患者中展开，老年糖尿
病患者具有年龄较大，病史长，并发症多，卧床患者多，合并冠

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３］，用药比较复杂的特点；但同时由于

多为离休或退休干部，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自身健康的关

注度较高，能够控制饮食，糖尿病相关知识容易普及，故

ＨｂＡ１ｃ、血脂等达标率较全国其他类似调查［４］结果好。此外本

次调查还有一些特点。

３１　糖尿病患者占住院患者比例偏低　我国最近一次全国范
围糖尿病患病率调查［１］显示：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
在２０％以上。亦有研究表明：２型糖尿病患病人群中６０岁以上
占５０％以上，糖尿病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中国心脏病调
查组调查［５］显示：冠心病住院患者中糖尿病患病率为５２．９％。
本组患者平均年龄大，患多种疾病，糖尿病患病率仅为１４．６６％，
远远低于全国同类人群的调查。我国人群有餐后高血糖的特

点，对非糖尿病患者我们仅检测空腹血糖，使大量糖尿病患者

被漏诊，故应加强住院患者ＯＧＴＴ检测及增加餐后血糖检测。
３２　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的检测仍未纳入常规　此次调查
ＨｂＡ１ｃ达标率较高，ＨｂＡ１ｃ与年龄呈负相关［６］，反映过去２～３
个月的血糖水平。糖化血红蛋白作为糖尿病血糖控制的检测

指标，已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美国１型糖尿病控制及并发
症实验、英国２型糖尿病控制与并发症和《中国２型糖尿病防
治指南》等均已把ＨｂＡ１ｃ作为糖尿病检测的重要指标，但在临
床工作中，尚未充分认识 ＨｂＡ１ｃ的意义，对其监测及重视程度
不够，ＨｂＡ１ｃ应作为糖尿病患者常规必查项目。
３３　低血糖的发生控制较好　在纳入调查的糖尿病患者中低
血糖的发生率为２．９％，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低血糖症为糖尿
病患者降糖治疗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据报道，７％糖尿病合并
低血糖因神经精神症状就诊于医院［７］，而老年患者应用磺脲类

药物低血糖发生率为２０％［８］。若低血糖不能及时纠正，会导致

脑死亡等严重后果，因此老年糖尿病患者治疗重点为避免低血

糖，而非强化治疗控制血糖［９］。

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治疗原则与一般成年人相似，优化

降糖治疗，同时兼顾血压及调脂，有利于保护靶器官，延长寿

命，提高生活质量，但是应考虑患者年龄大，基础疾病多［１０］，用

药多的特点，并且严格预防低血糖，特别是严重低血糖事件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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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律失常。酸碱平衡失调、电解质紊乱时诱发肺小

动脉痉挛，心脏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导致心律失常发

生，而Ｈ＋增高和高血钾会发生传导阻滞和室性心律
失常；低钾、低氯、代谢性碱中毒也诱发心律失常。心

功能不全时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肾素 －血管紧张
素－醛固酮系统激活，使心律失常易发生。

肺心病心律失常类型较多，常见有窦性心动过速、

房早、室早、心房颤动、束支传导阻滞、室上性心动过速

等［６］。肺心病合并心律失常病死率明显高于无心律失

常者，应引起临床高度重视［７］，关键是治疗发病原因，

消除诱因。一般经过治疗后肺心病的感染、缺氧、酸碱

平衡失调及电解质紊乱可自行消失。如持续存在，可

根据心律失常类型及肺心病特点选择药物［８］：①合并
左心衰的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心室率 ＞１００
次／ｍｉｎ）可考虑使用西地兰［９］；②有明显供血不足的
室上速，胺碘酮效果好；③紊乱性房性心动过速可予以
维拉帕米和胺碘酮；④无明显心衰及支气管炎症的各
种室上速可用普罗帕酮；⑤有心衰及低血压患者禁用
维拉帕米［１０］。

综上所述，肺心病并发心律失常常有诱因，治疗原

则与一般心律失常不同，关键是治疗发病原因，消除诱

因，仅在心律失常持续存在时谨慎使用药物。本观察

分析了临床上常见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常见诱因、类

型及治疗方法，为更好地临床处理肺心病心律失常提

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１］　张炜平，周长珏．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并发心律失常３８９例临床分
析［Ｊ］．医学综述，２０１１，１７（６）：９５０９５１．

［２］　何永利．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与心律失常的关系［Ｊ］．临床肺科杂
志，２００２，７（３）：９７．

［３］　王华，韦仁姣．肺心病心律失常１３０例临床观察分析［Ｊ］．中国医
药指南，２０１１，９（９）：２３２４．

［４］　王吉耀．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内科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５：４２４６．

［５］　屈百鸣．心律失常诊治新理念［Ｊ］．浙江医学，２０１３，３５（０５）：３２７
３２９．

［６］　肖桂贤，陆放，张永红．慢性心源性心脏病并发心律失常９８例临
床分析［Ｊ］．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０８，４６（１３）：１５５．

［７］　陶立刚，谢东阳，姜丽萍，等．２０２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与心律失常
临床分析［Ｊ］．赣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１）：１２７．

［８］　陆再英．内科学［Ｍ］．７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９５９７．
［９］　谢协忠．慢性肺心病心律失常１１８例临床分析［Ｊ］．中国冶金工业

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２（７）：６３２６３３．
［１０］　王亚丽，高玉梅．肺源性心脏病心律失常的临床特点［Ｊ］．临床医

学，２００８，２８（１２）：１７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４７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调查研究·

充填因素对牙折裂的影响因素调查
胡坤娥

【摘　要】　目的　评价窝洞的充填因素对牙折的影响。方法　应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收集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７
月来煤炭总医院就诊已进行窝洞充填超过１年的１２５６颗后牙，其中发生２３８颗牙折的临床病例，分析影响其牙折发生
的相关因素。结果　银汞充填的牙齿７８３颗，有１８２颗牙齿发生折裂（２３．２％）。金嵌体的牙齿９５颗，有２３颗（２４．２％）
发生折裂，而树脂充填牙数为３１２颗，折裂牙数为２６颗（８．３％），瓷嵌体牙齿６６颗，发现折裂的牙数为７颗（１０．６％）。
银汞合金及金嵌体充填较树脂与瓷嵌体充填牙折裂的发病率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就充填的类型来看，
Ⅱ类充填的牙齿５７６颗，发现１２７颗牙齿（２２．０％）折裂，Ⅰ类充填的牙齿６８０颗，其中１１１颗折裂牙（１６．３％），Ⅱ类充填
较Ⅰ类充填折裂的发生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充填材料的选择和充填的类型是影响牙折的重
要因素。

【关键词】　窝洞充填；牙折；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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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ｖｉｔｙｆｉｌｌ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Ｔｏｏｔｈ；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牙折是窝洞充填后主要并发症之一，经常表现为咬合不
适，或者表现为冷刺激敏感。发生牙折的牙齿可发生牙髓炎甚

至牙齿劈裂需要拔除［１］。本文回顾性分析了不同充填材料充

填后造成牙折的相关表现，以为临床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对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７月就诊于北京煤
炭医院口腔科且窝洞充填在１年以上的患牙进行调查。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文采用流行病学＂个例调查＂方法，调查内
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充填物情况以及牙折相关资料。调查表

由２名高年资主治医生结合询问病史、查看病历和填写临床检
查。牙折病例纳入标准：有１年以上窝洞充填或者嵌体修复，
患牙有咬合不适，偶有咬在一特定部位引起短暂撕裂样疼痛病

史，症状可自行缓解，可以伴冷热刺激痛。临床检查牙合面可

见与发育沟吻合的裂隙，延伸越过边缘嵴，止于邻面牙冠；Ｘ线
未见牙周及根尖周炎病变，观察牙折的方法有肉眼观察，透照

法，２．５％碘酊染色法，显微镜。记录充填材料及洞型的类型。

２　结果
　　共检查１２５６个窝洞充填患牙，其中２３８颗牙齿确诊为牙折
裂，诊断方法通过直视（４８％），透照（１８％），染色（１７％），显微
镜检查（９％），以及治疗中诊断（８％）。检查银汞充填的牙齿
７８３颗，有 １８２颗牙齿发生折裂（２３．２％）。金嵌体的牙齿 ９５
颗，有２３颗发生（２４．２％）发生折裂，而树脂充填牙数为 ３１２
颗，折裂牙数为２６颗（８．３％），瓷嵌体牙数６６颗，发现折裂的
牙数为７颗（１０．６％）。银汞合金充填及金嵌体充填较树脂与
瓷嵌体牙折裂的发病率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从充填的洞型来看，Ⅱ类充填的牙齿５７６颗，发现１２７颗牙齿
（２２．０％）折裂，Ⅰ类充填的牙齿 ６８０颗，其中 １１１颗折裂牙
（１６．３％），Ⅱ类充填较Ⅰ类充填折裂的发生率高，差异具有统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８北京市，煤炭总医院口腔科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银汞是一种有着１００多年应用历史的充填材料，具有较强
的机械强度，并且在固化前有充裕的塑形时间，但是由于汞污

染的问题以及色泽的限制，近年来临床逐渐减少使用。树脂类

材料色泽良好，与牙齿粘接有效并且色彩协调。随着铸造工艺

的发展以及材料学的进步，嵌体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取得了

很好的治疗效果。本研究中，牙折与充填体的类型显著相关。

银汞充填的牙齿和金嵌体的牙齿更易于发生折裂，而树脂充填

和瓷嵌体充填的牙齿的牙折发病率较低。与 Ｓｅｏ的观察一
致［２］。充填牙齿的发生牙折的原因尚不明确，发生的原因可能

是咀嚼时牙齿受到的咬合力和充填材料随着热膨胀引起了牙

尖的形变。就几种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来说，银汞（２２～２８
ｐｐｍ／℃）和金（１４ｐｐｍ／℃）的热膨胀系数都比牙齿（８～１１
ｐｐｍ／℃）的高，因而更容易引起折裂。而瓷的热膨胀系数（４～
１２ｐｐｍ／℃）与牙齿接近，是较理想的充填材料。复合树脂
（２８～４５ｐｐｍ／℃）虽然热膨胀系数较大，但是在固化时有２％～
５％的聚合收缩，所以体积变化不大。而且，树脂和粘接层的低
弹性模量补偿了热膨胀和咬合时的压力引起的形变［３］。应该

注意的是如果缺损的体积越大，边缘线越长，越不利于树脂的

粘接［４］。此外，树脂和瓷与粘接材料以及粘接材料和牙齿之间

有微机械粘接或者是化学粘接，从而在发生热膨胀时能够保持

一致。虽然现在也有银汞或者金的粘接充填，但是也不能避免

隐裂的发生，因为热膨胀系数仍是重要因素。

有研究认为隐裂的发病和充填的大小有关［５］。充填体积

越大，咀嚼时容易产生微裂［２］，温度变化和异常咬合力也易诱

发隐裂的形成［６］。有研究发现与正常牙齿相比，Ⅰ类充填和Ⅱ
类充填的牙齿更容易发生隐裂［７］。ＣａｍｅｒｏｎＣＥ［８］报道说Ⅱ类
充填因为破坏了边缘嵴，牙齿结构受损，其发生隐裂的可能性

是Ⅰ类充填的２．４倍。但ＲｏｈＢＤ等［９］认为Ⅰ类充填比Ⅱ类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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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隐裂发生率高。还有报道认为两种充填之间无差异［１０］。本

研究中Ⅰ类洞型发生折裂的比例是１６．３％，Ⅱ类洞型发生折裂
的比例是２２．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邻接关系的破坏导
致合力的不合理分布可能是折裂发生率较高的原因。

充填材料的种类以及洞型的类型与牙折有关。根据本研

究，为了预防隐裂，粘接性树脂或者瓷嵌体是目前充填修复的

首选材料。随着材料学的发展和粘接技术的不断提高，将会为

医生和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参考文献

［１］　樊明文．牙体牙髓病学［Ｍ］．３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３５１４０．

［２］　ＤｅｏｇＧｙｕＳｅｏ，ＹｏｕｎｇＡｈＹｉ，ＳｕＪｕｎｇＳｈｉｎ，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ｒａｃｋｅｄＴｅｅｔｈ［Ｊ］．ＪＥｎｄｏｄ，２０１２，３８（３）：２８８２９２．

［３］　ＪｉａｎｇＷ，ＢｏＨ，Ｙｏｎｇｃｈｕ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ｌａｒｓｒｅ
ｓｔｏｒ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ｌａｙｓｏｒｏｎｌａｙ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ｎｄｏｄｏｎ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Ｄｅｎｔ，２０１０，
１０３（１）：６１２．

［４］　赵然．ＣＨＡＲＩＳＭＡ树脂修复楔状缺损失败的临床分析［Ｊ］．河北医
学，２００８，１４（９）：１０２６１０２７．

［５］　ＢｅｒｍａｎＬＨ，ＫｕｔｔｌｅｒＳ．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Ｅｎｄｏｄ，２０１０，３６（３）：
４４２４４６．

［６］　余辉，余建桥．１２５例中老年人牙隐裂疗效临床分析［Ｊ］．中华全
科医学，２０１０，８（１）：７２．

［７］　ＵｄｏｙｅＣＩ，ＪａｆａｒｚａｄｅｈＨ．Ｃｒａｃｋｅｄｔｏｏｔｈ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ａ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Ｊ
Ｅｎｄｏｄ，２００９，３５（３）：３３４３３６．

［８］　ＣａｍｅｒｏｎＣＥ．Ｔｈｅｃｒａｃｋｅｄｔｏｏｔｈ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Ｊ］．Ｊ
ＡｍＤ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１９７６，９３（５）：９７１９７５．

［９］　ＲｏｈＢＤ，ＬｅｅＹ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５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ｅｅｔｈｗｉｔｈｃｒａｃｋｓ［Ｊ］．Ｄｅｎｔ
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６，２２（３）：１１８１２３．

［１０］　ＴｏｒａｂｉｎｅｊａｄＭ，ＷａｌｔｏｎＲＥ．Ｅｎｄｏｄｏｎｔｉｃ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４ｔｈｅ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２００８：４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０６）

（上接第１２２８页）
与复发率分别为，治疗组痊愈７０例，治愈率为８９．７％，
对照组痊愈５６例，治愈率为７１．８％，治疗组的治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治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８．０９，Ｐ＜０．０１）；治疗组复发 １１例，复发率为
１４．１％，对照组复发２４例，复发率为３０．８％，复发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６．２３，Ｐ＜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治疗组有４例伤口出现少许脓性分
泌物，而对照组有６例，给予抗生素口服１周及外涂安
多福，１周后均愈。血常规与尿常规均无异常。

３　讨论
　　尖锐湿疣的治疗方法较多，但单纯的物理治疗容
易复发［１－２］。我们采用高频电离子手术治疗仪治疗的

同时加服匹多莫德口服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使用

高频电离子手术治疗仪是利用电磁场发射束产生等离

子火焰而产生瞬间高温，从而使组织汽化消失，达到祛

除病灶目的。所以电灼治疗尖锐湿疣操作容易控制，

灵活、快捷、方便，可以根据疣体的具体情况做烧灼、切

割和汽化等治疗。手术中用长火对血管的碳化止血效

果好。但是尖锐湿疣只通过物理方法治疗，由于其只

是单纯的清除疣体而对其周围潜在的感染的 ＨＰＶ病
毒则无作用而易复发的特性［３］，复发的主要原因是一

方面是人乳头瘤病毒存在亚临床感染和潜伏感染［４］，

另一方面是尖锐湿疣患者可降低Ｔ细胞和单核细胞的
内部反应活性，自然杀伤细胞数量减少，活性降低；外

周血单核细胞产生的 ＩＬ２活力降低等导致免疫功能
降低［５］及 Ｔｈ１／Ｔｈ２免疫失衡［６］。所以欲降低尖锐湿

疣的复发，使用免疫增强的生物制剂［３］是目前常用的

一种治疗辅助手段，而免疫疗法能快速破坏和消除疣

体及使创面在短期内愈合［７］。匹多莫德人工合成的二

肽，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是一种新型非特异性免疫调

节剂，近年来发现它对尖锐湿疣的疗效肯定［８］。匹多

莫德是通过刺激和调节细胞介导而起作用的一种具有

口服活性的免疫增强药，它可以通过促进细胞及中性

粒细胞的吞噬活性，提高其趋化性；激活自然杀伤细

胞；促进有丝分裂，使免疫低下时降低的 ＣＤ４＋／ＣＤ８＋

细胞［９］比值升高而使其免疫恢复正常。匹多莫德通过

刺激外周血淋巴细胞生成ＩＬ２并增加淋巴细胞对ＩＬ２
的敏感性，诱导Ｔｈ０向Ｔｈ１转化，增强了免疫系统对病
毒的抵抗能力［１０］。

我科采用电灼联合匹多莫德口服治疗尖锐湿疣，

可明显提高其治愈率和降低其复发率，进一步证实了

免疫增强剂对尖锐湿疣治愈和复发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为其方法简单、方便，副作用少，安全性高，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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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合肥某高校大学女生性知识与性观念的调查研究
赵敏，王丽君，程男平，石雪梅，孙玉荣，王慧，武松

【摘　要】　目的　调查某高校在校大学女生性知识认知现状、性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为高校开展相关课程提供理论
依据。方法　对某高校１８～２５岁大学女生９２０人进行整群抽样问卷调查，原始数据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录入与分析。
结果　大学女生对科学的性知识掌握零散、不系统；性观念受传统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存在误区；获取性知识渠
道狭窄、不正规。结论　高校应定期开展面向大学女生的性健康教育课程，普及科学的性知识，树立健康性观念，促进大
学女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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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人们的性
观念和性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大学生。大学生随着性成

熟、性意识的萌发，不仅出现一系列青春期特有的现象，也产生

了一个性知识的需求问题［１］。然而，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一些

影视作品和网络上的负面信息造成大学生心理和性行为产生

偏差，使传统的贞操观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２］。为近一步了解

现代大学女生性知识现状，促进其身心健康，笔者于 ２０１２年
６～７月展开本次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合肥某高校２００９～２０１１级在校大
学女生，年龄１８～２５岁。
１２　调查方法　使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共发放问卷９２０份，回
收９０４份，回收率９８．２６％。经过滤填写不合格的问卷后，有效
问卷共８８１份，有效率为９５．７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调查表经过复核后，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
进行双重输入，并按１５％的比例随机抽查核对，以保证资料录
入的准确性。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多组间
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调查涉及大一到大三３个年级，分别为一年
级２８８人（３２．７％）；二年级 ３０７人（３４．８％）；三年级 ２８６人
（３２．５％）。
２２　在校大学女生性知识现状
２２１　性知识一般了解情况　在性知识总体了解上，高达
６３．８％的学生对性知识不太了解，仅３．１％的学生非常了解，而

基金项目：安徽中医学院青年科研基金（２００５ＱＮ０１０）；安徽省自然科学
基金 （１００４０６０６Ｑ３８）；安徽省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
（２００９ＳＱＲＺ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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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武松，电子信箱：ｊｓｗｕ１６７＠１２６．ｃｏｍ

２．７％的学生完全不了解。其中，是否上过生理卫生课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生理卫生课程因素对大学女生性知识了解情况的影响（ｎ，％）

知识条目
以前是否上过生理卫生课程

上过 没上过
Ｐ值

对性知识的了解程度 ０．０００
　非常了解 ２４（４．７） ３（０．８）
　比较了解 １７６（３４．５） ９２（２４．８）
　不太了解 ２９９（５８．６） ２６３（７０．９）
　完全不了解 １１（２．２） １３（３．５）
知道几种避孕方法 ０．０００
　１种 ７７（１５．１） ８２（２２．１）
　２种 １９９（３９．０） １７８（４７．９）
　３种 １３１（２５．７） ６４（１７．３）
　３种以上 １０３（２０．２） ４７（１２．７）
对性病的了解 ０．０００
　了解 １３１（２５．７） ５４（１４．６）
　不太了解 ３２９（６４．５） ２３５（６３．３）
　不了解 ５０（９．８） ８２（２２．１）

２２２　性知识的主要来源　大学女生在性知识来源上，通过
课堂获得的仅占 ３８．７％，其他依次为书刊（６８．６％）、同龄人
（５７．５％）、网络 （５３．３％）、父母或长辈 （１８．５％）、录像
（１２．７％）。
２３　在校大学女生性观念现状
２３１　一般性观念　性观念是一个人很重要的观念，它不仅
关系到现在的生活和学习，也关系到将来的婚姻和幸福［３］。调

查得知，２．２％的大学女生对同居表示大力支持，４３．５％的学生
认为能够接受，而有２０．７％学生表示坚决反对。在被调查者
中，处于恋爱中的比例高达３５．２％，而是否处于恋爱中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２　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在被调查者中，因生源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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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影响因素的不同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

度亦有所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３　对同性恋的态度　同性恋至今在各国都仍然是极为敏
感的话题［４］。调查显示，３３．３％的大学女生对同性恋表示能够
接受，１０．８％的学生认为事不关己，３５．９％的学生认为存在即
合理，而２０．１％的学生表示不可理解。

表２　是否处于恋爱中对大学女生性观念的影响（ｎ，％）

知识条目
是否处于恋爱中

是 否
Ｐ值

对大学生同居的看法 ０．０００
　大力支持 １３（４．２） ６（１．０）
　能够接受 １５６（５０．３） ２２７（３９．８）
　事不关己 ９３（３０．０） ２０４（３５．７）
　坚决反对 ４８（１５．５） １３４（２３．５）
认为身边同学有发生过性行为的可能 ０．０００
　一定有 ６８（２１．９） ９２（１６．１）
　可能有 １４４（４６．５） ２３９（４１．９）
　不清楚 ９４（３０．３） ２１６（３７．８）
　一定没有 ４（１．３） ２４（４．２）

表３　大学女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情况（ｎ，％）

组别 支持 不支持 无所谓 Ｐ值

生源地 ０．００１
　城市 ７（９．６） ４１（５６．２） ２５（３４．２）
　城镇 １０（６．５） ７２（４６．５） ７３（４７．０）
　农村 ５８（８．９） ４３４（６６．５） １６１（２４．６）
年级 ０．０４８
　一年级 １８（６．３） ２０３（７０．５） ６７（２３．３）
　二年级 ２８（９．１） １９２（６２．５） ８７（２８．３）
　三年级 ２９（１０．１） １５２（５３．１） １０５（３６．７）
是否独生子女 ０．０１５
　是 １２（９．０） ６７（５０．０） ５５（４１．０）
　否 ６３（８．４） ４８０（６４．３） ２０４（２７．３）

３　讨论
３１　大学女生对性知识的掌握情况　调查显示，大学女生在
性知识的掌握上仍有待加强，高达６３．８％的大学女生对性知识
处于不太了解的程度，上过生理卫生课程的学生掌握情况明显

较好，充分说明在中学阶段开展性健康教育相关活动的必要

性。

３２　大学女生获取性知识渠道狭窄，开设基础生理卫生课程
的必要性　本次调查显示，大学女生获得性知识的途径依次为
书刊 （６８．６％）、同龄人 （５７．５％）、网络 （５３．３％）、课堂
（３８．７％）、父母或长辈（１８．５％）、录像（１２．７％），这就导致了
学生的性知识零散、不系统。另外，色情文化的泛滥也影响到

大学生对性的认识和理解［５］。网络性文化需与“色情”保持距

离［６］。调查显示，是否上过生理卫生课程与当前对性知识掌握

程度呈正相关，因此，学校应该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

展性健康教育的相关活动，如开设课程，举办讲座、宣传活动、

咨询会等，以保障学生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健康。

３３　大学女生性观念保守与开放并存　在我国，几千年性封
闭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少人对性问题讳莫如深，甚至把性

与黄色、下流、淫秽肮脏等丑陋现象相提并论［７］。然而，当性教

育在我国还是神秘而羞涩的领域时，西方国家的性教育已系统

开展了几十年［８］。受西方“性解放，性自由”思想的影响，或是

出于好奇心，大学生群体的性观念正在逐渐自由化，在迫切需

要获得性知识的同时也在盲目尝试性行为，这就导致大学生性

观念保守与开放并存。大学生的性行为无疑都是婚前性行为，

冲动而非理性是其典型的特征［９］。在本次受访者中，已有

８．５％的学生表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２９．４％的学生表示对
此无所谓；４７．９％的学生能够接受大学生同居现象；３３．３％的
学生表示能够接受同性恋现象。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大学女生

能够坦然看待性问题，传统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然而受西方

文化的影响，这种性观念自由化的现象已经可见一斑。

３４　对高校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反思　著名学者李银河表
示，大学生性问题之所以被热切关注，是由于我国教育体系中，

性教育的长期缺席［１０］。大学生正逐渐成熟但又不够成熟，更

容易误入人生的歧途。高校校园是当代大学生成长过程的主

要文化环境，大学生健康的性心理，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性行

为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校园文化是分不开的［７］。学校应该

充分认识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在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

大环境，鼓励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的同时，积极

开设性健康教育课程，加强相关法律的宣教，成为大学生健康

成长、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坚强后盾。

参考文献

［１］　杨晓笛．８９７名大学生性知识、性观念现状调查［Ｊ］．中国健康教
育，２００５，２１（５）：３６９３７０．

［２］　桑亚杰．大学生婚恋观调查分析及对策［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０，
２８（１３）：１０２１０５．

［３］　崔义祥．性教育［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０５，２１（６）：４２４４２７．
［４］　李钟艳，任光祥．医学专科生同性恋认知程度调查分析［Ｊ］．黔南

民族医专学报，２００６，１９（２）：９１９２．
［５］　张慧卿．当代大学女生婚恋观浅析［Ｊ］．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２００８（３）：３０３２．
［６］　李广武．对新时期性文化建设的思考［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９，１８

（８）：１８２０．
［７］　赵振有．当代大学生“性”情辨析［Ｊ］．江西蓝天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

（３）：９２９３．
［８］　尤琪，郑建华，徐柏，等．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现状及对策［Ｊ］．医学

教育探索，２００８，７（４）：４４１４４２．
［９］　关鸿军，刘辉．大学生性教育的实证分析［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２０１２（６）：４１４３．
［１０］　程桂荣，周乾毅，袁新初．当代大学生性知识、性观念现状和性教

育思考［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０８，１６（４）：７３６７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２）

（上接第１２４１页）
［３］　沈玉彬，韩正冉．氯吡格雷联合疏血通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观察

［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１１）：１４８０１４８１．
［４］　马争飞，钟平．感染及炎症反应在脑梗死发病中的临床研究［Ｊ］．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９７１９８．
［５］　王大力，张红，彭延波，等．血清ｈｓＣＲＰ浓度与急性脑梗死的关系

［Ｊ］．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０７，１０（２）：７０７１．
［６］　樊云峰．高敏Ｃ反应蛋白与急性脑梗死的相关性研究［Ｊ］．临床荟

萃，２０１０，２５（４）：３３９３４０．
［７］　杨晓阳．急性脑梗死与高敏Ｃ反应蛋白水平及颈动脉斑块性质的

关系探讨［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２０）：１１８１１９．
［８］　陶四明，黄涛，盛守权．血清高敏Ｃ反应蛋白含量与急性脑梗死病

情及预后的关系［Ｊ］．安徽医药，２０１１，１５（７）：８６９８７０．
［９］　尉娜，杨纯生，李素芳．川芎嗪对急性脑梗死患者全血黏度及红细

胞聚集指数的影响［Ｊ］．新乡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４（６）：５８８５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０８）

·８７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调查研究·

糖尿病患者重复使用胰岛素针头的调查与对策
郭建梅，张晓义

【摘　要】　目的　探讨糖尿病患者重复使用胰岛素针头的原因及对策。方法　调查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及南通大学
附属医院门诊就诊以及住院的１８８名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针头更换情况，针对不更换针头的糖尿病患者及家属进行
风险教育，鼓励患者正确使用胰岛素针头，此外，通过适当节约、回收废弃针头、发放新针头等措施予以患者帮助。结

果　经济原因是不更换针头的主要原因。患者在杜绝重复多次使用针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结论　最大努力减少
重复使用胰岛素针头对患者造成的危害，我们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应争取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减少重复注射对患者造

成的危害。

【关键词】　糖尿病；经济原因；重复使用胰岛素笔针头；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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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患者在生活方式干预和口服降糖药物治疗失败之
后，需较长时间甚至终身注射胰岛素以控制血糖［１－２］。在临床

工作中，我们发现患者在自我注射过程中操作不当的问题也日

益突出。胰岛素注射方法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患者血糖控制

的成败以及影响着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３］。然而，在使

用胰岛素笔的患者中，一次性针头重复使用的现象极为普遍。

其中，经济因素是导致针头重复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４］。因

此，本文对患者重复使用一次性针头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和分

析，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２０１１年４～９月在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
及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就诊以及在内分科住院的使用胰岛

素笔注射时间大于２周的糖尿病患者１８８例，其中男性７７例、
女性１１１例；年龄２６～７８岁，其中，＜４０岁１８例、４０～６０岁１０３
例、＞６０岁６７例；文化程度：文盲１８例、小学４２例、初中及中
专１０４例、大专及以上２４例；月收入：０～２０００元１３４例，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元３４例，５０００元以上２０例；医疗方式：自费７５例，医保
１１３例。
１２　调查方法　根据相关文献和临床专家意见，自行设计调
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及重复针头的原因。发出问

卷１８８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８８份，回收率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未更换针头的原因　不知道针头是一次性使用的有３７
例（１９．７％）；经济原因的有１１４例（６０．６％）；认为针头为专人
使用，不需要每次更换的有２２例（１１．７％）；觉得每次换针头太
麻烦，从而不更换者有１３例（６．９％）。
２２　针头重复使用次数　针头每次更换４１例（２１．８％）；使用

作者单位：２２６００１江苏省南通市第五人民医院南院老干部病区
通讯作者：郭建梅，电子信箱：１９０９６１４３６＠ｑｑ．ｃｏｍ

２次１９例（１０．１％）；使用３～４次２４例（１２．８％）；使用５～９次
２７例（１４．４％）；使用１０～１９次４８例（２５．５％）；使用２０～２９次
１６例（８．５％）；针头重复使用超过３０次者１３例（６．９％）。

３　讨论
３１　患者重复使用胰岛素针头原因分析　调查发现，重复使
用针头的有１４７名患者，占总人数的７８．２％，重复使用针头的
患者中有１１４名（７７．６％）由于经济原因未每次更换针头，占总
人数的６０．６％，结果与其他研究［５］类似。即使月收入在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患者也有人认为每次使用后即丢弃针头实属浪费。

每位患者注射胰岛素的时间都长达几个月甚至更久，这大大增

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对于没有医疗保险和家庭经济状况不好

的患者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３２　应对措施
３２１　风险教育　我们应当针对每位患者的错误行为进行风
险教育，发放针头一次性使用和重复使用后的对比图，结合案

例告知患者重复使用针头的严重危害。告知患者不应在针头

上节省开支，错误的注射方法会导致血糖控制不佳，胰岛素越

打越多，从长远角度看，反而耗费更多财力。重复使用会导致

针尖弯曲变形，不仅会增加注射时的疼痛感，还可能引起皮下

出血，增加皮肤感染的机会，甚至针头折断在体内［６］，由此造成

更大的伤害，花费更多的金钱。此外，重复使用针头，还会污染

笔内的药液和改变胰岛素的浓度，导致剂量不精确［７］。

３２２　适当节省　国外有研究报道［８］针头重复使用５次后并
不会导致针尖变形，或者引起注射时的疼痛不适感。国内早期

有研究者［９］曾调查发现胰岛素一次性注射器针头重复使用２～
８次后未发现注射局部有疼痛、红肿、瘙痒以及针头变钝、弯曲
等现象。张丽芳［１０］等建议诺和针头最多使用不能超过６次。
因此，对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患者，我们可教育患者倘若实

在做不到一次性使用针头，那么重复使用针头的次数最好不要

超过５次，以降低重复使用针头造成的风险。
３２３　鼓励制度　我院设有专门的糖尿病 （下转第１２９３页）

·９７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综　　述·

血清胃蛋白酶原检测及其在胃癌筛查中的应用进展
汪畅，王凤超

【关键词】　胃蛋白酶原；胃癌；检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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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每年约有１万例胃癌新发病例，居癌症最常见死因的
第２位［１］。当胃部肿瘤被发现时，多数情况下，癌细胞已侵入

肌层，预后很差，在实行胃大部切除术和化疗后，５年生存率也
仅为２０％左右［１］。若胃癌在早期即被诊断，此时癌细胞仍局限

于黏膜和黏膜下层，５年生存率可达到９０％以上［２－３］。因此，

早期诊断对于降低胃癌的病死率显得尤为重要。纤维胃镜在

临床上一直被视为是诊断胃黏膜病变的“金标准”，但由于其侵

入性的特点，一直使患者难以承受，受检率低。而近年来，先进

行血清胃蛋白酶原（ｐｅｐｓｉｎｏｇｅｎ，ＰＧ）检测，再根据结果选择性实
行胃镜检查的筛查方案已成功地诊断多数胃癌于早期阶段，使

５年生存率大大增加［４－６］。本文就胃蛋白酶原的生物学特性、

实验室检测及在早期胃癌诊治中的应用进展等方面予以阐述。

１　胃蛋白酶原的生物学特性
　　ＰＧ是一种分子量为４２ｋＤ的单链多肽，属门冬氨酸蛋白酶
家族，它主要由胃主细胞合成和分泌，并转化成有分解蛋白能

力的胃蛋白酶。ＰＧⅠ仅由胃底腺的主细胞和颈黏液细胞产生，
而ＰＧⅡ由上述两种细胞分泌外，还由幽门腺和 Ｂｒｕｎｎｅｒ腺分
泌。胃几乎是胃蛋白酶原的唯一来源，血清 ＰＧ浓度的变化反
映胃黏膜的形态和功能状态，血清 ＰＧⅠ和 ＰＧⅡ也可用于反映
胃黏膜腺体和细胞的数量。

１９６９年胃蛋白酶原研究的先驱Ｓａｍｌｏｆｆ把正常胃黏膜萃取
后经电泳而得到８种蛋白酶，依其速度快慢和能否被不同酸碱
度活化而分成Ｐｅｐｓｉｎｏｇｅｎ１到７（Ｐｇ１～７）及缓速蛋白酶。另外
根据免疫学特性的差异把Ｐｇ１到Ｐｇ５合称一群为ＰＧⅠ，而Ｐｇ６
及Ｐｇ７则称 ＰＧⅡ；欧洲在１９８３年荷兰国际会议中以 ＰＧＡ及
ＰＧＣ来代表二者。

２　胃蛋白酶原的实验室检测
２１　实验室检测方法　ＰＧ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放射免疫测定
法（ＲＩＡ）、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ＥＬＩＳＡ）、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
析法（ＴＲＦＩＡ）、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和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
测法（ＣＭＩＡ）。ＲＩＡ是最早用于 ＰＧ检测的方法，具有灵敏度
高、特异性强的优点，但由于试剂具有放射性，且有效期短不易

保存，目前临床上已很少使用。ＥＬＩＳＡ是目前检测血清 ＰＧ含
量较为常用的方法，其检测灵敏度为１μｇ／Ｌ，线性范围为０．８～
１７０μｇ／Ｌ，具有检测成本低、操作简单的优点［７］，不足之处在于

检测程序繁琐，易造成人为误差。ＴＲＦＩＡ是以镧系元素及其螯
合物作为示踪剂，并与时间分辨荧光检测相结合的一种免疫分

析技术，具有灵敏度高、示踪剂稳定、无放射性等优点。张祥瑞

等［８］研究显示，Ｅｕ３＋标记单抗在－３０℃保存，稳定性可达１年
以上，检测结果较为可靠。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是检测血清

ＰＧ含量较好的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其检测线性范围为
０．２～１７４μｇ／Ｌ，此方法既可以单个标本随时测定，也适合于批
量测量。ＣＭＩＡ是检测ＰＧ的一种新方法，它具有高灵敏、宽线
性范围的特点。此方法操作简便、结果准确可靠、自动化程度

高，大大减少了交叉污染及人为误差。由于检测试剂的成本

高，故使此方法的普及受到了限制。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王凤超，电子信箱：１３８５５２１５３４４＠１３９．ｃｏｍ

２２　影响血清胃蛋白酶原水平的因素　胃幽门螺旋杆菌
（ＨＰ）感染是影响血清 ＰＧ水平的重要因素。ＨＰ可刺激主细
胞，纯化的ＨＰ内毒素能使离体兔的胃腺ＰＧ分泌增加５０倍，血
清ＰＧ水平受ＨＰ感染的影响，血清 ＨＰ抗体阳性人群 ＰＧⅠ水
平明显高于ＨＰ阴性者。国内孙丽萍等［９］对辽宁庄河地区居民

进行血清ＰＧ含量的检测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ＨＰ感染时，血
清ＰＧⅠ和ＰＧⅡ均明显增高，ＰＧⅠ／Ⅱ比值变化不大，行 ＨＰ根
除治疗后，血清ＰＧ水平均明显下降，ＰＧⅠ／Ⅱ比值与根除前类
似。

性别、年龄及药物等因素也与血清 ＰＧ水平有关。ＫｉｍＨｙ
等［１０］在筛查１４８５名健康受试者的报道中指出，男性ＰＧⅠ水平
明显高于女性，而ＰＧⅡ及ＰＧⅠ／Ⅱ比值无明显变化。无论是否
ＨＰ感染，ＰＧⅡ均随年龄显著增加，ＰＧⅠ无明显变化，从而随着
年龄的变化ＰＧⅠ／Ⅱ比值下降［１１］。此外，质子泵抑制剂、Ｈ２受
体拮抗剂等具有抑制胃酸分泌作用的药物均可使血清 ＰＧⅠ、
ＰＧⅡ水平减低。
２３　血清ＰＧ作为胃癌筛查的临界值判定　因受检人群、地区
差异及检测方法等的不同，血清 ＰＧ作为胃癌筛查指标的临界
值也存在着差异。目前大多报道均以日本ＭｉｋｉＫ等［１２］提出的

ＰＧⅠ≤７０μｇ／Ｌ和ＰＧⅠ／Ⅱ≤３．０作为 ｃｕｔｏｆｆ值（临界值），灵
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７７％和７３％；而萎缩性胃炎患者ＰＧⅠ／Ⅱ
比值的ｃｕｔｏｆｆ值在ＨＰ阴性受试者中为６．０而在 ＨＰ阳性受试
者中为３．０。在美国和泰国，他们虽然用的是同样的检测方法，
但ＰＧⅠ／Ⅱ比值的ｃｕｔｏｆｆ值却分别设定为２和３．３［１１］。最近
ＳｈｉｋａｔａＫ等［１３］提出血清 ＰＧ的 ｃｕｔｏｆｆ值为 ＰＧⅠ≤５９μｇ／Ｌ和
ＰＧⅠ／Ⅱ≤３．９时，其判定胃癌实际发生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
为７１．０％和６９．２％。因此，作为早期胃癌的筛查指标，针对不
同人群血清ＰＧ的ｃｕｔｏｆｆ值尚有待规范化及深入研究。

３　血清胃蛋白酶原在胃癌筛查中的应用
３１　单独运用血清ＰＧ筛查法　血清ＰＧ法最早由日本学者三
木一正应用于胃癌筛检，随后利用血清 ＰＧ测定进行胃癌早期
诊断的普查以及胃癌的预防干预计划在芬兰、挪威等国家进

行。在一项以内镜检查为金标准，经血清ＰＧ筛查的研究中，胃
癌组与其他组比较ＰＧⅠ、ＰＧⅠ／Ⅱ比值明显降低，进展期胃癌
与早期胃癌相比，降低更加明显，此时 ＰＧⅡ变化不大［１４］。此

外，血清ＰＧ检测在预测胃癌的发生中与Ｍｅｉｎｉｎｇ组织学胃癌风
险指数相比具有相似的效果，结果显示较低的 ＰＧⅠ／Ⅱ与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下较高风险的胃癌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癌症
最高四分位数与最低四分位数比值为３．５１，９５％可信区间为
２．２９～５．３６）［１５］。因此，通过血清 ＰＧ法检测出胃癌高危人群
并用胃镜定期随访，以进行胃癌的早期筛查，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２　血清ＰＧ与血清抗ＨＰＩｇＧ抗体联合筛查　单独运用血清
ＰＧ法筛查的一个重要弊端是血清ＰＧ阴性胃癌的存在，尤其是
弥漫型胃癌的存在［１６］。对于弥漫型胃癌标记物的检测，ＩｔｏＭ
等［１７］对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ＰＧ阴性、ＨＰ阳性和 ＰＧⅡ≥
３０μｇ／Ｌ时获得更高的危险度／比（ＯＲ）（男性 ＯＲ＝１２．５，女性
ＯＲ＝４２．７）。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ＭｉｋｉＫ等［１８］运用血清抗ＨＰＩｇＧ
抗体和ＰＧ联合检测方法对４３４３８人进行了健康体检筛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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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５１例胃癌病例，其中７例是 ＰＧ法阴性且 ＨＰ血清学阳性的
病例。ＫｏｄａｓｈｉｍａＳ等［１９］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期间，采用血清 ＰＧ
与血清抗ＨＰＩｇＧ抗体的联合检测共筛查了４８０７３人，其中在
获得内镜检查的３９２１人中，有２３人被检出胃癌（胃癌检出率
０．０５％，阳性预测值０．５９％），其中５人被发现为晚期胃癌，剩
下１８例（７８％）为早期胃癌，并且１２例为肠型胃癌，１１例为弥
漫型胃癌。因此，血清ＰＧ与血清抗ＨＰＩｇＧ抗体两者联合检测
有益于检测ＰＧ法阴性胃癌的存在，且使早期胃癌的检出率大
大提高。

３３　血清ＰＧ、抗ＨＰＩｇＧ抗体及胃泌素１７三者联合筛查　研
究显示［１６］，血清ＰＧ作为早期胃癌筛查的标志检测胃窦部癌肿
的效果并不理想，胃体癌 ｃｕｔｏｆｆ值 ＰＧⅠ≤７０ｎｇ／ｍｌ和 ＰＧⅠ／
Ⅱ≤３（阳性）的ＯＲ为２．９８（９５％ＣＩ，１．６９～５．２３），但在胃窦癌
中没有意义（ＯＲ，１．９１；９５％ＣＩ，０．６８～５．３５）。当ｃｕｔｏｆｆ值提高
到ＰＧⅠ≤５０ｎｇ／ｍｌ和ＰＧⅠ／Ⅱ≤２（强阳性）时，两个位置的胃
癌均表现出较高的危险比［胃窦４．１１（９５％ ＣＩ，１．４２～１１．９４）；
胃体４．７１（９５％ＣＩ，２．５５～８．７０）］。胃泌素由胃窦Ｇ细胞合成，
其中９０％为胃泌素１７（Ｇ１７），有学者认为血清Ｇ１７水平是胃
窦萎缩及癌变的血清学标志物，在ｃｕｔｏｆｆ值为 Ｇ１７＜５ｐｍｏｌ／Ｌ
时，反映胃窦萎缩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３６．８％和
８６．５％［２０］。国内曹勤等［２１］也报道了ＰＧⅠ、ＰＧⅠ／Ⅱ和Ｇ１７水
平与胃黏膜的萎缩部位及严重程度显著相关（Ｐ＜０．０１），萎缩
性胃体胃炎ＰＧⅠ、ＰＧⅠ／Ⅱ水平降低，Ｇ１７水平明显升高，萎缩
性胃窦胃炎Ｇ１７水平降低。姜相君等［２２］研究表明，血清 ＰＧ、
抗ＨＰＩｇＧ抗体和Ｇ１７都与萎缩性胃炎密切相关，三者联合检
测筛检早期胃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８９％和 ９３％。因
此，通过血清中 ＰＧ、抗ＨＰＩｇＧ抗体及 Ｇ１７三者的联合筛查，
能较好地包括所有类型及部位的胃癌，有望接近胃镜检查诊断

的水平。

４　结语
　　血清ＰＧ的检测在早期胃癌的筛查和病情监控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胃粘膜状态的“血清学活检”，但由于检

测方法及试剂盒的不同，各地区人群 ＨＰ感染情况，性别、年龄
构成等影响因素的差异，其作为胃癌筛查的最适ｃｕｔｏｆｆ值尚有
待于确定，更重要的是应加强血清ＰＧ检测的标准化、质量控制
及量值溯源的研究，使其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可比性。尽管

ＰＧ对胃黏膜萎缩症呈现高的阳性率，并多应用于胃癌筛查，但
它仍无法替代胃镜在胃黏膜检测中的重要性。对于血清胃蛋

白酶原水平测定在评估胃黏膜功能中的作用与价值大小，依旧

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待于相关的医务工作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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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住院患者跌倒相关因素和预防对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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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医院老年住院患者的数量也
日益增多［１］。而跌倒又是老年患者发生的最常见的意外事件。

有文献报道，住院老年患者中每年有２０％的人发生过跌倒［１］，

跌倒不仅会对患者本人造成伤害，也会对家庭及社会造成额外

的经济负担［２］。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把住院患者的跌倒

率作为临床护理质量控制的一项指标［１］。因此，对于老年住院

患者跌倒的相关研究至关重要，现综述如下。

１　跌倒的定义及国内外关于跌倒的现状
１１　定义　跌倒是指患者的身体除双脚以外的任何部位，突
然的或非意图的摔在地上或者比之前位置更低的平面上，但不

包括使用暴力、癫痫发作的因素所致［３－４］。

１２　国内外现状　在美国，每年有５０％的住院老人发生过跌
倒［１］，在台湾，住院老人中每床约１．５次／年的跌倒史［５］，在我

国，住院老年患者中每年有２０％的人发生过跌倒［１］。国外较早

就开始对跌倒进行相关的研究，并且将研究结果应用于临床实

践中，而我国对于跌倒的研究从近十年开始，现在对于跌倒也

有了一定的了解［６］。

２　致患者跌倒的相关因素
２１　患者自身因素
２１１　年龄因素　有文献报道，６５岁以上的住院患者，年龄越
大，跌倒的概率越高［７］。由于年龄的影响，致使老年患者的生

理功能、平衡功能、感觉功能等均减弱。感觉功能的减退会使

跌倒的风险增加。王丹红等［８］对住院的１０５７位老年患者进行
骨密度测试，结果发现有不同程度缺钙的老年患者达９０．１％。
因此，跌倒更容易发生在老年患者。

２１２　性别因素　女性患者发生跌倒率明显高于男性，这可
能与老年女性患者的激素水平下降有关联。

２１３　心理因素　一方面，害怕跌倒的心理是致跌倒的危险
因素［９］。这种心理可使老年患者不敢活动，从而使活动能力减

弱，增加了跌倒的危险性。老年住院患者再次发生跌倒的概率

高。另一方面，库洪安等［１０］研究显示，老年患者不服老的心理

也是致跌倒的重要隐患。

２２　环境因素　有文献报道，６５岁以上发生跌倒的患者中
５１％是与环境有关［１１］。如病房的设施与布局不合理、地面的湿

滑、病床的高低不合适、床护栏未正确使用等均是造成跌倒的

不安全因素［１２］。光线不足，不适当使用助步器等。

２２１　发生的地点　有资料显示，病床旁与卫生间是跌倒的
高发区域［１３－１４］。

２２２　发生的时间　调查显示：早晚是跌倒事件高发的时
段［１５］，这可能与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２３　疾病及药物的因素
２３１　疾病方面　老年人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疾病会影响身
体的各种功能，使得跌倒的危险增加。

２３２　药物方面　多数老年人因为疾病的影响，需要长期服
药治疗。有研究显示［１０］，患者跌倒总数中５６．２％是由于药物
反应所致的。抗高血压药、镇静药、降糖药、利尿药等药物的使

作者单位：２００２３１上海徐汇区华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讯作者：孙伟，电子信箱：ｓｕｎｗｅｉ５０４９＠１６３．ｃｏｍ

用，都会增加老年患者跌倒的风险［１６－１７］。

２４　照顾者的因素　照顾者与患者是否亲属关系，照顾者有
无照顾经历，照顾者是否接受过专业知识的培训等，都与老年

患者跌倒的发生具有相关性。一般亲属照顾比非亲属照顾跌

倒的发生率要高，因为亲属除了工作还要照顾患者，其精力及

体力肯定不及２４小时一对一的非亲属照顾者。有过照顾经历
的人，积累了一些经验，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所以有照顾经历

者照顾的老人跌倒率高于无照顾经历者照顾的老人。经过专

业培训者照顾的老人跌倒率明显低于未经过专业培训者所照

顾的老人。

２５　护理人员的因素　目前护理人员紧缺是一个普遍的问
题。护士在平时工作中忙于治疗，无法及时满足患者的各种需

求，相对日班，中夜班护士更是如此。年轻护士由于经验不足，

缺乏对事物的预见性，护士过分依赖护工，没有及时巡视病房

等，都是导致老年患者发生跌倒的危险因素［１８］。

２６　其它因素
２６１　体位改变　有研究显示，这一因素致跌倒的发生率高
达４６．４％［１９］，因为突然改变体位，会使大脑突发供血不足，产

生头晕而发生跌倒。

２６２　潜在的危险因素　不合适的助步器、衣着、老年患者由
于穿脱方便喜欢穿拖鞋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患者发生跌倒。

３　跌倒预防对策的研究进展
３１　正确评估入院患者　使用正确的评估方法评估住院患
者，能对跌倒的风险有一定的预测性，是预防跌倒有效和必要

的对策［２０］。评估时不仅要询问患者本人，还要询问与患者一

起长期居住的家属，这样得到的资料真实可靠。观察也是评估

患者的关键［２１］，通过观察评估患者的步态、平衡能力、是否使

用辅助用具等。越小丽［２２］对住院３５１例年龄大于６５岁的患者
进行准确的评估与采取合理的预防对策，结果无一例跌倒事件

的发生。使用Ｍｏｒｓｅ量表评估的项目包括：跌倒史、超过１个医
学诊断（一个患者有２个或更多的入院诊断）、行走辅助、静脉
输液、步态、认知状态等６个项目，然后将跌到的风险分为三
级［２３］，根据不同的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谭清

华等［２３］将自行设计的患者跌倒危险因素评估表、住院患者预

防跌倒宣教表、住院患者预防跌倒告知书，称为“两表一书”用

于临床实践，结果４４１例患者中无一例跌倒发生。有研究结果
显示，患者的跌倒与没有正确评估和预防对策存在缺陷有关。

不管使用何种评估量表，护理部都要组织学习评估量表的正确

使用方法。有文献报道［２１］，病区护士对可能发生跌倒人数的

评估明显低于专科护士对跌倒人数的评估。因此，只有经过培

训，才能使护士正确使用评估量表，防止病例漏报，以便及早采

取护理干预措施。对于跌倒的高危患者，可在床头挂上“小心

跌倒”的警示标志，并在床尾挂上相应的巡视记录，告知患者家

属。有条件者可将此类患者安排在离护士办公室最近的病房。

３２　合理的住院环境　病房布局合理、足够的照明、防滑地
板、座椅和床铺的高低合适、床护栏及呼叫系统完善等［１３］。病

区有醒目的警示标识，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就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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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健康教育　通过健康教育可有效地防止患者跌倒的发
生。

３３１　入院宣教　护士在患者入院时详细介绍病房环境及各
种设施，对于易发生跌倒的地点应重点介绍，并注意观察，如患

者有穿拖鞋的应制止，指导穿防滑鞋。

３３２　用药宣教　告知老年患者服用镇静、安眠类药物时应
上床后再服用，告知服用特殊药物的注意事项等。建议对所有

住院患者发放用药指导，在用药指导上可有服用药物的名称、

剂量、作用、副作用等，每周根据医嘱更新一次，以使患者更清

楚了解自己的用药情况。我院使用这种方法后效果好，患者对

自己使用的药物一目了然。多数患者出院时还会把用药指导

带回家，以便出院后再使用。

３３３　活动宣教　在病情允许下，鼓励老年患者进行合适运
动，如散步、太极拳及运动操。适当的锻炼可以使身体的协调

性、肌力和灵活性得到保持，对预防跌倒有很大作用，但要控制

好运动的强度，并要指导老年患者在改变体位时遵循３个３０
秒原则，即醒来后３０ｓ再慢慢坐起，坐３０ｓ后再站立，站立３０ｓ
后再走，对于预防体位性低血压引起的跌倒有明显作用。

３３４　心理宣教　根据老年患者的心理特点给予心理上的疏
导，并与患者家属密切沟通，及时了解老年患者的心理需要，使

老年患者正确认识自己，克服害怕再次跌倒的心理［２４］。健康

教育的方式要符合老年人的特点，要生动、形象、易接受。护理

人员可以通过发放宣传小画册、播放录像、开展健康知识讲座、

请有跌倒史的患者讲亲身经历等形式，使老年患者更容易接

受。

３４　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加强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通过
业务学习、晨会等形式对全院的医务人员、护工、保洁工及陪护

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也可通过真实的事例来警示大家。

３５　监控体系的实施　目前，大多数医院采用的是护士长 －
责任组长－责任护士这种三级监控模式，而落实好坏的关键则
是站在质量控制第一线的科室护士长和质量监控员［２４］。李珍

珍等［５］从２０１０年起成立老年专科护理小组，对所有住院老年
患者进行计划性巡查，结果使住院患者跌倒率由３．８％下降至
０．６％，所以成立的老年专科护理小组对减少老年患者跌倒有
明显作用。

４　存在的缺陷
　　目前，英国、美国、新加坡、日本、香港、加拿大等许多发达
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不同规模的跌倒防范团队［６］，跌倒防范

团队主要是通过综合干预，来有效地降低老年患者的跌倒率。

我国在这方面研究比较欠缺，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建立适合我国、多学科合作、综合防范老年住院患者跌倒的团

队。现在上海多数医院使用的跌倒评估量表都由护理部自行

设计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希望能够设计一种完善、标准统一的

评估量表。

５　小结
　　跌倒是导致老年患者残疾的众多原因之一，而骨折、脑卒
中是其中重要的并发症。不但会影响老年人的功能、自理能力

及生活质量，并对老年照顾者、医疗服务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

担。

跌倒的发生是由多种危险因素引起的，虽然跌倒的发生是

不可预测的、也无固定的模式，但是通过了解跌倒的相关因素

对住院老年患者进行全面评估，采取相应的护理对策，可以有

效预防和降低老年患者跌倒的发生率，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

纷，提高住院患者的满意度，创造和谐的就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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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非霍奇金淋巴瘤针吸涂片细胞学观察
王静，张恒

【摘　要】　目的　探讨针吸细胞学涂片对非霍奇金淋巴瘤研究的临床价值。方法　复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来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针吸细胞学检查的门诊及住院患者的针吸涂片，根据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学特点，

并与组织病理对照，对诊断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共查出非霍奇金淋巴瘤１２６例，其中滤泡中心淋巴瘤４２例，占３３．３％
（４２／１２６）。套细胞淋巴瘤４０例，占３１．８％（４０／１２６）。弥漫性大Ｂ细胞淋巴瘤２１例，占１６．７％（２１／１２６）。浆母细胞性
淋巴瘤１１例，占８．７％（１１／１２６）。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７例，占５．６％（７／１２６）。曲核细胞淋巴瘤５例，占４．０％（５／
１２６）。结论　通过对非霍奇金型淋巴瘤细胞，进行反复对比和形态特征等分析，发现各型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是由 Ｂ
细胞和Ｔ细胞通过不同转化途径而形成，且具有各自细胞特征及相互演变的过度形。加深了对各型非霍奇金淋巴瘤细
胞的识别能力，有助于临床诊断治疗，及预后观察。

【关键词】　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针吸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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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淋巴瘤为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是原发于淋巴结和淋巴
样组织的疾病。临床表现为淋巴结肿大，常为多发性，以浅表

颈部、腋下、腹股沟多见［１－２］。近年来，深部淋巴结也不少见，

如纵膈淋巴结等。初发时可以是无痛、无症状，也可有肝脾肿

大和全身症状，如长期不规则发烧、贫血、消瘦等［３－５］。淋巴瘤

的每一种病理类型都有其各自的形态，免疫学的表现及基因方

面、临床病程和预后等特点，病理类型不同，临床上治疗也有不

同。按其成分可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

型，本文重点探讨针吸细胞学涂片对非霍奇金淋巴瘤研究的临

床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来我院进
行针吸细胞学检查的门诊及住院患者。

１．２　检查方法　对每位病人肿大的淋巴结，进行常规消毒，用
２０ｍｌ注射器配９号或７号针头进行淋巴结穿刺，针吸涂片２～
４张，用瑞氏或巴氏常规染色，由专人油镜观察，并根据淋巴瘤
细胞学形态特征，如细胞大小、形态和染色特征，以核为圆、裂、

无裂等作为基础，再结合染色深浅分布和有无核仁、多少、浆量

多少及染色等变化多方面进行细胞学分析。同时与患者原始

病理活检报告，进行对照。

２　结果
　　共查出非霍奇金淋巴瘤１２６例，根据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
特点，并与病理对照，其中滤泡中心淋巴瘤 ４２例，占 ３３．３％
（４２／１２６）。套细胞淋巴瘤４０例，占３１．８％（４０／１２６）。弥漫性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王
静）；呼吸科实验室（张恒）

通讯作者：王静，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１１２８０＠１６３．ｃｏｍ

大Ｂ细胞淋巴瘤２１例，占１６．７％（２１／１２６）。浆母细胞性淋巴
瘤１１例，占 ８．７％（１１／１２６）。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 ７例，占
５．６％（７／１２６）。曲核细胞淋巴瘤５例，占４．０％（５／１２６）。通过
对非霍奇金型淋巴瘤细胞，进行反复对比和形态特征等分析，

发现各型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是由 Ｂ细胞和 Ｔ细胞通过不同
转化途径而形成，且具有各自细胞特征及相互演变的过度形，

加深了对各型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的识别能力。

３　讨论
３．１　ＮＨＬ细胞学特点　非霍奇金淋巴瘤和霍奇金淋巴瘤都属
于恶性淋巴瘤，是淋巴结或其他淋巴组织中的淋巴细胞发生恶

性增生而引起的恶性肿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淋巴瘤
分类及病理组织学图象分析，恶性淋巴瘤不是一种疾病，而是

一类疾病。它包含不同的病理类型，强调每一种病理类型即为

一种独立的疾病，有各自的形态学、免疫学表现、基因特征及相

应的正常组织来源、临床病程和预后等特点［６－７］。通过对１２６
例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初步探讨、研究，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非霍奇金淋巴瘤各型之间细胞形态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如滤

泡中心淋巴瘤：系生发中心的淋巴瘤，为Ｂ细胞来源，多见老年
发病。胞体大小不等，形态不规则，多为棱形，有的有切裂沟，

核仁少见，胞质少；套细胞淋巴瘤：来源于滤泡外套 ＣＤ５＋的 Ｂ
细胞，多见老年男性。瘤细胞较多，细胞圆、类圆，核染质较细

致、浓染、均匀，核仁不多见，浆量较少，染灰兰色，染色背景较

清晰，偶见初迹，充满胞体，小的略大于小淋巴细胞，但不超过

１．５倍，中圆型为２倍左右，核染质较疏松，没有核仁，涂片背景
较单一；弥漫性大Ｂ细胞淋巴瘤：是最常见的侵袭性ＮＨＬ，胞体
有的较大，呈圆形、类圆形、核较大，无裂沟，核仁较明显，并呈

小颗粒状，浆少，呈浅灰兰色，并有空泡，背景较混乱状；免疫母

细胞型：胞体较大，圆形、类圆形，胞浆丰富，浓染，丝状分裂易

见，涂片背景紊乱，呈弥漫性；浆母细胞性淋巴瘤：可分为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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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和分化好的细胞，比正常的浆细胞约大２～３倍，胞浆较丰
富，嗜碱性，核偏，核染质较疏松，有时可见分裂型，并见有核

仁，免疫母细胞、淋巴细胞等不出现；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亦

称Ｋｉ１淋巴瘤，细胞呈ＣＤ３０＋，免疫表型可为 Ｔ细胞型。瘤细
胞非常大，细胞形态大小不一，核怪异、凹陷、分叶、环状、马蹄

形、肾形，偶见双核、多核等，可类似ＲＳ细胞，有时可与霍奇金
淋巴瘤和恶性组织细胞病混淆；曲核细胞型：胞体中等大，形态

不规则，核圆形、类圆形，核膜有裂沟，形成花瓣状、鸡爪样，核

仁较明显，核染质较均匀，呈细颗粒状，浆量中等，染灰兰色或

淡兰色，背景较混乱。

３．２　ＮＨＬ细胞学诊断体会　我们体会到：在淋巴结针吸涂片
中，先用瑞氏染色再用巴氏染色，低倍镜观察全片，根据镜下初

见（最好阅片二张），能够辨别炎症、肉瘤和转移癌等。然后，再

转高倍镜或油镜观察每个细胞的微结构，充实或推翻低倍镜下

的概念。这样检查既不会错诊，也不会漏诊。一旦确定为非霍

奇金淋巴瘤后再进一步进行分类。在分型中我们发现一个视

野中有几个类型的细胞，如：小圆、中圆、裂细胞等形态，那么，

我们必须多看几个视野。更要多看总体比例。通过分型观察

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在免疫过程中细胞形态变化及命名多由 Ｂ
细胞和Ｔ细胞（多来自发生中心外）的各种转化形成，既有各自
的细胞特征，又有相互演变的过度形［８－９］。

３．３　ＮＨＬ与ＨＬ细胞学鉴别诊断　注意区分霍奇金淋巴瘤与
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形态：非霍奇金淋巴瘤的血象、骨髓象和

淋巴结针吸涂片中，淋巴细胞可增多，约２０％淋巴瘤病例在晚
期可并发白血病［１０］。其细胞大小超越生理变化的范围，其细

胞胞体大，细胞排列紊乱，异形细胞多见，常密集成团，有显著

的核异形性。核仁大，核型不规则，数目较多。浆多，深染，灰

兰色，嗜碱性。异常分裂象多见。霍奇金淋巴瘤，单核型 ＲＳ

细胞胞体巨大，形态不规则，核仁大，核染质疏松，呈网状结构。

着色较深。不均匀。浆极为丰富。并含有多个空泡。多核型

ＲＳ细胞，核形畸特，呈分泌、芽茁状，畸形。胞浆内有吞噬异
物。裸核ＲＳ细胞，核折叠，有巨大、很不规则的核仁。

通过研究，我们加深了对各种型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识别

能力。制定涂片分型的标准，有助于临床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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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乙酰胆碱能神经分泌乙酰胆碱递质，而乙酰胆碱

有负性变时作用，可降低房室交接区传导的自律性，出

现心率减慢。而病窦综合征就是由于窦房结或者其结

周组织的病理损害引起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衰竭，以

心动过缓为主要的表现［６－７］。所以，食管调搏对大多

数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衰竭）低下患者有诊断意义，

但是临床有报道称［８］仍有部分存在假阳性现象，原因

可能是结周组织病变或窦房结存在保护性传导阻滞以

及患者情绪的激动影响检查结果。
表１　静注前后调搏阳性情况比较（ｎ，％）

组别　　　　　　　　　 ｎ 静注前调搏 静注后调搏

一度房室传导阻滞点组　 ６３ ２∶１房室传导阻滞点＜１５０次／ｍｉｎ ４５（７１．４） １６（２５．４）

一度房室传导阻滞点＜１００次／ｍｉｎ ６０（９５．２） ２０（３１．７）

二度Ⅰ型房室传导阻滞组 ９ ７（７７．８） ５（４１．７）

　　注：与静注前调搏比较，Ｐ＜０．０５。

　　阿托品试验主要是由于阿托品的 Ｍ受体阻断作
用，可提高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有正性变时作用，使心

率加快。但是由于自主神经在心脏各部位分布的不平

衡，阿托品试验可能出现假阳性或者假阴性的现象。

国外的 ＳａｎｄｅｒｓＲＡ等［９］学者报道称对２１０例阿托品
试验进行对照复合试验，结果显示无明显的差异性，这

就说明了阿托品试验仍是临床上值得参考的评价房室

交接区传导功能的试验方法。所以在临床高度怀疑病

窦综合征时应与食管调搏结合，以防误诊及漏诊［１０］。

且阿托品试验方法简单，适用于更多的人群的筛查。

结合本次的研究表明，食管心房调搏联合阿托品检测

房室交接区传导功能可显示房室结存在病理性改变，

对提高临床诊断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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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血浆 ＴＭ、ｈｓＣＲＰ和 ｓＶＣＡＭ１联检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意义
杨同宏，梁艳梅

【摘　要】　目的　探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高征）患者血浆凝血酶调节蛋白（ＴＭ）、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和血清
可溶性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１（ｓＶＣＡＭ１）在妊高征病情变化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５９例妊高征患者和６５例正常晚期妊娠妇女的血浆ＴＭ和血清ｓＶＣＡＭ１水平，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超敏Ｃ
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的含量变化，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妊高征患者血浆 ＴＭ、ｈｓＣＲＰ含量和血清 ｓＶＣＡＭ１水平均明
显高于正常妊娠组（Ｐ＜０．０１），且随病情的加重而增高。结论　血浆ＴＭ、ｈｓＣＲＰ和血清ｓＶＣＡＭ１三者联合检测可作为
妊高征诊断和病情严重程度观察的实验室辅助指标。

【关键词】　血浆凝血酶调节蛋白；超敏Ｃ反应蛋白；可溶性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２４６　Ｒ４４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８６０２

　　妊高征病因学说众多，其病理变化机制多认为血管内皮损
伤和滋养层浸润障碍是妊高征发生过程中的两个主要环节，该

病逐渐成为医院妇科和产科的一种多发病［１］，但特异的实验室

诊断指标报道很少。我们通过分析５９例妊高征患者血浆凝血
酶调节蛋白（ＴＭ）、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和血清可溶性血
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１（ｓＶＣＡＭ１）的水平，探讨三者联合检测
在妊高征病情变化中的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７月符合妊娠高血压综
合征诊断标准［２］的患者（妊高征组）５９例，为我院和商丘市妇
幼保健院产科门诊或住院的病人，年龄２３～４２岁，孕周３５～４１
周，其中以临床综合资料分为轻度妊高征２４例，中度妊高征２２
例，重度妊高征１３例，均不合并慢性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和慢性肝、肾疾病。另以同期的正常妊娠妇女６５例为对照
组，年龄２２～３５岁，孕周３７～４１周，无重要脏器疾病史和其他
妊娠并发症。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所有被测试者于清晨空腹采静脉血２管，
一管肝素钠抗凝３ｍｌ检测血浆 ＴＭ和 ｈｓＣＲＰ用；另一管普通
分离胶试管３ｍｌ测血清ｓＶＣＡＭ１用；分离血浆和血清，－２０℃
保存待检。

１２２　实验方法　血浆ＴＭ采用ＥＬＩＳＡ法，试剂盒由北京中生
北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ｈｓＣＲＰ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应
用美国ＡＢＯＴＴ１６０００Ｃ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原装配套试剂；血
清ｓＶＣＡＭ１测定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试剂盒由北京世纪沃德公司
提供，配套标准品和质控品，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方差分析及 ｔ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妊高征组血浆ＴＭ、ｈｓＣＲＰ和ｓＶＣＡＭ１水平与正常妊娠组
比较显著升高，且重度妊高征、中度妊高征和轻度妊高征各组

之间三指标水平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果见
表１。

３　讨论
　　ＴＭ是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分泌的糖基化蛋白质，其浓度升
高被认为是血管内皮受损的标志［３］。早年认为其主要功能是

在血管内皮上协助凝血酶激活蛋白Ｃ而作为辅助因子起作用；
现多认为血液中的ＴＭ主要是损伤或功能紊乱的血管内皮膜下
ＴＭ的降解片段，在生理情况下，内皮细胞不分泌和释放ＴＭ，血
中ＴＭ升高在反映血管内皮损伤和疾病严重程度上的意义远比

作者单位：４７６０００河南省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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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活化蛋白Ｃ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和临床参考价值，可作为血
管内皮损伤的新指标［４］。本文结果示，妊高征组血浆 ＴＭ水平
与正常妊娠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重度妊高征与
中度妊高征以及轻度妊高征与正常妊娠妇女差异亦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且随病情严重程度逐渐升高。
表１　妊高征患者与对照组血浆ＴＭ、ｈｓＣＲＰ和血清ｓＶＣＡＭ１水平

组别 ｎ ＴＭ（μｇ／Ｌ）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ｓＶＣＡＭ１（ｎｇ／ｍｌ）

妊高征组 ５９ １５８７．４±６１５．２△ ４８．６±３．５△ １４１．６±１２．６△

轻度妊高征 ２４ ８７８．１±２７５．４▲ ９．３±２．１▲ ４９．１±６．９▲

中度妊高征 ２２ １４９２．３±５１２．２ ３２．８±７．７ １１３．７±８．６

重度妊高征 １３ ２０１５．６±６３３．７＃ ６３．７±１４．９＃ ２０２．３±１０．８＃

正常对照组 ６５ ５９１．６±１４９．３ ２．５±１．３ ２０．３±７．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与轻度妊高征比较，
Ｐ＜０．０１；与中度妊高征比较，＃Ｐ＜０．０１。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由肝脏合成
并释放入血，在急性期反应时肝细胞在ＩＬ６等细胞因子诱导下
大量合成ＣＲＰ［５］。ｈｓＣＲＰ为超敏 Ｃ反应蛋白，较 ＣＲＰ在机体
受到刺激时更易被检测到，敏感性较 ＣＲＰ高。超敏 ＣＲＰ检验
方法可检测出０．１ｍｇ／Ｌ的 ＣＲＰ浓度，其临床应用价值已经受
到广泛关注［６］。本文实验结果示，妊高症患者较正常妊娠组，

ｈｓＣＲＰ水平增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重度、中
度和轻度妊高症组间亦有显著性差异，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

关。ｈｓＣＲＰ水平变化情况与妊高症病情程度之间的关系，资料
报道不多，推测可能是 ｈｓＣＲＰ具有抑制受损组织中聚集的吞
噬细胞释放血管活性物质和多种蛋白分解酶的活性，加强了局

部的免疫调节、逐步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从而导致外周血液

中浓度的升高。

ｓＶＣＡＭ１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是白细胞 ＣＡＭｓ受体极
迟活化相关抗原４（ＶＬＡ４）的配体，ｓＶＣＡＭ１在 ＩＬ１、ＩＮＦα等
诱导下表达于活化的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和树

突状细胞表面，其生物学作用主要是介导这些细胞的粘附和迁

移，参与炎症反应和免疫过程［７］。有研究发现，妊高征患者体

内的 ｓＶＣＡＭ１表达调节平衡发生紊乱，血管内皮细胞表达
ｓＶＣＡＭ１增加并介导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失衡致释放增加；也可
能与妊高症患者多伴有肾功能受损导致 ｓＶＣＡＭ１清除率降低
有关［８］。本文研究结果示，中、重度妊高征患者血清中

ｓＶＣＡＭ１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妊娠组及轻度妊高征组（Ｐ＜０．
０１），并且随着病情的加重而逐渐升高，与丁芳林等［９］的报道一

致，提示测定血清中ｓＶＣＡＭ１的水平有助于监测妊高征病情的
发展。

有文献报道［１０］，血浆ＴＭ和ｓＶＣＡＭ１联合检测时，二者水
平显著升高则表明机体炎症反应、血管内皮损伤在疾病发生过

程中有明显的协同作用，同时也表明炎症反应促进了机体血栓

的形成。本文研究示，妊高征患者血浆 ＴＭ、ｈｓＣＲＰ和血清
ｓＶＣＡＭ１三者水平均明显增高，且随病情加重增高愈显著，提
示ＴＭ、ｈｓＣＲＰ和ｓＶＣＡＭ１可能参与了妊高征内皮细胞损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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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变化过程，联合检测三者在妊娠妇女血液中的含量对妊高

征的临床鉴别诊断和预后观察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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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７，１７（５）：２９９３００．

［１０］　陈欣，张广枚，江燕，等．血浆 ｓＴＭ和 ｓＶＣＡＭ１在急性冠脉综合
症患者中的表达［Ｊ］．天津医药，２００６，３４（３）：１７１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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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产品（线性范围为５～３５０００ｐｇ／ｍｌ），正常参考值
为＜１００ｐｇ／ｍｌ。
１４　判定标准　显效：心衰症状、体征基本缓解，心功
能改善Ⅱ级以上；有效：心衰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心
功能改善Ⅰ级以上；无效：心衰症状及体征均无改善或
恶化。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均以（ｘ±ｓ）表示，显著性比较采用 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疗效分析　治疗 ７ｄ后，显效 ５７例、显效率
４０．４３％，有效７５例、有效率５３．１９％，无效９例、无效
率６．３８％，总有效率为９３．６２％（１３２／１４１）。提示：米
力农短期治疗ＣＨＦ患者临床疗效显著。
２２　治疗前后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变化　治疗前，血
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４８８．９±１２７．１）ｐｇ／ｍｌ］显著高于
对照组［（３７．４±８．９）ｐｇ／ｍｌ］（Ｐ＜０．０１）；治疗后
［（８９．４±３９．２）ｐｇ／ｍｌ］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１），但
其水平仍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提示：血清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水平与ＣＨＦ病情相关。
２３　随访１年内有无心脏事件发生患者出院时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比较　随访１年内，２７例患者发生心
脏事件，发生率为１９．１５％（２７／１４１）。发生心脏事件
者出院时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１５８．２±５１．７）ｐｇ／
ｍｌ］显著高于未发生心脏事件者［（７３．１±４４．２）ｐｇ／
ｍｌ］（Ｐ＜０．０１）。提示：检测ＣＨＦ患者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水平对于预测心脏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３　讨论
　　心力衰竭发生发展的病理机制是心室重构和心肌
纤维化，米力农是人工合成的双吡啶化合物，为磷酸二

酯酶Ⅲ（ＰＤＥⅢ）抑制物，可明显减少心肌细胞中环
化腺核苷－磷酸（ＣＡＭＰ）降解，从而增加了心肌收缩
蛋白中可利用的钙离子浓度，具有增加心肌收缩力及

促进舒张血管的作用，从而改善心室重构及心脏收缩

与舒张功能［７］。米力农也具有降低心脏前后负荷的作

用（扩张冠状动脉、扩张肺动脉及扩张周围血管）［８］，

还能够调节细胞因子（如白介素 ６、肿瘤坏死因子α
等）促进心功能恢复［９］。ＣＨＦ患者采用米力农注射短
期治疗的临床疗效显著（总有效率为９３．６２％）。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是一种心脏内分泌激素，主要由左心室分泌并
释放到血液循环中，刺激其分泌的条件主要是心室负

荷和／或室壁张力的增加，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其水平高低
是反映心功能状态的客观指标，也是早期心功能损害

的敏感指标［１０］。本文通过对 ＣＨＦ患者治疗前、后血
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对比，以及出院时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水平与随访心脏事件发生的比较，发现治疗后随着患

者心功能改善，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明也显降低，因米
力农通过改善心室重构及功能恢复，降低了左心室的

分泌。发生心脏事件者出院时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显
著高于未发生心脏事件者，说明出院时其水平越高，出

院后发生心脏事件的几率就越高，提示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
ＮＰ是ＣＨＦ患者治疗及预后判断的指标。

综上所述，ＣＨＦ患者存在着高水平的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短期应用米力农注射液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心功能及

降低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血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可作为观
察心功能变化及临床疗效的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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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排 ＣＴＡ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应用
时胜利，陈志平，冯东鏤

【摘　要】　目的　探讨６４排ＣＴＡ对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价值及后处理重建方法。方法　收集整理郑州市儿童医
院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３月期间经６４排心脏ＣＴＡ检查患儿的临床及ＣＴ资料并进行分析，总结小儿先天性心脏病６４
排ＣＴＡ后处理诊断方法。结果　７３例经６４排ＣＴＡ检查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均能明确诊断，其中复杂先心病４０例，有
房间隔缺损者１７例，有室间隔缺损者４３例，有动脉导管未闭者７例，有肺动脉狭窄者５例，先天性肺动脉闭锁１例，有
右室流出道狭窄者２２例，有肺静脉异位引流者３例，有主动脉狭窄者２例，永存左上腔静脉４例，右位主动脉弓３例。
与彩超及手术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６４排 ＣＴＡ扫描及后处理重建，对先天性心脏
病能够作出明确诊断，图像直观细腻逼真，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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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是严重影响生存质量危
及患者存活的一组疾患，大多数先心病常合并存在心脏多个畸

形，包括心内畸形和心外畸形，常导致严重血流动力学异常［１］。

近年来，小儿心血管外科、心导管介入技术及心脏重症监护等

领域的技术有明显进展，小儿先心病的治疗效果明显提高，特

别是显著提高了复杂先心的手术成功率及患儿的生存质量。

因此，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明确诊断显得至关重要，心脏影像

学诊断及技术的进步，为术前诊断与手术病例筛选、术中指导

与评价、术后评估与随访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

文通过对我院心脏６４排 ＣＴＡ分析，总结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
６４排ＣＴＡ的扫描方法及后处理重建诊断方法，提高小儿先天
性心脏病的诊断准确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整理我院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期
间经６４排心脏ＣＴＡ检查的患儿临床及ＣＴ资料并进行分析，包
括患儿临床病史、彩超报告单、肝肾功能报告单、６４排 ＣＴ扫描
前准备及扫描参数、ＣＴ诊断报告单等。
１２　先心病扫描准备及扫描方法　７３例患儿，男３８例，女３５
例，年龄１个月～６岁，体重３．５～２０ｋｇ，检查前患儿体温控制
在３８℃以内，心率控制在１４０次／ｍｉｎ，使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６４排 ＣＴ
进行ＣＴＡ心脏前门控扫描。
１２１　扫描前准备　准备套管针、双筒高压注射器、３５０ｍｇＩ／
ｍｌ碘海醇，２．０～２．５ｍｌ／ｋｇ、２２～２０Ｇ套管针静脉穿刺，对比剂
注射在１２ｓ内注射完，流率为２．０ｍｌ乘以体重除以１２，盐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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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比剂用量的１／３～２／３，盐水注射流率为用量除以注射时
间，盐水注射时间为２０ｓ减去对比剂注射时间，总注射时间控
制在２０ｓ左右，扫描启动时间为开始注药后计算扫描时间，１
岁以内小儿左向右分流启动时间为１４～１５ｓ；右向左分流启动
扫描时间为１２～１３ｓ；１岁以上患儿：在上述时间内延迟１ｓ启
动扫描。

１２２　扫描方法　不合作患儿镇静，１０％水合氯醛０．５ｍｌ／ｋｇ
或麻醉，扫描前１ｈ口服倍他乐克１～２ｍｇ／ｋｇ，控制心率在１４０
次／ｍｉｎ以内，平静呼吸下进行扫描，回顾性心电门控扫描模式，
扫描参数：管电压１２０ｋＶ，管电流３００～５００ｍＡ，准直６４层 ×
０．６２５ｍｍ，螺距０．１６～０．２２，Ｘ线管旋转速度０．３５ｓ／ｒ；视野
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矩阵５１２×５１２，扫描时间３．１～５．７ｓ。
１３　后处理重建方法　对心脏内畸形和心脏外畸形采取分节
段重建。心脏内畸形采用ＭＰＲ（多平面重建），包括：房间隔和
室间隔短轴位、房间隔和室间隔长轴位、四腔位、左室和右室流

出道位、左室双口位、主动脉骑跨位；心脏外畸形采用 ＣＰＲ（曲
面重建）和ＶＲ（容积再现），包括：主动脉、肺动脉、肺静脉、上下
腔静脉和心脏外形不同位置的观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为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测
量数据差异比较采用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采用 ｔ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７３例经６４排 ＣＴＡ检查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均能明确诊
断，其中复杂先心病４０例，有房间隔缺损者１７例，有室间隔缺
损者４３例，有动脉导管未闭者７例，有肺动脉狭窄者５例，先天
性肺动脉闭锁１例，有右室流出道狭窄者２２例，有肺静脉异位
引流者３例，有主动脉狭窄者２例，永存左上腔静脉４例，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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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弓３例。与彩超及手术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３１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常见的畸形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是严
重影响生存质量危及患者存活的一组疾患，大多数先心病常合

并存在心脏多个畸形，包括心内畸形和心外畸形，心内畸形包

括房缺、室缺、左右室流出道狭窄、瓣膜狭窄和关闭不全、主动

脉骑跨、单心房单心室等，心外畸形包括主动脉异常、主动脉弓

离断、主动脉缩窄、主唱肺动脉窗、永存动脉干、双主动脉弓；肺

动脉异常，包括肺动脉狭窄和闭锁、一侧肺动脉起源异常、肺动

脉吊带等；动脉导管未闭；肺静脉畸形引流，包括心上型、心内

型、心下型；体静脉异常，包括双侧上腔静脉、下腔静脉离断；冠

状动脉异常，包括冠状动脉瘘、冠状动脉异常起源、冠状动脉瘤

等［２－３］。

３２　６４排ＣＴＡ对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的优势　长轴方向使用
了多排探测器，可在一次旋转过程中获得多层面的容积扫描数

据，扫描速度明显加快，通过调节准直大小来控制扫描层面，可

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扫描厚度，采用了多层面锥形体层摄影

重建技术，应用最优化模式和新的过滤器插入方式，改变了长

轴方向的数据采集轨迹，使长轴方向的信息量明显增加，相邻

边缘部分的采集数据得到补充加强，明显增加了图像的空间分

辨率，可进行多平面重建，信息无衰减，进行 ＶＲ（容积再现）３Ｄ
重建技术，１００％利用容积扫描数据，通过调整窗宽、窗位、亮度
及透明度，可显示不同密度的组织结构，且保存了组织结构的

三维空间关系，处理图像不需要人工编辑，保证了组织结构的

连续性，图像细腻逼真，有较强的空间立体感，可通过不同角度

进行观察，便于准确测量［４］。

３３　图像后处理原则　先心病的图像后处理诊断采用节段分
析的思路作为指导，用于全面显示心血管的解剖结构、空间位

置关系、连接关系，根据心脏位置、内脏 －心房位置关系、心房
室连接、心房室与血管间连接、血管与血管间连接进行重建分

析，有助于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不漏诊［５－６］。

３４　心脏内病变多采用平面重建（ＭＰＲ）进行分析
３４１　房间隔重建方法　重建短轴位和长轴位方向上房间
隔，短轴位房间隔重建方法：以房间隔中点为中心，横轴位上与

房间隔平行，矢状位上与房间隔垂直，所得到的平面；长轴位房

间隔重建方法：以房间隔中点为中心，矢状位上与房间隔平行，

横轴位上与房间隔垂直，所得到的平面；分别观察房间隔在短

轴位和长轴位上有无缺损，并测量房间隔缺损的大小（见图

１）。

　
　　注：长轴位及短轴位，观察心脏长轴和短轴方向缺损大小。

　图１　房间隔缺损
３４２　室间隔重建方法　重建短轴位和长轴位方向上室间
隔，短轴位室间隔重建方法：以室间隔中点为中心，横轴位上与

室间隔平行，矢状位上与室间隔垂直，所得到的平面；长轴位室

间隔重建方法：以室间隔中点为中心，矢状位上与室间隔平行，

横轴位上与室间隔垂直所得到的平面；分别观察室间隔在短轴

位和长轴位上有无缺损，并测量室间隔缺损的大小。

３４３　四腔位　最常用的心脏特有成像体位，用于观察同一
层面上长轴位方向房间隔和室间隔病变，各房室壁厚度。方

法：即垂直于室间隔房间隔，又垂直于二尖瓣三尖瓣所得到的

平面，右侧前后为右心房、右心室，左侧前后为左心房、左心室

（见图２）。

　
　　注：用于观察房室间隔缺损及二尖瓣、三尖瓣。

　图２　心脏四腔位
３４４　左心室双口位　用于观察主动脉瓣病变、左心室流出
道及流入道有无狭窄、升主动脉根部情况。方法：平行于主动

脉瓣与心尖的连线，垂直于主动脉与左心房间隙所得到的平面

（见图３）。

　
　　注：观察左室流入流出道狭窄及主动脉骑跨程度。

　图３　左室双口位及主动脉骑跨位
３４５　右室流出道位　用于观察右心室流出道有无狭窄。方
法：平行于三尖瓣与心尖连线，垂直于三尖瓣所得到的平面。

３４６　主动脉骑跨位　由于观察有无主动脉骑跨及骑跨的程
度。方法：以主动脉瓣中点为中心，垂直于室间隔，平行于升主

动脉所得的平面（见图３）。
３５　大血管畸形重建　心脏外大血管畸形的后处理重建，多
采用容积再现（ＶＲ）和曲面重建（ＣＰＲ）进行分析［７］。

３５１　容积再现（ＶＲ）　通过不同角度可立体逼真显示心脏
外血管发育情况，有无主动脉异常包括主动脉弓离断、主动脉

缩窄、永存动脉干、双主动脉弓等；肺动脉有无异常，包括狭窄

和闭锁、肺动脉起源有无异常；动脉导管未闭；有无肺静脉畸形

引流；体静脉有无异常包括永存左上腔静脉、下腔静脉离断等；

冠状动脉有无异常：包括冠状动脉瘘、冠状动脉起源异常、冠状

动脉瘤等（见图４）［８－９］。

　
　　注：观察心脏大血管畸形，本例为主动脉缩窄。

　图４　容积再现（ＶＲ）
３５２　曲面重建（ＣＰＲ）　主要用于行径扭曲不能在同一层面
显示其全貌的血管，如主动脉与肺动脉异常连接、动脉导管未

闭等在同一层面显示。

综上所述，６４排ＣＴＡ对小儿先天性心脏病能够做出明确
诊断，尤其对复杂先心的通过分节段重建诊断有较大优势，值

得推广应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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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不全纵隔子宫妊娠的诊断价值
吴小凤，周江，李燕，陶溢潮，马芬，刘继章

【摘　要】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不全纵隔子宫妊娠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择早孕期在孝感市中心医院接受
超声检查并拟诊为不全纵隔子宫妊娠４５例，跟踪随访至妊娠晚期，观察纵隔子宫在妊娠不同时期声像图特点，最后经手
术或产后超声证实。结果　除２例在早孕期复查后确诊为子宫角部妊娠，其余４３例妊娠早期表现为内膜呈 Ｙ字形，一
侧宫腔内膜增厚呈蜕膜样变，一侧宫腔见偏心性孕囊回声。妊娠中、晚期：羊水内见带状回声，其基底部宽厚，与宫底或

宫腔上部相连，不影响胎儿活动。３８例经剖宫产手术证实，５例正常分娩产妇于产后复查子宫超声得以证实。结论　彩
色多普勒超声对不全纵隔子宫妊娠期声像图表现具有一定特异性，能准确诊断并指导临床。

【关键词】　彩色多普勒超声；不全纵隔子宫妊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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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ｅｐｔａｔｅｕｔｅｒｕｓｂｙ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５ｃａｓｅｓ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ｕｔｅｒｕ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ｌｏ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ａｗｏｍａｎ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ｓｅｐｔａｔｅｕｔｅｒｕｓｈａ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ｃ
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ａｗｏｍａｎｗｉｔｈ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ｓｅｐｔａｔｅｕｔｅｒｕ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不全纵隔子宫是女性生殖道畸形常见病例，因可无临床症
状，常不易早期发现，诊断有较多局限性［１］，合并妊娠时，宫内

异常的纵隔易于显示，特别是妊娠晚期受羊膜囊中羊水衬托，

表现为宫腔内带状物回声，准确判断带状物的来源、性质及其

对胎儿的影响，对于临床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不完全纵

隔子宫妊娠期进行超声观察，讨论分析其声像图特征，指导临

床。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我院门诊
拟诊为不全纵隔子宫合并早期妊娠孕妇４５例，孕妇要求生育，
超声动态监测至胎儿出生，年龄２３～２８岁，平均年龄２５．５岁。

作者单位：４３２０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超声科
通讯作者：吴小凤，电子信箱：１５９４２６３８００＠ｑｑ．ｃｏｍ

１２　仪器与方法　采用ＧＥＬｏｇｉｑ７及Ｖｏｌｕｓｏｎ７３０彩色超声诊
断仪，经腹探头频率３．５ＭＨｚ。早孕期嘱孕妇适当充盈膀胱，行
常规超声检查，重点观察子宫轮廓，宫腔带状分隔向宫颈内口

延伸程度，内膜形状。中晚孕期行常产科规超声检查，重点观

察纵隔走向、厚度、胎位、胎盘、纵隔血流情况。

２　结果
２１　超声检查结果　４５例孕妇中２例在早孕期复查后诊断为
宫角妊娠，经手术证实。３８例行剖宫产术：胎盘早剥２例，胎位
不正３６例。５例正常分娩，产后超声证实为不全纵隔子宫。
２２　不全纵隔子宫妊娠的声像图分析　早期妊娠时：子宫体
积增大，宫底部增宽，轻度凹陷，其凹陷深度≤１０ｍｍ［２］，内膜呈
“Ｙ”字形，妊囊位置偏心。中晚期：羊膜囊羊水无回声区内见一
光带回声，将宫腔分为左、右不等大两部分，胎儿主要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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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一侧宫腔，另一侧为与其相通窄小羊水区，光带基底部宽

厚，上部与宫底子宫肌层连续，回声类似肌层，多数纵行，少数

呈斜行状［３］。

３　讨论
３１　不完全纵隔子宫形成机理　不完全纵隔子宫是胚胎发育
形成过程中，双侧米勒管融合后，中隔吸收受阻形成不同程度

的纵隔，纵隔止于宫颈内口上方任何部位，发病率约占３５％。
根据美国生育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ＦＳ）的标准
（１９８８）属米勒管发育异常第Ⅴ级［４］。

３２　不全纵隔子宫妊娠期超声声像图表现　早期妊娠期：不
全纵隔子宫外形上表现为横切宫底增宽，底部略凹陷，于宫体

中央见一基底略呈“楔形”低回声分隔带延伸至宫颈内口以上，

将子宫分成左、右不等大两部分，内膜呈“Ｙ”字形（见图１），纵
切：子宫内膜回声不连续，可见两条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内膜回

声，一侧宫腔内膜增厚，回声不均匀呈蜕膜反应，另一侧宫腔见

偏心妊娠囊回声（见图２），多切面扫查内膜呈“Ｙ”字形及妊娠
囊偏心是不全纵隔子宫早期妊娠声像图特异性表现。中、晚期

妊娠期，由于羊膜囊中羊水衬托，不全纵隔容易显示，超声表现

为羊水内漂浮光带将宫腔分为大小不等且相通两部分（见图

３），胎儿占据较大一侧宫腔，较小一侧宫腔可见胎儿部分躯体
活动自如，羊水内光带具有以下特点：纵隔数量单发，基底部厚

宽，厚约６～７ｍｍ，部分厚可达１０ｍｍ以上，发生于子宫底部及
宫腔上部，与肌层回声相似，其下端渐变细向宫颈方向延伸，止

于宫颈内口水平上方，彩色多普勒显示光带上有血流信号。部

分纵隔因妊娠侧宫腔与非妊娠侧宫腔极不对称关系而明显偏

于一侧，表现为不全纵隔呈斜行走向。

　
　　注：子宫底部横切见左、右
两个宫腔回声。

图１　不全纵隔子宫非孕期横切
面

　　注：一侧宫腔见偏心孕囊回
声、另一侧宫腔内膜增厚呈蜕膜

反应。

图２　不全纵隔子宫早孕期横切
面

　
　　注：羊水内见一光带回声将羊膜囊分为左、右两部分。

　图３　不全纵隔子宫中晚期横切面

３３　鉴别诊断　早孕期因妊娠囊具有偏心性特点，故不全纵
隔子宫妊娠早期应与角部妊娠相鉴别。角部妊娠属宫内妊娠

还是特殊部位妊娠尚未完全统一［５］，但其部位特殊，子宫角部

是子宫血管和卵巢血管汇集区，血运丰富，一旦发生破裂可因

大量失血致失血性休克危及生命，及早诊断可指导临床治疗。

本组病例有２例在早期首次检查因妊娠囊位置偏心而误诊，动

态观察妊娠囊位置，１～２周复查，明确诊断，临床及时处理，经
手术证实为子宫角部妊娠。妊娠中、晚期羊水中带状物回声不

全纵隔子宫占２２％［６］，随着宫腔器械操作增多、损伤，宫腔粘连

带亦为常见原因，宫腔粘连带是由双层羊膜与双层绒毛膜沿瘢

痕生长形成，其声像图特点为：可多发（１～４条），边缘毛糙，光
带基底部较宽，多位于宫腔中下段，羊水内带状回声一端连于

胎盘，一端连于宫壁，或两端均为胎盘或均为宫壁［７］，其上可见

胎盘种植、附着，彩色多普勒显示光带上可有血流信号，动态观

察随着妊娠进展，羊膜囊增大，疤痕伸展，该光带部分可消失，

宫腔粘连带多无实际临床意义。此外还有羊膜带综合征、轮状

胎盘等均可形成宫腔内带状回声，但羊膜带综合征多伴发有胎

儿畸形，易于识别；轮状胎盘较少见，发生率不到１／６０００。
３４　诊断不全纵隔子宫的临床意义　不全纵隔子宫由于纵隔
表面覆盖发育不良内膜，纵隔上血管形成不好，血供不足，加上

纵隔改变宫腔形态，对妊娠产生一定影响，易导致早期流产及

习惯性流产［８］，妊娠晚期因胎盘异常种植可引起胎盘早剥导致

早产，纵隔使有效空间减少，胎儿在宫内活动受限，因而又可引

起胎儿窘迫、胎位异常：臀位、横位。有文献报道［９］：胎位不正

是胎膜早破导致早产主要诱因之一。本文献中有２例分别在
孕３５＋３周及３４＋５周时因孕妇腹痛、阴道出血，经彩超诊断为胎
盘早剥而及时实施剖宫产手术。３６例因臀位、横位胎位不正，
不能正常分娩行剖宫产术，而在剖宫产指征中胎儿窘迫占首

位［１０］。

综上所述，通过对不全纵隔子宫早期至晚期妊娠期声像图

变化的观察、分析，了解不全纵隔子宫形成宫腔带状物特点，提

高对不全纵隔子宫形成宫腔带状物声像图认识，可以减少漏

诊、误诊，更好地指导临床。不全纵隔子宫在妊娠期声像图表

现具有显著特异性，而彩色多普勒对这一特性能直观显示，特

别在妊娠中晚期对胎盘及胎位异常检查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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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病变的超声分析
高燕燕

【摘　要】　目的　探讨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方法实现对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病变的诊断。方法　蚌医二附院
已确诊５６例糖尿病患者，现对其进行下肢动脉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观察血管内径、内中膜厚度、有无斑块、管腔狭窄
程度及血流动力学变化，结果与无糖尿病的５０例正常人进行对照。结果　５６例糖尿病患者中下肢动脉有不同程度的
硬化，动脉内中膜增厚结果为阳性３６例，发病率为６４．２８％，斑块形成２４例，发病率４２．７６％，轻度狭窄１４例，发病率
２５．０％，明显狭窄１１例，发病率１８．６５％，完全闭塞２例，发病率３．５％。对照组５０例，检出结果为阳性４例，发病率
１２．５％，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检出阳性率明显高于糖尿病对照组（Ｐ＜０．０１）。结论　探索糖尿病患者的下肢动脉彩色
多普勒超声检查对临床研究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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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得知，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全身
性代谢性疾病［１］。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是糖尿病的主要特征，若

不予以系统治疗以及到病症晚期，会伴随诸多常见并发症，以

心、脑、肾为著，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更为常见。糖尿病晚期

患者伴有下肢疼痛、麻木、间歇性跛行、足部溃疡、坏疽，最后造

成截肢致残等。因此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超声检查能发现其下

肢血管的早期病变，为提高糖尿病并发症的诊断提供一项重要

检查措施，本文旨在对本院５６例下肢动脉病变的糖尿病患者
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并对其结果分析与研究，从而为以后

的临床提供更为高效、无创及便捷的检查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我院内分泌
科的糖尿病患者５６例，均经临床相关化验确诊，病程半年至３０
年，其中男性４２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４２～８５岁，平均年龄６３．５
岁，同时检测５０例无糖尿病者作对照组，年龄４５～７５岁，平均
５４．５岁。
１２　仪器　使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Ｅ３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高频
线阵探头，频率为７～１２ＭＨｚ。
１３　检查方法　置患者于仰卧位，充分暴露其下肢，大腿略向
外伸展，探头位于大腿根部，首先找到位于腹股沟内下方的股

总动脉和股浅动脉，然后沿下肢动脉走行自上而下滑动探头，

纵行扫查，观察股总动脉主干及其分叉处股浅动脉，在分叉处

上１．０～１．５ｃｍ处进行取样，并使所取容积为２～４ｍｍ，校正声
速与血流夹角使之大小保持小于６０°。而在对动脉进行检查
时，则需要让患者采取俯卧位，令下肢抬高２０°～３０°。检查过
程观察管腔内径，内膜厚度的变化及管腔内壁有无斑块、狭窄、

血栓等病变，斑块处彩色血流是否有充盈缺损现象，脉冲多普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功能科

勒检查血流速度，阻力指数血流动力学变化。

２　结果
　　通过对５６例糖尿病患者的下肢动脉超声检测，对糖尿病
患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进行超声分组，内膜厚度标准为内

中膜厚度在０．８～１．３ｍｍ之间（分叉处超过１．０ｍｍ）及斑块标
准参考［２－３］斑块局限性厚度超过１．３ｍｍ。①血管局部内膜增
厚，阳性３６例，２Ｄ：１ｍｍ＜内膜增厚≤１．２ｍｍ，ＣＤＦＩ：血流信号
充盈良好。②血管腔内粥样斑块形成（软斑、硬斑），阳性 ２４
例，２Ｄ：内膜增厚＞１．２ｍｍ，局部增厚隆起，向管腔内隆出，见单
发或多发低回声、等回声及强回声斑块，较大斑块处导致管腔

狭窄，ＣＤＦＩ：管壁内膜增厚处彩色血流信号充盈良好，斑块处可
见血流信号充盈缺损，彩色血流信号略变细。③血管轻度狭
窄，阳性１４例，２Ｄ：血管壁明显增厚，形成的斑块导致管腔轻度
狭窄，ＣＤＦＩ：可见增厚的管壁及斑块形成处血流信号充盈缺损，
血流变细，血彩信号鲜艳明亮，２０％≤管腔狭窄程度 ＜５０％。
④血管明显狭窄［４］，阳性１１例，２Ｄ：血管腔内可见等回声至强
回声团块填塞，管腔呈节段性明显狭窄，ＣＤＦＩ：血流信号充盈明
显缺损，呈挖空状，血流变细、不规则，色彩暗淡，颜色单一，

５０％≤管腔狭窄≤９９％。见图１（见封三）。⑤血管完全闭塞，
阳性２例，２Ｄ：血管腔内呈等回声至强回声团块，ＣＤＦＩ：无彩色
血流信号。见图２（见封三）。
　　对照组管壁较光滑，内膜厚度均小于０．９ｍｍ，各段动脉出
现粥样斑块均小，没有管腔狭窄的表现。糖尿病组与对照组下

肢动脉发病率的比较情况见表１。
表１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下肢动脉发病率比较（例）

组别 ｎ 内膜增厚 粥样斑块形成 轻度狭窄 管腔明显狭窄 血管完全闭塞

糖尿病组 ５６ ３６ ２４ １４ １１ ２
对照组 ５０ ３ １ ０ ０ ０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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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的年龄、下肢动脉血管内径基础值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糖尿病组与对照组的下肢动脉
血管病变，包括内膜增厚、斑块形成、管腔狭窄及完全闭塞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３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糖尿病发病率也逐年上升，发病年龄
越来越年轻化，病情进展较快，发生大血管病变时主要累及下

肢动脉的远端［５］。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

并发症之一，主要表现为伴有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肢发凉、

疼痛、麻木、间歇性跛行，晚期可发生趾或足溃疡，伤口不易愈

合及坏疽，严重时截肢是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糖尿病患

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６］，因此，早期诊断糖尿病患者的下肢

血管病变对糖尿病患者治疗预后和提高生活质量都具有主要

意义［７］。糖尿病患者大血管病变最早期主要是内中膜厚度的

改变，斑块的形成是在内膜变化后，利用超声检查能精确测量

血管内中膜的厚度［８］，当下肢动脉出现粥样硬化病变时，二维

超声显示动脉血管管壁正常的三层结构消失，内膜面变得毛

糙，欠光滑直至不规则增厚，中后期可见形态不规则、大小不等

的中低回声及强回声斑块，严重时导致管腔不同程度的狭窄。

根据斑块回声强度和组织病理学研究分为［９］如下，①软斑形
成：血管内呈均匀偏低回声；②纤维型斑块形成：血管内呈中等
回声；③硬斑块形成：血管呈增强、偏高或伴声影的钙化回声；
④混合型斑块：血管内呈强弱不等、分布不均匀的溃疡型回声。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下肢动脉不仅能满意显示下肢动脉血管

内径、管壁还可以测量血液动力学等内容，并能描述动脉粥样

斑块的大小、形态特征，动脉管腔狭窄的程度，实时显示血管上

下及左右切面图像，通过彩色多普勒血流频谱测量血流速度，

阻力指数及搏动指数等，发现其血流动力学变化情况。

本文对５６例糖尿病患者的下肢动脉病变进行了研究和总
结，所得包括阳性３６例，病变分为５组，其中有血管内膜增厚
３６例，发病率占６４．２８％；血管管腔内斑块形成有２４例，发病率
占４２．８５％；血管轻度狭窄有１４例，发病率占２５％；血管管腔明
显狭窄有１１例，发病率占１９．６４％；还有血管完全闭塞２例，发
病率占３．５７％。所研究５组病变组的发病率和对照组进行比

较都有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特别是糖尿病患
者合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更高。各项数据比较得知糖

尿病和下肢动脉病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关系。通过本论文的

调查研究表明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下肢动脉内膜的厚度变

化、内部回声、斑块的大小形态、管腔狭窄的程度及是否闭塞等

症状进行评价，其结果真实可靠。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为临床

检查、治疗及研究提供一种高效、便捷及无创性诊断技术，同时

对无症状的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患者也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治

作用。因此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对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能进

行更深远的研究和探讨，对糖尿病患者的病情的诊断和评价预

后能起到重要的意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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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门诊，住院处每周二和周五下午都会开展糖尿病健康

教育课，我们通过集体上课、发放胰岛素笔说明书、一对一指导

胰岛素笔注射方法等形式对糖尿病患者及家属进行注射知识

和技能的相关教育。与此同时，我们每月以游戏的形式举行胰

岛素注射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小比赛，对于表现优秀者免费发放

胰岛素针头以示奖励，调动患者的积极性。

３２４　回收废弃针头，发放新针头　我院与胰岛素笔销售商
联系，初步实行了废弃胰岛素笔芯和胰岛素针头换新针头的活

动。患者每用完３支甘精胰岛素，１３支门冬胰岛素或１５支精
蛋白生物合成胰岛素，即可免费换取一盒胰岛素针头。此外，

患者可以以旧换新，拿已用过的胰岛素针头换取新针头，一方

面可以避免废弃针头对环境的污染，还可以促使患者积极更换

针头，减少重复使用针头对患者造成的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我院就经济原因导致患者重复使用针头这一现

象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应对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重复使用对患

者造成的危害，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我们的力量是微

乎其微的，由于针头的高消费，胰岛素笔用针头重复使用的现

象极为普遍，我们应争取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呼吁社会完善医

疗保障体系，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减少重复注射对患者造成

的危害，从而更好地控制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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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护理安全管理在妇科患者围手术期中的研究
陈珊娜

【摘　要】　目的　探讨护理安全管理在妇科围手术期的应用。方法　选取妇科手术患者１４８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
组７１例，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７７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引入护理安全管理模式进行护理。对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
进行评价，并统计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护理满意率、投诉率、差错发生率以及护理质控平均分。结果　经过风险管
理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ＳＡＳ、ＳＤＳ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患者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投诉率、差错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护理质控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上述

比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以及法律意识的增强，医护人员应该具有审
视工作中存在不安全因素的能力，并在各个环节中做好相应监控，提高应对能力，从而减少医患和护患纠纷，在获得良好

医疗效果的同时，促进护患关系和谐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　护理安全管理；妇科；围手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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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于医疗
质量和服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１］。然后与此相对应的是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压力的增加，疾病表现出了

多样化、复杂化以及变化快的特点。通过科学有效的护理模

式，降低护理风险，避免护理纠纷越来越受到护理人员的关注。

本研究通过对７７例妇科手术患者于围手术期采取风险管理的
方式进行护理干预，取得不错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期间我院收
治的妇科手术患者１４８例，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７１例，
年龄２１～７２岁，平均（５８．１６±５．９３）岁；其中卵巢肿瘤切除１７
例，输卵管切开７例，输卵管切除１１例，子宫肌瘤剔除１７例，子
宫全切术１９例；腹腔镜手术６７例，开腹手术４例。观察组７７
例，年龄２２～７４岁，平均（５８．４７±６．０５）岁；其中卵巢肿瘤切除
１８例，输卵管切开７例，输卵管切除１２例，子宫肌瘤剔除术１９
例，子宫全切术２０例；腹腔镜手术７２例，开腹手术５例。所有
患者均排除相关手术禁忌症，排除精神异常者。两组患者在年

龄、手术种类和方式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

（Ｐ＞０．０５）。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主要是协助患者
完善术前相关检查，遵照医嘱给予相应的治疗护理［２－４］。耐心

作者单位：５７０１０２海口市，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

回答患者及家属提出的相关问题，并给予适当的健康指导。观

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将安全管理模式引入妇科患者围手

术期的护理工作中，成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小组，对护理质量进

行监督和控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以及护

理风险事件应急预案，组织护理人员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握。向

护理人员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要求护理人员提高认识，既

是保护患者的利益，也是维护自身权益。提高护理人员业务水

平以及人文素质，以精湛的专业水平赢得患者的尊重和信任，

以礼貌、优雅的言行与患者良好沟通。在患者住院期间主动为

其提供方便，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环境。主动向患者介

绍疾病的相关知识，使患者对疾病和治疗有所了解，理解医护

人员采取各项医疗活动的必要性和风险性，与患者建立彼此信

任的良好关系，对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疏导和安慰，使其更好

地配合治疗和护理。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进行评价，以完全接
受医生制定的相关治疗方案，可以配合并完成所有的治疗过程

以及护理措施为依从性好；以患者可以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

但是配合护理相对较差为部分依从；以患者对于医生的治疗方

案充满怀疑，出现不良反应后不能理解，不配合治疗和护理工

作为不依从。统计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对护理

满意率、投诉率、护理差错发生率以及护理质控平均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且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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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依从性　经过风险管理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
性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两组妇科手术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组别 ｎ
依从性好

治疗前 治疗后

部分依从

治疗前 治疗后

不依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７１２０（２８．１７） ２０（２８．１７） ３５（４９．３０） ３７（５２．１１） １６（２２．５４） １４（１９．７２）
观察组 ７７２１（２７．２７）３９（５０．６５） ４０（５１．９５） ３５（４５．４５） １６（２０．７７） ３（３．９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心理状况　经过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得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妇科手术患者心理状况比较

组别 ｎ
ＳＡＳ

干预前 干预后

ＳＤＳ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７１ ５４．８４±７．３７ ５０．４２±５．３１ ５３．４９±６．５３ ４９．２２±６．１６
观察组 ７７ ５５．２０±７．１３ ４７．８５±５．２６ ５４．０７±５．９２ ４２．８６±６．０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护理质量　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投诉率、差错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护理质控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上述比较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妇科手术患者护理质量比较（ｎ，％）

组别 ｎ
并发症

伤口渗血 尿潴留 感染 其他 合计
满意率 投诉率 差错发生率 护理质控平均分（分）

对照组 ７１ ９（１２．６８） ８（１１．２７） ５（７．０４） ８（１１．２７） ３０（４２．２５） ６１（８５．９２） ４（５．６３） ５（７．０４） ９０．０７±１４．４２
观察组 ７７ ３（３．９０） ４（５．１９） 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 ９（１１．６８） ７５（９７．４０） 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 ９７．８６±１５．３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人们对护理也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且我们发现在护理过程中往往存

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些问题在护理的各个环节中

广泛存在，甚至可能导致患者伤残甚至死亡，这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护理风险。对现有的或者是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并

采取措施进行相应的处理，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保证护理和治疗

的安全，也即对患者进行护理安全管理。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机制［５－６］，而在我国目前还只是起步

阶段。妇科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７］。首先其工作对象为女

性，心思多较为细腻，且在传统思想里面，很多疾病具有一定的

隐私性，因此护理风险相对较大。

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护理安全管理小组，定期召开护理安全

管理会议，向护理人员强调护理安全的重要性，树立风险意识

以及法律意识；通过讨论发现护理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并进

行相应分析，寻找症结所在，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建立健全

相应的规章制度，通过制度对护理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和

约束，有效预防风险事件的发生。实行风险责任制，明确每位

护理人员工作的职责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使其自觉规范自身

的行为，对可能出现的护理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定期对医疗设

备和器械进行检查和保养。加强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定

时组织护理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对护理工作中的相关技能和知

识熟练掌握。遇到特殊病例或者是开展的新技术、新项目可以

邀请医生进行授课。培养护理人员自主学习的能力；建立适当

的激励机制，为护理人员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避免带着情绪

工作。在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良好的专业水

平，仅仅依靠服务态度，是不能满足患者需求的［８］。但是我们

发现，在临床工作中的很多护理纠纷还是由于护理人员的服务

态度欠佳，或者是护理人员的服务未能满足患者期望值所

致［９］。因此我们认为，在护理工作中，应积极更新服务理念，强

调以人为本［１０］，以严谨规范的用于以及亲切的态度积极与患者

进行沟通［１１］，通过患者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对其进行健康

教育，向患者及家属传递必要的健康知识。在临床工作中，风

险存在于时时处处，即使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临床活动也有可能

带来危险或者是纠纷。而通过健康宣教以及各种沟通，一方面

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治疗以及护理的依从性，改善患者的情绪

状况，积极主动的配合护理人员开展工作，减少护理差错以及

医疗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护理差错，患者具有良好

的心态，或者是与护理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更加容易获得

患者的原谅，可以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然而医疗纠纷一旦发

生，即使护理人员没有过错，如果相应的文书记录存在缺陷，护

理人员仍然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因此我们强调规范书写病

历，在护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应及时准确地进行记

录，客观地反映患者病情。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并发症发生率、投诉率、差错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护理质

控平均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对妇科围手术期患者实施护

理安全管理可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减少护患纠纷，改善护患

关系。

医院在开展诊疗服务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医

疗风险，这些风险对医疗效果以及医院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影

响［１２］。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以及法律意识的增强，医护人

员应该具有审视工作中存在不安全因素的能力，并在各个环节

中做好相应监控，提高应对能力，从而减少医患和护患纠纷［１３］，

在获得良好医疗效果的同时，促进护患关系和谐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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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对糖尿病管理的效果研究
谭林，李玉琴，杨巧婷，关向东，郑炎佳

【摘　要】　目的　探讨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在糖尿病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０例
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传统糖尿病社区管理模式组）和观察组（全科团队服务模式组）每组各

１００例，后将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饮食行为、治疗依从性、自我监测行为及空腹血糖（ＦＢＧ）、餐后２
ｈ血糖（２ｈＰＧ）、收缩压（ＳＢＰ）、舒张压（ＤＢＰ）、总胆固醇（ＴＣ）水平进行比较。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糖尿病知识掌握情
况良好率高于对照组，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监测行为较佳率也均高于对照组，ＦＢＧ、２ｈＰＧ、ＳＢＰ、ＤＢＰ、ＴＣ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在糖尿病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较佳，可全面改善
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情况和相关行为。

【关键词】　全科团队服务模式；糖尿病管理；应用效果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７．１　Ｒ１９７．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２９６０２

　　研究显示，我国我国目前２０岁以上者的糖尿病患病率已
经达到９．７％左右［１］，这说明我国的糖尿病已经面临一个较为

严峻的局势，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国民健康的疾病之一，因其

为长期慢性疾病，故社区干预对患者的血糖控制发挥着较大的

影响作用［２］。基于不同的社区糖尿病管理模式对患者的影响

差异较大，因此本文中我们就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在糖尿病管理

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观察，现将结果总结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００例糖尿
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传统糖尿病社区管

理模式组）和观察组（全科团队服务模式组）每组各１００例。对
照组的１００例患者中，男性５４例，女性４６例，年龄３８～７６岁，
平均年龄（５７．７±５．１）岁，病程 １．５～２０．２年，平均病程
（１１．３±２．６）年，文化程度：大专和以上１２例，中专和高中３１
例，初中和小学５７例。观察组的１００例患者中，男性５５例，女
性４５例，年龄３７～７７岁，平均年龄（５７．９±５．０）岁，病程１．７～
２０．５年，平均病程（１１．４±２．４）年，文化程度：大专和以上１１
例，中专和高中３２例，初中和小学５７例。两组患者的性别构成
比、年龄、病程及文化程度构成比等方面的数据比较，Ｐ均 ＞
０．０５，因此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
１２　管理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的管理干预，主要为对
患者进行糖尿病相关知识讲座、饮食治疗宣传、教育，并定期随

访检查（包括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压、体重等客观指标

检查），两组患者接受的讲座课件、内容必须全部一样。观察组

在此基础上进行免费发放糖尿病饮食软件、食物磅秤、计步器

等干预手段，并在每次讲座后进行饮食行为实验；在集体治疗

中导师对每例患者进行现状评估，如进食热量、饮食结构分配、

血糖、血压、体重等，并对每例患者制定个性化的阶段性控制目

标，如进食总热量、体重、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运动指标等；监

督患者进行自我管理，主要为对饮食控制、锻炼、合理用药、血

糖自我监测等；再者安排工作人员定期进行电话随访以及面对

面访视，并要求患者每月回社区卫生服务站参加集体分享与交

流活动并进行饮食技能考核等管理措施，每月１次活动共计１０
次后将两组患者干预前１个月及干预后１个月的糖尿病知识
掌握情况、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自我监测行为情况及空腹

血糖（ＦＢＧ）、餐后 ２ｈ血糖（２ｈＰＧ）、收缩压（ＳＢＰ）、舒张压
（ＤＢＰ）、总胆固醇（ＴＣ）水平进行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①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采用世界健康基金会

基金项目：广东省东莞市科学技术局立项课题（２０１１１０５１５０７５１７０）
作者单位：５２３６９０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讯作者：谭林，电子信箱：ｔａｎｌｉｎｔｌｑ＠１６３．ｃｏｍ

中国糖尿病教育项目组提供的调查问卷进行评估，本问卷共包

括共３０道题，内容涉及糖尿病一般常识、饮食、运动、血糖监
测、药物治疗以及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６个方面，且问卷总分
３０分为满分，２６～３０分为良好，２１～２５分为一般，２０分以下为
较差［３］。②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均根据患者家属反映和调
查随访的结果进行评估，以患者饮食或治疗均能严格按照制定

措施实施为较佳，以患者饮食或治疗大部分时间均按照制定措

施进行实施，偶见不遵循情况发生为一般，以经常出现不遵从

制定措施进行实施为较差。③自我监测行为则以研究期间患
者均能严格进行自我各方面的监测并填写表格为较佳，以患者

偶见不能严格监测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严格实施自我监测行

为为一般，以未能达到上述标准为较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涉及的数据包含计数与计量资料
两类，其分别采用卡方检验与ｔ检验进行处理，软件包方面选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及自我监测行
为情况比较　干预前两组糖尿病知识掌握良好率及自我监测
行为较佳率比较，Ｐ均＞０．０５，而干预后观察组的糖尿病知识掌
握良好率及自我监测行为较佳率均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详
细比较数据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及自我监测行为情况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

良好 一般 较差

自我监测行为情况

较佳 一般 较差

对照组 １００干预前 ２１（２１．０） ３２（３２．０） ４７（４７．０） ３４（３４．０） ２９（２９．０） ３７（３７．０）
干预后 ５７（５７．０） ２７（２７．０） １６（１６．０） ６３（６３．０） ２５（２５．０） １２（１２．０）

观察组 １００干预前 ２０（２０．０） ３３（３３．０） ４７（４７．０） ３３（３３．０） ３０（３０．０） ３７（３７．０）
干预后 ７６（７６．０） １８（１８．０） ６（６．０） ８６（８６．０） １０（１０．０） ４（４．０）

　　注：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比较　干预
前两组患者的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较佳率比较，Ｐ均＞０．０５，
而干预后观察组的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较佳率均高于对照

组，Ｐ均＜０．０５，详细比较数据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饮食行为依从性

良好 一般 较差

治疗依从性

较佳 一般 较差

对照组 １００干预前 ４１（４１．０） ４１（４１．０） １８（１８．０） ４０（４０．０） ４５（４５．０） １５（１５．０）
干预后 ７５（７５．０） １６（１６．０） ９（９．０） ７８（７８．０） １４（１４．０） ８（８．０）

观察组 １００干预前 ４０（４０．０） ４１（４１．０） １９（１９．０） ３９（３９．０） ４６（４６．０） １５（１５．０）
干预后 ９３（９３．０） ６（６．０） １（１．０） ９５（９５．０） ４（４．０） １（１．０）

　　注：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ＦＢＧ、２ｈＰＧ、ＳＢＰ、ＤＢ、ＴＣ水平比
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ＦＢＧ、２ｈＰＧ、ＳＢＰ、ＤＢＰ、ＴＣ水平比较，Ｐ

·６９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均＞０．０５，而干预后观察组的 ＦＢＧ、２ｈＰＧ、ＳＢＰ、ＤＢＰ、ＴＣ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详细比较数据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ＦＢＧ、２ｈＰＧ、ＳＢＰ、ＤＢＰ、ＴＣ水平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２ｈＰＧ（ｍｍｏｌ／Ｌ）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ＤＢＰ（ｍｍＨｇ） ＴＣ（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１００干预前 ７．６５±０．４４ １２．１５±０．９７ １３２．１７±８．１４ ８５．６５±４．４２ ５．５２±０．３１
干预后 ７．０３±０．３５ １０．７９±０．８０ １２８．４９±７．０８ ８２．１７±３．７５ ５．１９±０．２７

观察组１００干预前 ７．６６±０．４２ １２．１８±０．９６ １３２．１９±８．１２ ８５．６６±４．４０ ５．５３±０．３０
干预后 ６．１１±０．２４ ９．０４±０．７２ １１７．６４±６．２３ ７５．６５±３．２３ ４．３６±０．２２

　　注：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３　讨论
　　糖尿病近年来在我国呈现高发病率及年轻化的趋势，因此
对其治疗及管理日益引起重视。本病作为慢性长期疾病，且作

为一种受饮食、行为影响极大的疾病，患者日常生我的自我管

理及监测对于疾病的控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４］。社区糖尿病

管理即是应糖尿病的这些特点形成的一种疾病管理形式，其通

过对社区糖尿病的生活及治疗进行干预，来达到管理糖尿病控

制情况的目的［５－６］。但是较多研究［７－８］均显示，不同的社区糖

尿病管理模式对患者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对于糖尿病社区管

理模式的选择对糖尿病的整体干预效果起着较大的影响作用。

全科团队服务模式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较新的糖尿病管

理模式，其更为注重对平时生活中影响糖尿病控制因素的干

预，整个团队包括全科医师、社区护士及公卫医师等多方面的

人员，借助其糖尿病饮食软件、食物磅秤、计步器等等简单辅助

工具从治疗、饮食、患者行为及营养摄入方案等综合方面对患

者进行干预，其不仅仅重视对患者治疗、饮食、活动等方面对患

者进行干预，且更为重视对患者自我管理监测及心理等多方面

的干预，即实现了对影响糖尿病控制所有因素的干预［９－１０］，因

此全面的血糖控制效果即更佳。

本文中我们就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在糖尿病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进行观察，并与传统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模式进行比较，比

较结果显示，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干预下的患者其糖尿病知识掌

握情况改善更为明显，且同时其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表现也

更佳，另外患者对于糖尿病的重视程度也更高，而这是患者自

我监测行为情况更佳的重要原因，上述这些因素均是有效控制

血糖的重要因素，故患者与之相关的较多检测指标呈现更大幅

度的改善，其中 ＦＢＧ、２ｈＰＧ、ＳＢＰ、ＤＢ、ＴＣ水平均得到更大幅度
的降低，因此说明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对于患者的全面干预效果

更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在糖尿病管理中的

应用效果较佳，可全面改善患者的疾病知识掌握情况和相关行

为，其在社区糖尿病管理中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但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发现，部分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饮食软件、食物磅秤、

计步器等简单辅助工具的使用经过团队培训后仍不能掌握，说

明社会科普知识的普及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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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基因携带者比较，发生儿童热性惊厥的相对危险度

升高，这提示携带等位基因 Ａ２的人群比其他 ＩＬ１Ｒａ
基因类型者具有更强和更延长的抵抗微生物感染的能

力。Ａ２型等位基因在热性惊厥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可能具有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儿童热性惊厥由于其特殊的种族性和

地缘性差异，决定了基因表达多态性受到不同来源的

病例和不同的遗传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样

本量尚不足，ＩＬ１β基因外显子５多态位点ＴａｑＩ和ＩＬ
１Ｒａ基因ＶＮＴＲ多态性如何影响儿童热性惊厥的发
生，仍需积累大量病例和进一步多基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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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
２０１０，１４（２）：Ｒ３３．

［８］　文丹丹，罗飞，王敏．ＩＬ１及其受体拮抗剂与支气管哮喘［Ｊ］．生命
科学，２０１３，２５（１）：３６３９．

［９］　张静，包俊华，赵学峰．白细胞介素１受体拮抗剂基因多态性与复
发性自然流产的关联性研究［Ｊ］．宁夏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４
（５）：４３５４３７．

［１０］　闫伟，李剑波，段晋琦，等．重庆市汉族健康人群白细胞介素１基
因多态性的研究［Ｊ］．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７（１）：４６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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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我校的全科医学教育实践与探索
赵拥军，丛建妮，胡西厚，盖立起

【摘　要】　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推行全科医疗模式，是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主要内容。而建立实施全科医生制度，就必
须大力发展全科医学教育。滨州医学院是一所山东省省属高等医药院校，服务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为山东及周边地区

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是该校的办学宗旨。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该校积极开展全科医学教育，不断探索全科医生培养
模式与途径，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和地方医疗卫生服务特点的全科医学教育方式方法，先后培养出一大批全科医学

人才，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并积累了丰富的全科医学教育经验。本文主要介绍了该校的全科医学教育历程与现状，

分析总结了该校开展全科医学教育的经验与体会，提出了促进我国全科医学教育发展的建议与观点，以期为促进我国全

科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笔者认为提高认识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的前提，领导重视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

的保障，科学组织与实施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的关键，师资队伍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的基础。

【关键词】　全科医学教育；全科医学；全科医疗；全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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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医学院是一所山东省省属高等医药院校。服务地方
社会与经济发展，为山东及周边地区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是

我校的办学宗旨。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校立足于校内外
教育资源优势，顺应国际国内医疗卫生发展形势的需要，积极

开展全科医学教育，不断探索全科医生培养模式与途径，建立

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和地方医疗卫生服务特点的全科医学教

育方式方法，先后培养出一大批全科医学人才，取得了一定的

社会效益，并积累了丰富的全科医学教育经验。

１　我校的全科医学教育历程与现状
　　我校的全科医学教育初始于上世纪９０年代末，至今已有
近２０年的历史。１９９７年，根据全国卫生改革发展形势和山东
省医疗卫生工作现状，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省卫生厅决定将我

校作为省内全科医学教育试点单位，探索开展全科医学教育。

当年，我校在省内率先设立了三年制全科医学专业方向，开始

招收临床医学专业全科医学方向的大专生。根据全科医学的

培养目标和全科医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与知识技能，在充分调

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我校制订了三年制全科医学专业

作者单位：２５６６０３山东省滨州市，滨州医学院社会医学与全科医学教研
室（赵拥军，丛建妮）；滨州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胡西厚，盖

立起）

通讯作者：赵拥军，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ｊｕｎ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方向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不断根据实施情况将教学计划

和教学大纲进行调整与优化，使全科医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

与课程体系基本满足了地区性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对全科医生

的基本要求［１－２］。为了达到全科医学教育的预期目的，我校建

立健全了全科医学教育组织和机构，成立了“滨州医学院全科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该中心下设一室三部，即办公室、教学部、

科研部、实践训练部，整体负责全科医学专业方向的专业建设、

教学计划制定、教材讲义编写、师资培养及全科医学研究等各

项工作。为保证全科医学教育质量与水平，同期我校还成立了

“滨州医学院全科医学专业指导委员会”，以监督指导全科医学

教学工作。１９９８年，山东省卫生厅在我校成立了“山东省全科
医学培训基地”，根据上级要求，我校以“山东省全科医学培训

基地”为依托开始探索尝试全科医生在职岗位培训工作，制定

出了全科医生在岗培训短训班、专业证书班所需要的教学计划

与课程体系，并将其付诸实施［３］。１９９８年与１９９９年２年间我
校连续举办全科医生与全科医学管理干部培训班３期，共有
１６３人结业，这些学员学成后返回原单位，现已成为滨州、东营、
潍坊等地区全科医疗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骨干力量。

２０００年，我校全科医学教育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全日制
全科医学专业方向（三年制）在校学生已达 ３６２名。至 ２００２
年，已先后有５届专科毕业生毕业，共计８０８名。自２００３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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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我校又招收临床医学专业全科医学方向本科生，学制为 ５
年，其中３年基础课，１年临床课与全科医学方向专业课，１年
实习课，毕业时授予医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专业全科医学方

向主要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具备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全科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能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卫生单位、医学科研部门等从

事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和医学科学研究等工作的高级全科医

学专门人才为目标。学生所学的课程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预防医学、全科医学总论及各论、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共

计近５０余门。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我国大中城市正在蓬勃开
展的社区卫生服务及全科医疗工作，也可以在综合医院从事专

科医疗或在科研机构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工作［４］。

为适应全科医学教育教学需要，我校于２００３年组建了全
科医学教研室。该教研室主要担负本科生和成人培训的全科

医学教育教学工作；２００４年７月，我校又成立了全科医学系，以
推动全科医学教育又好又快地发展。此后，我校又陆续组建了

社区医学、社会医学、康复医学、老年医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

理学等相关教研室，以发展壮大全科医学教育教学力量。经过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校已初步建立起了一支以教授、博士为

学科带头人，硕士为主体，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全科医学教育

师资队伍，这支师资队伍所开展的教育教学工作基本满足了全

科医学方向的专业培养要求，保证了全科医学方向的专业培养

质量。

２００８年我校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开设了《全科医学概论》
选修课程，学生选修率几近１００％。许多临床、预防、口腔、麻醉
等专业的学生选修《全科医学概论》课程后对全科医学与全科

医生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表现出全科医生职业认同及从业选择

意向。２０１１年经教育部批准，我校设立了全科医学硕士研究生
学位点。迄今为止，我校已形成了在校学生全科医学教育、全

科医学专业方向学历教育、在职培训、转岗培训、研究生教育等

多种形式并存的较为完善的立体化全科医学教育体系。

２　认识与体会
２１　“提高认识”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的前提　建立全科医生
制度，推行全科医疗模式，是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扭转“看病难，看病贵”困难局面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当前医

患关系紧张，医疗卫生服务环境恶劣的社会策略。推行实施全

科医疗，就必须培养高质量的、居民们信得过的全科医生，就必

须大力发展全科医学教育。各级政府与组织，尤其是高等医学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等医药院校，应该深刻认识开展和加强

全科医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发展全科医学教育的自觉

性与积极性。这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的思想前提［５］。

２２　“领导重视”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的保障　在各级政府和
组织以及高等医药院校内部，如果没有领导的重视，就很难能

够真正开展或进一步搞好全科医学教育。因为全科医学教育

需要各种资源，没有领导的重视就不能获得这些资源，开展全

科医学教育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为了引起各级领导对全科医

学教育的重视，全科医学教育工作者、全科医生及其他相关人

员要积极向领导者们建言献策，向各级领导宣传开展和加强全

科医学教育的重要现实意义，启发各级领导决策层对于开展全

科医学教育的意识与积极性，主动做好领导的参谋，帮助各级

领导设计、规划和组织实施全科医学教育工作［６］。我校历届各

级领导均十分重视全科医学教育工作，校党委、校长班子多次

研究商讨全科医学教育事项，为我校的全科医学教育工作策划

布置、排忧解难。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是我校全科医学教育得以

良好发展的重要因素。

２３　“科学组织与实施”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的关键　科学合
理的筹集各种教育教学资源，积极探索全科医学教育规律，借

鉴学习美、英、加拿大等国家的先进经验，把国外的先进经验与

我国医疗卫生实际相结合，对于搞好全科医学教育工作十分重

要［７－８］。对外国的全科医学理论与技术要合理的学习、消化、

吸收并结合国内实际进行再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学；

要不断地总结全科医学教育经验规律，科学的组织实施各项教

育教学工作，按照教育规律尤其是按照全科医学教育规律办

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全科医生，才能培养出符合

社区居民健康需求的、受到城乡老百姓欢迎的全科医生［９］。

２４　“师资队伍”是搞好全科医学教育的基础　发展全科医学
必须要有一只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各门课程的教学、学生的教

育以及各项技术技能的训练均离不开教师［１０－１１］。我校采取培

养与引进相结合的策略，建立起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学历、年

龄、知识、学缘等各方面结构均较合理的全科医学教育师资队

伍，为我校全科医学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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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改善行动计划。③监督随访是后续服务的一个常
用手段，随访的主要内容是检查健康管理计划的实现

情况，并检查（必要时测量）主要危险因素的变化情

况。④健康教育课堂也是后续服务的重要措施，在营
养改善、生活方式改变与控制疾病方面有很好的效果。

⑤评价，包括群体评价和个体评价。（待续２０１３年第１１
卷第９期）

·９９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全科护理研究·

延续护理对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高莉，王丽

【摘　要】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在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ＣＡＰＤ）患者临床应用中的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
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肾病科住院并行ＣＡＰＤ治疗的４７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实施腹膜透析常规护
理，观察组除实施腹膜透析常规护理外，由延续护理小组对其实施延续护理。出院后第３个月、６个月进行资料收集，比
较两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透析依从性、营养状况、恢复劳动能力、腹膜透析并发症发生的情况。结果　观察组
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情况、透析依从性、营养状况、恢复劳动能力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腹膜炎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延续护理可使 ＣＡＰＤ患者在住院期间和居家治疗中获得不同水平的协作性与
连续性护理，降低腹膜炎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治疗依从性及满意度，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延续护理；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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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ＰＤ）是一种常用的肾脏替代治疗方法，是对终末期
肾衰竭患者实施的长期治疗方案，患者需要长期实施有效的自

我管理以维持治疗。研究表明［１］患者居家 ＣＡＰＤ并发症的发
生率及生活质量与其疾病知识、换液技术的掌握程度密切相

关。为保证患者的整体治疗效果，我院肾病科开展了针对

ＣＡＰＤ患者的延续护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院肾病
科住院并行ＣＡＰＤ治疗的终末期肾衰竭患者共４７例，其中男性
２４例，女性２３例；年龄２０～７１岁，平均年龄（４５．６±１４．０）岁；
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２２例，初中及以下２５例；原发病：慢性肾
脏病３８例，糖尿病肾病６例，梗阻性肾病２例，狼疮性肾炎１
例。４７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２４例，对照组２３例，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诊断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随访６个月时观察组１例因感染
拔管改为血液透析，１例因搬迁失访；对照组１例因感染拔管改
为血液透析，１例意外死亡。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实施腹膜透析常规护
理，进行腹膜透析的相关知识健康教育：包括腹膜透析的换液

操作及透析管出口处的护理方法、营养及饮食指导、合理的运

动方法、腹膜透析并发症防治等。入院后健康教育由责任护士

和腹膜透析专职护士共同完成。出院前由腹膜透析专职护士

对患者或家属换液操作技术进行考核，合格后予以出院，出院

后鼓励患者门诊随访并给予指导和教育。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高
莉）；肾病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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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除实施腹膜透析常规护理外，由延续护理小组对其
实施延续护理。延续护理小组成员包括肾病科护士长、腹膜透

析专职护士、病房责任护士及医生。腹膜透析专职护士的必备

条件为：在肾病科工作５年以上，接受过国内或省内腹膜透析
机构专职培训并考核合格，掌握腹膜透析知识和护理技能，具

备评估患者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进行健康教育培训的能

力，并能够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全面的护理服务。延续护理的实

施程序分院内与院外两个阶段。

１２１　院内阶段　腹膜透析专职护士对观察组患者在置管前
进行健康评估，由延续护理小组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２］，帮助

患者树立正确的健康信念，增强对腹膜透析重要性的认识，重

点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健康教育采取“一对一”形式，要求家

属参与，嘱咐家属按时督促患者执行护理计划。要求患者与延

续护理小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护患双方保存联系方式，告知

随访的方式、时间和意义。

１２２　院外阶段　观察组患者出院后，由腹膜透析专职护士
负责制定院外随访计划，对其进行６个月全程随访。①随访方
式：包括家庭访视、电话随访、门诊随访。②随访频率：在患者
出院时即进行家庭访视，访视患者居家透析的条件，指导其正

确进行透析液的加热及建立符合透析的环境，以后每３个月家
访１次。患者于出院后第２～３天进行首次电话随访，此后每
周电话随访１次，病情不稳定时增加电话随访频率，患者也可
随时进行电话咨询。门诊随访每２周１次，有病情变化时增加
随访次数。③随访内容：访视时患者向护士提供腹膜透析记录
本，包括：生命体征、腹膜透析情况、大小便情况、饮水量、体重

等。根据患者的透析情况和相关化验检查结果，评估患者透析

充分性和营养状况，调整透析处方并进行饮食指导，了解患者

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及透析中遇到的问题，检查透析管出口

的护理情况、自身卫生状况、居家透析环境及家庭成员支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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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发现并及时解决患者潜在的问题。家访时对患者或家属

腹膜透析操作技术和疾病知识进行再次考核，必要时重新培

训。

１３　评价指标
１３１　疾病知识的评估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腹膜透析患者或
家属进行知识调查，知识问卷参照刘鹏飞等［３］设计的腹膜透析

病人自我管理知识问卷，内容涉及腹膜透析管理的５个方面，
包括：操作技术（换液、出口和导管护理）、用药知识（降压药、降

磷药）、饮食与水盐限制（蛋白质摄入、饮食记录及控制水盐）、

疾病监测（血压、体重、尿量、超滤量）和并发症管理。总分设置

１００分，８５分为掌握。
１３２　依从性的评估　分５个方面：手卫生、戴口罩、导管出
口护理、遵透析医嘱处方进行透析和配合随访。以上各方面均

按要求执行为依从性好，反之依从性差。

１３３　营养状况的评估　检测患者的血清白蛋白（ＡＬＢ）、前
白蛋白含量，作为患者营养状况的指标［４－５］。

１３４　恢复劳动能力的评估　１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２级：
生活基本自理；３级：生活能自理；４级：可正常参加工作。以３、
４级作为劳动能力恢复正常的指标［６］。

１３５　并发症发生的情况　包括腹膜炎、心功能衰竭、隧道口
感染及低钾血症的发生情况。

１４　资料收集方法　两组患者出院后第３个月、６个月由腹膜
透析专职护士进行资料收集。

１５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疾病知识调查结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出院后３
个月及６个月，疾病相关知识的得分均较对照组高（Ｐ＜０．０１），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两组终末期肾衰竭患者３个月疾病知识调查结果比较（例）

组别 ｎ 操作技术 用药知识 饮食与水盐控制 疾病监测 并发症管理

观察组 ２４ ５．５８±１．４１ ５．２６±１．２７ ４．８３±１．４６ ８．１７±１．９７ ２．７１±０．０９
对照组 ２３ ３．５２±０．８９ ２．６１±０．７８ ３．５７±１．４１ ５．２６±１．４８ １．５７±０．６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患者６个月疾病知识调查结果比较

组别 ｎ 操作技术 用药知识 饮食与水盐控制 疾病监测 并发症管理

观察组 ２２ ５．７３±１．３５ ６．１７±１．８３ ５．３２±１．０９ ８．９５±１．７９ ２．７７±０．４３
对照组 ２１ ３．９０±１．２６ ２．９５±１．２０ ４．１９±１．４７ ５．７１±１．３８ １．９０±０．５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透析依从性比较　患者出院后３个月观察组２４
例依从性好的 ２１例，占 ８７．５％，对照组 ２３例依从性好的 １３
例，占５６．５％，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出院后
６个月观察组２２例依从性好的２２例，占１００％，对照组２１例依
从性好的１５例，占７１．５％，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营养状况比较　患者出院后随访３个月时观察
组与对照组营养状况无差异，但６个月时观察组 ＡＬＢ、前白蛋
白平均含量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营养状况比较

组别
ＡＬＢ（ｇ／Ｌ）

开始透析时 ３个月时 ６个月时
前白蛋白（ｇ／Ｌ）

开始透析时 ３个月时 ６个月时
观察组 ２４．５４±３．４９ ２４．４６±３．３２ ３０．７３±４．０５ １４５．００±４０．２８ １６１．００±４９．２０ ３２５．２０±６９．８３
对照组 ２３．８７±３．３５ ２４．５６±３．５３ ２５．００±３．６１ １４５．００±４２．８０ １５０．００±４３．１４ ２２０．２０±６０．０８
Ｐ值 ０．５０４ ０．９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５ ０．４０７ 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恢复劳动能力比较　患者出院后３个月时观察
组２４例恢复劳动能力１３例，占５４．２％，对照组２３例恢复劳动
能力６例，占２６．１％，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出院后６个月时观察组２２例恢复劳动能力１７例，占７７．３％，对
照组２１例恢复劳动能力９例，占４２．９％，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随访６个月腹膜
炎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心功能衰
竭、隧道口感染、低钾血症的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随访６个月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ｎ 腹膜炎 心功能衰竭 隧道口感染 低钾血症

观察组 ２２ １ １ １ ７
对照组 ２１ ７ ２ ３ ８
χ２值 ４．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３２２ ０．１７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ＣＡＰＤ患者开展延续护理的必要性　美国老年协会［７］对

延续护理的定义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设计，确保患者从医院

到家庭及医院的不同科室得到协作性与连续性的护理。ＣＡＰＤ
是一种长期的居家自我护理过程，患者疾病知识掌握程度、操

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透析效果和生活质量，单靠住院期间

的短期培训是不够的。延续护理作为住院护理的延伸［８］，克服

目前医院与家庭、社区服务之间的脱节状态，给患者及家属不

间断的跟踪教育和心理支持，有效保障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使

腹膜透析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得到延续。本研究中，腹膜透析专

职护士在患者出院时进行家访，及时给患者提供康复技能指导

和环境改造建议。通过电话随访，回答患者和家属的问题，及

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不足，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为患者

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３２　延续护理可促进ＣＡＰＤ患者健康行为改变　目前，住院患
者的健康教育往往过分强调知识层面的灌输，而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较少，患者的学习也是被动的，患者出院后的健康教育又

失去连续性和完整性，随着时间的延长，患者遵医行为出现退

化。为了保持患者有效的自我管理行为，需要向患者提供更多

的支持和随访［９］。延续护理提供了患者院外与延续护理小组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护士对患者进行反复、有针对性的健康教

育，提高了患者知识掌握程度。定期随访是加强和保持健康行

为，提高依从性的有效措施。本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出院后

知识掌握程度及洗手、戴口罩、导管出口护理、遵透析医嘱处方

的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

延续护理为患者提供专业帮助，患者出现问题或不适时能

够及时与延续护理小组联系，对治疗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及

时得到解决，患者能主动对自己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进行调

整和安排，满足了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安全感及关注的需要［１０］，

利于患者长期维持健康行为。

３３　延续护理可提高 ＣＡＰＤ患者生活质量　随着腹膜透析患
者生存期限的不断延长和医学治疗模式的转变，患者生活质量

已经成为评价腹膜透析疗效的重要标准之一［１１］。由于患者长

期腹膜透析可能发生腹膜炎、营养不良等并发症，而ＣＡＰＤ患者
的营养状况、并发症发生率、劳动能力决定着患者的生活质量，

其中营养状况是影响腹膜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５］。

本研究表明，对ＣＡＰＤ患者开展延续护理后，患者的营养状况、
恢复劳动能力均高于对照组，腹膜炎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说明

延续护理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上有显著的价值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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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在大肠癌术后的应用效果分析
林艳，黄文静，梁秀兰

【摘　要】　目的　探讨大肠癌患者术后的护理干预方法及其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绵阳市人民医院１０２例大肠癌
术后患者临床资料，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５０例，实验组５２例。对照组术后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常规护
理基础上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实验组的平均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明显小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
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生命质量评分以及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大肠
癌术后患者实施综合的护理干预，不仅可以减少医疗费用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而且还可以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

应用推广。

【关键词】　护理干预；大肠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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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ｖｅ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ｕｒ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ｙｓａｎｄｃｏｓｔ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ａｔ
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ｎｃｅｒｏｆｃｏｌｏ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ｏ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ｔ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ｏｆｃｏｌ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大肠癌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
病死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患者因疾病本身及手术会引起

生理和病理变化，会导致患者的机体功能、精神状态等改变，影

响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因此对大肠癌术后患者给予综合

护理干预是必要的，这不仅能促进患者的康复，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而且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我院１０２例大
肠癌手术患者，其中男性６２例，女性４０例，年龄２２～８０岁，平

作者单位：６２１０００四川省绵阳市人民医院护理部（林艳）；外科（黄文
静，梁秀兰）

通讯作者：林艳，电子信箱：ｌｉｎｙａｎｓｃｍｙ＠１６３．ｃｏｍ

均（４６３±７８）岁；直肠癌６８例，左侧结肠癌２４例，右侧结肠
癌１０例癌；３５例 Ｄｉｘｏｎ术，３０例 Ｍｉｌｅｓ术，１５例乙状结肠癌切
除术，９例右半结肠癌切除术，７例左半结肠癌切除术，６例其他
形式的手术。按手术日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５０
例，实验组５２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手术方式及病情严
重程度等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常规护理　术后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及病情观察，根据
医嘱输液、禁食、进食，进行各种管道的护理，完成各项必要的

辅助检查，有造口的患者进行造口护理并指导其进行人工肛门

的护理。

１．２．２　护理干预措施
１．２．２．１　病情的观察及各种管道的护理　定时测量体温、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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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血压，密切观察患者呼吸频率、节律、深浅度等，严密观察引

流管、切口及腹部体征等情况，每日定时进行各种管道的护理，

切口及时换药［２］。

１．２．２．２　心理干预　术后患者会产生焦虑、烦躁等情绪，特别
是有造口者，护士积极主动与患者的沟通，进行心理疏导，消除

患者的心理负担。

１．２．２．３　营养支持　术后禁食者给予肠外营养，能进食时，患
者食用一些高蛋白、高热量、维生素丰富的低脂少渣食物。鼓

励患者多饮水，滋润肠道。有造口者不要进食油腻、刺激性及

易产生肠胀气的食物［３］。

１．２．２．４　基础护理　①口腔护理：每日给予口腔护理２次，嘱
其多漱口，口唇干裂者涂润滑剂保持湿润。②呼吸道护理：帮
助或指导家属定时给患者翻身拍背，指导其有效咳嗽，给予化

痰药或雾化吸入促进痰液排出。③皮肤护理：护士每日定时协
助翻身清洁皮肤、按摩受压部位。④会阴部护理：每日定时清
洗会阴部及周围皮肤，保持会阴部切口敷料的清洁干燥。

１．２．２．５　人性化护理　保持病室环境安静、舒适、温馨，室内
温湿度适宜。护理时手法准确轻柔，避免粗暴。及时满足患者

的需要及合理要求。

１．２．２．６　造口的护理　造口开放后，做好造口护理，并教会患
者及家属造口护理的方法，待造口拆线愈合后，定时做好造口

扩张。

１．２．２．７　健康教育　专职健教护士定时对患者进行相关知识
的讲座，进行健康宣教及康复指导。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及

时科学的健康指导。在病区要设立健康教育宣传栏。

１．２．２．８　康复活动　护士帮助或指导家属对患者进行肢体按
摩，教会患者进行胸式呼吸。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协助床上

活动，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及肠粘连发生。

１．３　观察指标　本院自制的登记本记录患者的平均住院天
数、住院费用、术后并发症情况，通过本院自制的调查表对患者

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生命质量以及患者满意度进行评分并予以

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的情况　实验组的平
均住院天数明显短于对照组，住院费用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大肠癌手术患者平均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的比较

组别 ｎ 平均住院天数（ｄ） 平均住院费用（元）

对照组 ５０ １５．３±５．５ ３５８３２．６±４２８３．５
实验组 ５２ １０．８±２．４ ２０８７８．５±３８２６．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实验组并发症的发生率
为９６２％，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０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大肠癌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的比较（ｎ）

组别 ｎ
切口

感染

吻合

口瘘

肺部

感染

粘连性

肠梗阻

造口

并发症

并发症

总例数

总的并发症

发生率（％）
对照组 ５０ ４ ２ ３ ３ ３ １５ ３０．００
实验组 ５２ ２ １ ０ １ １ ５ ９．６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６７１９，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生命质量及患者满意度评
分的情况　实验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大肠癌患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及生命质量、患者满意度评分比较（分）

组别　 ｎ
健康知识

掌握情况

生命质

量评分

患者满

意度评分

对照组 ５０ ８０．２±２．４ ８１．３±１４．７ ８２．６±５．３
实验组 ５２ ９７．１±２．８ ９０．５±９ ９４．１±４．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大肠癌属于恶性肿瘤，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机体功能、精

神状态，还影响着患者的生命质量。治疗大肠癌的主要手段是

通过手术切除，由于术后患者身体虚弱、精神压力大、担心预后

等各方面的顾虑，应该给予必要的护理干预，这不仅能使患者

及早适应手术后身体的变化，也能完善患者自我的护理，提高

其生活质量。有相关文献报道，大肠癌术后患者的心理健康水

平低于一般人群，表现为抑郁、焦虑等，通过实施心理干预，能

有效地缓解患者的心理负担［４］。大肠癌术后患者会出现各种

疼痛和不适感，通过护理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的疼

痛，提高舒适感和睡眠质量，促进患者身心健康［５－６］。大肠癌

术后患者往往需要卧床一段时间，给予必要的护理干预，可以

减少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和压疮的形成及造口感染［７－９］。

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平均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明显少

于对照组，实验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为９６２％，明显低于对
照组的３０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对大肠癌术后患
者给予综合的护理干预，可以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减少患者的

医疗费用，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如切口感染、吻合口瘘、肺部感

染等发生率，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０］。本研究对术后患

者进行了健康知识掌握情况、生命质量评分及患者满意度进行

了评分，结果发现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护理干预的实施，加强了护患之间沟通，使患者得到

优质的服务，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患者对相关的健康知识有

了一定的掌握，为其回归家庭和社会做好准备，能更好地重新

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通过对大肠癌术后患者实施综合的护理干预，

不仅可以减少医疗费用，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而且可以促

进患者早日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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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白血病化疗后感染护理干预效果的研究
姚素玉

【摘　要】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观察白血病化疗后患者合并感染的控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安徽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收治的白血病患者８０例，分成两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心理干预，观察治
疗后白血病化疗后感染患者治愈的发生率，并比较患者心理状态的变化及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全部患者经化疗后均
发生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经对症治疗和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治疗后显效共３５例，对照组显效共２４例，干预组治疗效果
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干预组心理状态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结论　护理
干预可有效治疗白血病化疗后感染，有利于感染的控制、有效改善焦虑等不良心理状态及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化疗顺利

进行，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白血病；感染；生活质量；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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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血病是造血系统常见的恶性克隆性疾病，治疗的主要手
段是全身化疗，不仅能有效缓解临床症状、还可延长生存期。

化疗后常因出现骨髓抑制，造成免疫力降低，自洁能力下降，易

发生全身感染，使其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危及生命［１－２］。因此

为了配合有效的治疗，针对性的护理方法对于感染的控制及生

活质量影响的临床效果尤为重要，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自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于
我院血液科确诊为急性白血病并实施化疗的住院患者８０例，
男性３６例，女性４４例，年龄２３～５８岁，平均４０．３岁，急性非淋
巴细胞白血病５３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２７例。化疗后感染
的诊断依据来自症状、体征的记录、实验室检查报告及影像学

检查等。将所有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

验组实施护理干预，明确干预对白血病化疗后感染的控制及生

活质量影响。排除标准：化疗前有严重的合并症（如糖尿病、心

脏病等）、精神疾病或意识障碍者及拒绝合作者。两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指导患者勤换衣、换宽
大柔软棉质衣服、注意保暖，观察有无表面出血点、血尿、黑便、

黑视、头晕等不适症状，控制病房合适的温湿度，温度控制在

１８～２２℃，相对湿度控制在５０％ ～６０％，严格限制人员探视，
实施保护性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

用心理干预：首先全面评估护理人员对白细胞化疗后感染等不

良反应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情况，根据本科室护理人员欠缺的知

识确定培训内容，同时组织学习优秀护理经验加强学习。护理

人员应通过自身沟通技巧加强与患者和家属的有效沟通，解释

化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导和鼓励患者正确认识自己的疾

病，克服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并促使其积极配合治疗。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２２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

１３　疗效判断　显效：从治疗开始到３ｄ内，体温正常，症状明
显改善或完全改善；好转：治疗３～５ｄ时局部感染症状稍改善，
感染得到基本控制；无效：治疗５ｄ后感染症状无变化或持续进
展，甚至全身感染、败血症。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
评量表（ＳＤＳ）和生活质量治疗效果评量表对患者入院和出院进
行对比评价患者状态，生活质量治疗效果评定参考 Ｓｐｉｔｚｅｒ指
数，包括活动能力、日常生活、健康感受、生活感受、家庭支持五

项。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均采
用（ｘ±ｓ）表示；均数的比较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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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　干预组治疗后显效者３５例，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好转与无效
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白血病化疗后感染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好转 无效

对照组 ４０ ２４ １３ ３
干预组 ４０ ３５ ５ 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的比较　全部患者经化疗后均发生不
同程度的骨髓抑制，发生率为１００％。经常规护理和心理护理
干预后，患者临床症状和心理状态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均顺

利完成化疗疗程。心理干预后患者焦虑和抑郁等组改善明显

优于对照组，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变化的比较　两组患者在活动能力、
日常生活和家庭支持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心理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在健康感受、生活感

受和总分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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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白血病化疗后感染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心理状态的比较

组别 ｎ
ＳＡ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ＳＤ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０ ５３．８±９．２ ４３．６±７．２ ５５．４±１０．７ ４３．２±８．５
干预组 ４０ ５２．６±１０．５ ３４．７±６．９ ５４．６±１０．５ ３６．８±７．５
ｔ值 ２．３４７ ２．４２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白血病化疗后感染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生活质量变化的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活动能力 日常生活 健康感受 生活感受 家庭支持 总分

对照组 ４０治疗前 １．４±０．３ １．４±０．３ ０．６±０．１ ０．６±０．２ １．９±０．３ ５．９±１．２
治疗后 １．４±０．４ １．４±０．３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２ １．９±０．３ ６．７±１．４

干预组 ４０治疗前 １．４±０．３ １．５±０．４ ０．６±０．２ ０．７±０．２ １．９±０．３ ６．１±１．４
治疗后 １．５±０．３ １．５±０．４ １．４±０．３ １．４±０．４ １．９±０．３ ７．７±１．７

ｔ值 １．７５２ １．５６５ ２．３１５ ２．６４２ ０．８９２ ２．１６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白血病化疗后最为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肺部感染，其主要是
由于化疗后骨髓抑制导致中性粒细胞的减少，细胞和体液免疫

的抑制，而经呼吸道传播的疾病又易扩散蔓延，导致肺部感染，

由于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均低下，肺部感染甚至会威胁生

命，目前仍缺乏肯定的预防手段［３－４］。通过个体化的护理干预

改善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以期控制患者感染，并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就是通过对白血病化疗后感染患者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实施一定的心理护理干预，帮助患者减轻痛苦并提高

自我护理能力［５］。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心理干预后的治疗组在

治疗效果、调节患者心理不良情绪及生活质量上均有不同程度

的改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白血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对于患

者的治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关系着患者能否坚持进行治

疗及能否取得良好效果［６］。因此针对白血病患者的心理特点，

本实验制定了详细的心理护理计划，建立完善的心理护理档

案，并根据不同患者的心理特点给予针对性的心理干预，通过

与患者及陪护人员的接触让患者正确认识，及时了解并积极控

制病情和心理问题，尽可能地减轻不良症状引起的患者消极情

绪，有效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树立信心，调整并使得患者处

于最佳状态积极配合治疗［７－１０］。近年来有关对于肿瘤患者的

心理干预方法的研究又取得了许多的进展，心理干预作为极其

有效的手段之一，效果明显［１１－１２］。故相关文献认为对白血病

化疗后出现感染的患者，在临床上需早发现、早治疗，尤其在护

理上应当引起重视，反复向患者及家属交代宣教，并严格根据

患者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合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

临床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增强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对患者进行心理特点进行系统评估后，根据其

自身特点制定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提高治疗效

果、化疗依从性，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故可进一步在临床

中积极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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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消失快，疗效明显。中老年组年龄≥６０岁的老年患
者，有并发症发生多、营养不良者多、免疫功能低下、抗

结核药物不良反应多、肺结核治愈率低、复发率高等特

点［９］，所以治疗应注意：①积极加强支持治疗；②重视
并发症的治疗，及早戒烟；③持续观察抗结核药物所致
不良反应，特别是肝功能损害的发生，肝功能恢复正常

后，可考虑以利福喷汀代替利福平、左氧氟沙星代替吡

嗪酰胺；④警惕较长时间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
青年组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合并肺结核者较少，不能

将治疗后胸腔积液的消失理解为治愈；对于结核性胸

腔积液未合并肺结核者，单纯治疗胸腔积液而不行全

身抗结核治疗，短时间内胸腔积液也可能消失，但患者

以后常出现肺内结核病灶形成继发性肺结核［１０］。本

文所有病例均拟行总疗程 １年的全身抗结核治疗计
划，总之应遵循局部治疗不能代替全身治疗的原

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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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经埋置式给药装置动态监测门静脉压力的护理
黄惠敏，萧月玲，熊兰芳，吴清时，黄秀云，陈艳兴

【摘　要】　目的　探讨经ＩＤＤＳ（全埋植式给药装置）动态监测患者门静脉压力的方法及护理措施。方法　对２８例术
中放置ＩＤＤＳ的患者进行术后经其进行门静脉压力的动态监测，并给予相关的专业护理措施，积极防治并发症。结果　
２８例患者顺利完成了１１２次经ＩＤＤＳ门静脉压力的测量，其中２例患者有局部异物感，经过有效的护理干预，２例都能减
轻局部异物感，并且顺利完成测压，其他患者无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发生。结论　应用 ＩＤＤＳ直接动态监测门静脉压力的
变化，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对患者的损伤较小，易被患者接受，对于术后复发的监测、预防和治疗护理，都具有极为实用的

临床意义。护士应规范和熟练掌握此项操作技术，学习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措施，才能顺利准确测压、防止并发症的发

生、及时处理各种不良反应，并为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有利的帮助。

【关键词】　ＩＤＤＳ；全埋植式给药装置；门静脉压力；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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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门静脉埋植式给药装置（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ＩＤＤＳ）直接测量门静脉压力的方法，其最大特点是可以直
接动态地监测生理状况下的门静脉压力变化，而且操作简单，

使用安全。我院２００７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８月对２８例门奇静脉
分流术后患者采用由埋入式给药装置，监测门静脉压力的变

化，对于术后复发的监测、预防和治疗护理，具有极为实用的临

床意义［１－２］，现将护理经验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肿瘤外科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
例患者进行 ＩＤＤＳ门静脉压力的测量，其中肝癌患者１３例、肝
硬化患者１０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５例；女性１０例，男性１８
例；年龄３２～７５岁。
１２　测压方法　术中测压：将充满生理盐水的导管插入门静
脉主干并固定后，首先经导管直接测压，即将导管向上牵直（与

地平面保持垂直，下同），水柱自然下落至其仅随呼吸上下波动

时，测量水柱的高度（以腋中线为测量零点，下同），其测得值即

为此刻的自由门静脉压；然后将导管与注药盒连接，再用充满

生理盐水的头皮针穿刺注药盒，将头皮针之塑料导管向上牵

直，用相同方法测量水柱的高度。术后测压：①核对姓名、床
号、性别、ＩＤＤＳ的位置。②做好病人的心理护理，向其讲解测
量的目的、方法，解除患者的顾虑，以取得理解与合作，使测压

顺利进行。③用物准备：２％碘伏、无菌孔巾，２０ｍｌ、３０ｍｌ注射
器（内吸生理盐水）、２０ｍｌ注射器（内吸２５Ｕ／ｍｌ肝素稀释液）、
头皮针（７号）［３］、直尺两把。④测压方法：患者取平卧位，用龙
胆紫标出测量零点———腋中线。暴露穿刺部位，用２％碘伏消

作者单位：５２３０００广东省东莞市人民医院肿瘤外科二区
通讯作者：黄惠敏，电子信箱：１０１４８５９４６７＠ｑｑ．ｃｏｍ

毒穿刺部位周围５ｃｍ以上范围皮肤，戴无菌手套、铺无菌孔
巾，用手指触摸埋植式给药盒穿刺窗口并固定，用已连接７号
头皮针的、抽满生理盐水的３０ｍｌ注射器排气后从窗口中心垂
直穿刺，待有落空感后，先推５ｍｌ生理盐水，观察局部皮肤有无
肿胀，未见肿胀提示穿刺成功［４］。继续推注生理盐水２０ｍｌ，然
后一人将头皮针延长管向上拉直与地面垂直，此时水柱会自然

下落，当水柱仅随呼吸上下波动时，另一人用直尺测量水柱至

腋中线的垂直高度，其数值即为此刻生理状态下的门静脉压

力［５］。⑤测压后，更换另一抽满生理盐水的２０ｍｌ注射器，推注
生理盐水１０～２０ｍｌ，最后用肝素液（２５Ｕ／ｍｌ）５～１０ｍｌ正压封
闭ＩＤＤＳ（即快速推注３ｍｌ，然后边推注边拔除针头）。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测压时的注意事项　①保持室温２２℃以上，操作时关
门关窗，尽量少暴露患者，避免患者因长时间暴露腹部而受凉

感冒。②全部操作过程中每一步骤必须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
作原则，防止医源性感染的发生。③操作前一次性备好所需用
物，并熟悉ＩＤＤＳ构造及使用方法，熟练掌握穿刺技术。④患者
平卧以腋中线为测量零点。⑤保证头皮针延长管拉直并垂直
地面。⑥测量者双目与水柱液面在同一水平面。
１３２　心理护理　给患者提供清洁、舒适、安全的环境，操作
前均应向其讲解测量的目的、方法，解除患者的顾虑，以取得患

者的理解与合作；测量过程中注意观察患者的反应及药盒部位

皮肤情况，多询问患者自身感觉；做好健康宣教，指导其尽量避

免撞击此部位，以防止ＩＤＤＳ移位和局部皮肤组织受损。
１３３　并发症的预防　①生理盐水外渗：操作者穿刺深度不
够，针尖斜面外露而导致生理盐水外渗，引起埋置药盒周围皮

肤、皮下组织肿胀、淤血和疼痛。操作者必须熟悉皮下埋植式

给药药盒装置的构造及穿刺方法，穿刺前做好药盒位置的评

·６０３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估，穿刺时一手固定药盒，另一手持头皮针对准药盒穿刺窗中

心点垂直于穿刺窗刺入药盒，有明显落空感后推入５ｍｌ生理盐
水，观察局部皮肤有无肿胀及询问病人有无胀痛感，如未见肿

胀及患者无诉不适提示穿刺成功［６］。②导管堵塞：禁止通过埋
植式给药装置抽血、输血。每次测压或用药前后均用生埋盐水

１０～２０ｍｌ冲洗导管，测压或用药完毕后使用肝素钠稀释溶液
（２５Ｕ／ｍｌ）５～１０ｍｌ正压封闭（即快速推注３ｍｌ，然后边推注边
拔除针头）。③药盒穿刺膜破损：如果穿刺针头过粗且反复穿
刺易导致穿刺膜破损，造成渗血、渗液。应选用７号头皮针头
进行穿刺。④埋植式给药装置破裂：推注生理盐水时用力不能
太大，速度不能过快，使用２０ｍｌ注射器，若遇阻力过大，不能强
行推注，应停止操作，行相关造影检查，明确原因。⑤败血
症［７］：与护理操作时无菌操作不严格导致细菌污染有关。操作

时必须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原则，如埋植式给药装置植入后患者

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要警惕败血症的发生，应及时报告医生

并协助处理。⑥药盒处皮肤疼痛和局部异物感［８］：ＩＤＤＳ是一
种异物植入方式，心理紧张的患者，异物不适感较严重，应做好

心理护理，教会患者一些自我放松的方法，如深呼吸、选择合适

的娱乐方式等，减少其心理负担。如果埋植式给药装置埋植部

位过高处于腰带部位，由于腰带长期压迫埋植部位皮肤，会造

成该处皮肤长期受摩擦引起不适、炎症甚至破损，也会引起疼

痛和异物感，应教会患者避免穿紧身裤和佩戴腰带或避开

ＩＤＤＳ埋植的部位系腰带，做好皮肤的清洁。每次测压后用柔
软的无菌敷料覆盖１～２ｄ。⑦针梗滞留：药盒穿刺窗是由密封
式医用硅橡胶制造，穿刺时有一定的摩擦力和阻力，如操作不

正规、针梗刺入药盒穿刺窗外较硬装置部位或针梗质量有问

题，易导致针梗断裂、针梗部分遗留在患者体内。因此操作前

要仔细检查针头有无异常，穿刺时固定好药盒，对准穿刺窗中

心部位穿刺，拔针后检查针头是否完整。⑧出血：与肝癌、肝硬
化患者凝血功能障碍有关，查看患者近期的凝血功能检查结

果，了解有无凝血功能障碍及其严重程度，严密观察注射药盒

周围皮肤有无肿胀、淤血、淤斑等，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必

要时予止血治疗。

２　结果
　　２８例患者顺利完成了１１２次经 ＩＤＤＳ门静脉压力的测量，
其中２例患者有局部异物感，经过有效的护理干预，２例都减轻
局部异物感，并且顺利完成测压，其他患者无不良反应及并发

症发生。

３　讨论
　　目前研究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变化的方法有多普勒超声波
法，放射性同位素法，电磁流量计法，肝楔入压测量法，脐静脉

插管或经皮肝穿刺门静脉测压法等，这些方法不是间接测量，

就是有严重创伤性而很难重复开展。经ＩＤＤＳ直接测量门静脉
压力的新方法，其最大特点是可以直接地动态监测生理状况下

的门静脉压力变化，而且操作简单，使用安全；加之此法是通过

埋植于皮下备化疗之用的 ＩＤＤＳ通道进行，因而不会增加患者
的痛苦和经济负担，不影响患者的生活与工作，患者乐于接受。

由埋植式给药装置进行动态监测门静脉压和输注化疗药

物，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在我国已经成为肿瘤临床治疗、研究

的重点和热点［９－１０］。这是一项新的护理操作技术，如操作不当

或护理措施不到位，会造成测压不准确及一系列并发症的发

生，甚至影响到患者的治疗。因此，有必要规范和熟练掌握此

项操作技术，学习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措施，才能顺利准确测

压、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和处理不良反应，并为患者的临床治疗

提供有利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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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ＬＣ系统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全国科研诚信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指导，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与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开发。该系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对比数据库，收录了７０００余
种期刊的全文文献２４００多万篇、已答辩的７０多万篇硕士学位论文和近１０万篇博士学位论文及部分会议论文、专利等。万方数据
论文相似性检测服务基于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万方数据核心数据资源，检测新论文和已发表论文的相

似片段。可有效检测来稿是否存在抄袭、一稿多投、不当署名、伪造、篡改等多种学术不端行为。

本刊将利用ＡＭＬＣ系统及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对所有来稿进行自动检测，进一步加强稿件初审力度，对于检测出严
重问题的稿件将记录在案，相关作者记入黑名单，不再接受其投稿。希望广大作者加强自律，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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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７８例脑中风并发热反应的护理
周玲

【摘　要】　目的　了解分析中风病程中发热的原因及特点，通过护理对策，避免或减少发热现象的发生。方法　对７８
例中风后发热病人常见的临床原因分为四种，即吸收热、中枢热、脱水热、感染热，然后给予早期护理干预如观察，检查，

把关，同时采取护理干预方法包括对症处理、降温方法、降温过程中的护理。结果　计有吸收热５例，中枢热１２例，脱水
热３例，感染热５４例，不明原因４例。本组发热病例仅占２５％，明显低于２０１０年全国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诊疗新进展研
讨会报告的６０％～８０％。结论　吸收热可自行缓解，多数为脑出血病人。中枢热为出血后脑水肿，使丘脑下部体温调
节中枢受到损害而引起的发热。脱水热为应用大量脱水剂利尿导致脑组织严重脱水、脑细胞和体温调节中枢受损引起

的发热。感染热最为常见，本组５４例通过早期护理干预明显减低了发热的比例。
【关键词】　中风；发热；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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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ｈｏｔ５４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ｅａｓｏｎ４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ｅｖｅｒ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ｏｎｌｙ
２５％ ａｎｄ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６０％ －８０％）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ｓｅ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ａｌｌｙｍａ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ｍｏｓｔｆｏｒ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ｈｅ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ｃａｕｓｅｄ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ｔａｘｉｃｃｅｎｔｅｒ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ｇｉｖｉｎｇｏｆｆｈｅａｔ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ｈａｒｍ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ｈｅ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ｉｖｅ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ｏｒｄｉｕｒｅｓｉｓｃａｕｓｅｄ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ｏｕｓｄｅｈｙ
ｄ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ｃｅ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ｔａｘｉｃｃｅｎｔｅｒｄａｍａｇｅｃａｕｓｅｄｇｉｖｉｎｇｏｆｆｈｅａｔｔｏｂ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ｔｈｉｓｇｒｏｕｐｏｆ５４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ｂ
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ｇａｖｅｏｆｆｈｅａ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ｏｋｅ；Ｆｅｖｅｒ；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ｒｅ

　　中风又称脑血管意外，可分为出血性（脑出血）和缺血性
（脑梗死），病程中常有发热现象，常见的原因有４种，即吸收
热、中枢热、脱水热、感染热，通过对７８例中风后发热病人进行
临床观察及护理，认为发热反应多数与感染有关，而采取认真

细致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减少肺部及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现总

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科自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间，共收治中风患者
４０５例。发病２４ｈ内入院３１０例，其中中风后发热者７８例，占
２５％，所有病例均经头颅ＭＲＩ或ＣＴ证实，计有脑出血５７例，脑
梗死２１例，年龄５２～９１岁。６０岁以下发热１０例，６０岁以上发
热６８例。发病１周内发热２７例，发病１周后发热５１例（全部
腋下测温）。

１２　护理干预措施　中风后发热原因颇为复杂，常见有上述
四种，前三种有些是疾病病理过程，也是护理难以干预的，最后

一种为感染性热，也就是说，把预防护理措施先落实于感染发

生之前，就能干预或减少发热的发生率，我们的做法是：“一观

察，二检查，三把关”。现介绍如下。

１２１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神志改变直接反映病情的轻重和
治疗结果，老年人反应迟钝应细心观察，如意识障碍，咳嗽反射

消失，口腔及气管内分泌物或吸入物不能充分排出，发生吸入

性肺炎，表现为气促、发热。应观察咳嗽及痰液变化，肺部已有

感染者，及时留痰作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以便对症下药。

１２２　检查体温等指标　检查测量体温，每４ｈ测１次，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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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１ｈ测１次，观察其热型及临床发热特点，检查脉搏、呼吸、
血压、瞳孔的变化及一些伴随症状，观察记录降温措施后效果。

１２３　预防感染　肺部感染关为最常见，故加强呼吸道护理，
保持呼吸道通畅是关键，对意识障碍患者每天行口腔护理 ２
次，避免口腔定植菌移位而进入下呼吸道诱发肺部感染，同时

昏迷患者吞咽困难口腔分泌物及胃内反流物易误吸入气道内，

定时清除口腔内分泌物可以防止真菌、厌氧菌感染。高热患者

应鼓励多饮水或鼻饲流质增加营养以提高呼吸肌的力量。正

确地拍背协助排痰也是有效的方法。手卫生是防止医护人员

因操作而引起外源性医院感染最重要、最简便、最容易取得良

好预防效果的措施之一。

泌尿道感染关对尿失禁或尿潴留患者应尽量采取各种措

施避免导尿，对尿失禁者，男性可用阴茎套接尿袋，女性可用尿

壶接尿器，对尿潴留者，先用热敷法和按摩法，上述方法无效时

才考虑留置尿管，操作时应严格无菌操作，做好膀胱冲洗和集

尿袋更换工作。定时放尿，引流袋位置不能高于膀胱位置，嘱

病人多饮水，保持会阴部及周围皮肤清洁防止逆行感染。

皮肤感染关最常见为压疮发生，对卧床病人经常更换体

位，一般２ｈ翻身１次，翻身时避免拖、拉、推等动作，使用便盆
时，防擦伤皮肤，大小便后应及时擦洗干净，保持床铺清洁平

整，骨隆突出部位应用海绵垫，有条件最好使用防压疮气垫

床［１］。

１３　护理干预方法
１３１　对症处理　对于吸收热，不需要特殊处理，一般１～２
周后自行消退，对于中枢热，一般退热药无效，可用物理降温，

给予头部冰帽或冰袋冷敷，也可全身用２０％ ～３０％酒精擦浴，
冰毯降温等，必要时按医嘱给小剂量冬眠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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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降温方法　根据体温的高低及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降
温措施，以物理降温为主，药物降温为辅，定时监测患者体温，

依据体温高低采取适宜的降温法，尽量将体温控制在３７．０℃
以下。具体方法如下：①松解、脱去外衣或减少被子让体热逐
渐发散。千万不要越烧越穿衣服或多盖被子，这样汗就不容易

排出。②冰帽及冰枕：将打碎的冰块放入盆中，用水冲去棱角
后装入冰帽或冰槽内约２／３满，排净空气，夹紧帽口，擦干倒提
检查无漏水，然后套上布套，冰帽戴在病人头部以提高脑组织

对缺氧的耐受性，减少脑组织耗氧量，降低机体代谢率。③高
烧患者除药物治疗外，最简易、有效、安全的降温方法就是用

２５％～５０％酒精擦浴的物理降温方法。用酒精擦洗患者皮肤
时，不仅可刺激高烧患者的皮肤血管扩张，增加皮肤的散热能

力；还由于其具有挥发性，可吸收并带走大量的热量，使体温下

降、症状缓解。擦浴用酒精浓度不可过高，否则大面积地使用

高浓度的酒精可刺激皮肤，吸收表皮大量的水分［２］。④灌肠
法：从肛门灌入凉盐水（６℃左右）或温开水（２０℃左右），使其
在肠内停留１０ｍｉｎ左右然后排出。⑤冰毯降温：高热是急危重
病人常见的临床表现，大于３９℃的超高温，尤其是中枢性高
热，药物及物理降温效果不佳，速度较慢，局部降温还会造成寒

战，局部冰冷感，体温忽高忽低，还有末梢循环不良等后果，一

般使用４～８ｈ后体温可降至３７．５℃以下，控制体温在３６～３７
℃。根据临床观察，一般使用３～７ｄ比较适宜。配合冬眠疗
法，可取得满意的降温效果［３］。

１３３　降温过程中的护理　一般护理做好患者口腔、皮肤、泌
尿道和呼吸道的护理，勤翻身、拍背，使用气垫床。保持呼吸道

通畅，吸痰要充分和有效，动作要轻，防止损伤支气管黏膜，定

时雾化吸入，以便痰比较容易咳出。同时给予持续低流量吸

氧，改善脑细胞缺氧状况。严格执行无菌操作，严防感染及褥

疮的发生。

物理降温注意事项：①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及生命体征变
化，特别是神志、瞳孔、血氧饱和度、体温、心率、呼吸、血压、肢

体活动及四肢末梢循环情况。低温状态下可引起血压降低、心

率缓慢、呼吸变慢，尤其是老年患者更应注意。②使用冰帽、冰
枕时注意随时观察冰帽、冰枕有无漏水，布套湿后应立即更换。

冰融化后，应及时更换。如病人局部皮肤苍白、青紫或有麻木

感，须立即停止使用。如用以降温，冰帽使用后３０ｍｉｎ需测体
温，并做好记录。如为防止脑水肿应对体温进行监测，体温维

持在３３℃，不能低于３０℃。③降温措施宜尽早进行，即使未
出现高热征象，也要头置冰袋、冰枕或冰帽，使脑部处于低温环

境中，最好把体温控制在３２～３５℃（腋测），以预防中枢性高热
对脑组织的损害，减轻脑水肿［４］。

密切观察患者情况，如发生寒战、面色苍白和呼吸脉搏血

压变化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如皮肤青紫等，表示静脉血淤积，血

运不良，应停止使用。病人出现寒战时可加用冬眠药物，防止

肌肉收缩影响降温效果，清醒病人不宜将温度调的过低［５－６］。

但在复温过程中，由于血管扩张，回心血量减少，可能出现血压

下降，应加强血压监测，防止低血容量性休克。采取降温措施

３０ｍｉｎ后再测量体温以观察疗效同时，应做好体温图的绘制，
护理记录及床头交接班工作。

病情稳定后，降温措施的撤离也应逐渐进行，先从周围的

腹股沟、腋窝等处撤离冰块或冰袋，观察体温在３５～３６℃之间
５～７ｄ后，再撤离头部冰帽或冰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脑
细胞的作用。降温速度不宜过快，以每小时１．５～２℃为宜，降
温速度过快易使患者出现寒战，增加脑部的耗氧量而加重病

情［７］。但在复温过程中，由于血管扩张，回心血量减少，可能出

现血压下降，应加强血压监测，防止低血容量性休克。采取降

温措施３０ｍｉｎ后再测量体温以观察疗效，同时应做好体温图的
绘制，护理记录及床头交接班工作。

１３４　饮食护理　高热时，由于迷走神经兴奋性降低，使胃肠
蠕动减弱消化液分泌减少，影响消化和吸收，同时分解代谢增

强，能量消耗增多，易导致身体消瘦、衰弱和营养不良，从而使

机体抵抗力下降［８］。另外，由于高热时呼吸加快，皮肤蒸发水

分多，此时应多补充水分，保持水、电解质平衡，及时给予高营

养、高热量、高维生素的饮食，首选给予鼻饲，同时静脉补充高

营养如白蛋白、氨基酸等［９］。

２　结果
　　计有吸收热５例，中枢热１２例，脱水热３例，感染热５４例，
不明原因４例。本组发热病例仅占２５％，明显低于２０１０年全
国神经系统疾病临床诊疗新进展研讨会报告的 ６０％ ～
８０％［１０］，脑出血以急性期发热为多，脑梗塞以１周后发热为多，
发热年龄多数在６０岁以上。

３　讨论
　　中风后发热现象甚为常见，但脑出血较脑梗死患者较为罕
见，临床把发热特点与病变性质大致分为下列四种［１］。观介绍

如下。

３１　吸收热　本组５例于发病１周出现，多数为脑出血病人，
体温一般在３８℃以下，持续１～２周而自行缓解。这是由于出
血后红细胞分解被吸收而引起的发热。

３２　中枢热　本组１２例，可能为出血后脑水肿，使丘脑下部
体温调节中枢受到损害而引起的发热。一般在病后１～５ｄ出
现，体温多持续在３９～４０℃之间，无感染中毒征象，不伴寒战
和相应血象改变，躯干皮肤温度高而肢体温度不高，躯体不出

汗，没有与体温改变相一致的心率改变，一般退热药不能使温

度下降。出现中枢热常为病情危重的征象之一。

３３　脱水热　本组３例，由于应用大量脱水剂利尿，补液少
时，因脑组织严重脱水、脑细胞和体温调节中枢受损引起发热，

表现为发热伴有水电解质紊乱，意识障碍加重，皮肤干燥，尿量

少、比重高，血红细胞压积升高，血清钠升高，补充水分后体温

降至正常。

３４　感染热　感染热最为常见，本组５４例，其发生的原因有：
①肺部感染：因丘脑下部或脑干受损使内脏植物神经功能紊
乱，早期出现严重肺水肿，也由于长期卧床，肺淤血，肺及气管

内淤积大量分泌物，细菌易在其中繁殖而引起肺炎。②泌尿道
感染：因中风患者常有尿潴留或尿失禁，采用导尿方法或留置

尿管，易引起尿路感染。③皮肤感染：由于昏迷或偏瘫，大小便
失禁，长期卧床，局部组织长期受压，造成血循环受阻，发生缺

血，缺氧，营养不良而致压疮形成。严重时组织溃烂坏死。④
口腔感染：因吞咽障碍，病人不能从口腔进食（需鼻饲管），使口

腔分泌唾液减少，微生物在口腔内繁殖所致，同时由于病情较

重的病人，大量应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造成菌群失调而诱发

真菌感染［１１］。

综上所述，中风后发热应引起重视，我们的体会是贵在观

察，重在护理，就能换来比较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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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０３，１７（２）：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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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王军，常红．亚低温治疗重型颅脑损伤的新进展及监护［Ｊ］．中国

实用护理杂志，２００４，２０（１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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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临床护理干预在腹腔镜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中的应用
陈小秀

【摘　要】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干预在腹腔镜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
年４月进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的７４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３７例，对照组进
行常规的护理干预，观察组则采用强化临床护理干预的方法进行干预，对两组患者的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

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自评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评分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的排
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护理后的焦虑抑郁自评量表、世界卫生组织

生存质量测定量表评分均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临床护理干预在腹腔镜行子宫肌瘤剔除
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较佳，可有效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改善其生存状态。

【关键词】　临床护理干预；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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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是治疗子宫肌瘤的微创术式，其在
临床的应用率越来越高，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对于相配

的护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对于护理模式的选取应给予重

视，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手术［１］。本文中我们就临床护理干预在

腹腔镜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观察，现将结

果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于本院进行
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的７４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３７例。对照组的３７例患者中，
年龄２３～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５．９±４．６）岁，病灶直径１．６～１０．２
ｃｍ，平均（４．９±０．６）ｃｍ，单发肌瘤患者２５例，多发肌瘤患者１２
例；分类：肌壁间肌瘤２０例，浆膜下肌瘤１３例，其他４例。观察
组的３７例患者中，年龄２３～４６岁，平均年龄（３６．１±４．４）岁，
病灶直径１．７～１０．４ｃｍ，平均（５．０±０．４）ｃｍ，单发肌瘤患者２６
例，多发肌瘤患者１１例；分类：肌壁间肌瘤１９例，浆膜下肌瘤

作者单位：５７１７００海南省儋州市，海南省那大农垦医院妇产科

１３例，其他５例。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病灶直径、单多发肌瘤
比例及分类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接受常规的护理，主要为给予
患者进行肌瘤情况和治疗方式、基本生活措施及注意事项等多

方面的宣教，并进行常规的术前准备、心理疏导及术后生命体

征监测、疾病治疗配合护理等。观察组的患者则接受强化临床

护理干预，对于护理的范围给予拓宽，对于护理的环节则进一

步细致化，主要为通过与医师进行沟通，对患者的各个方面的

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然后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护理细节的完

善，以使其更为适合每位患者，并能随治疗和疾病的发展转归

随时进行调整，做到护理与患者的需求的最佳贴合，并且其更

为细致的护理能够全面顾及患者的每个方面的护理问题，同时

增强与患者沟通的频率，全面了解患者的需求，包括对疾病的

疑问解答的需求和心理不良情绪的疏导需求，然后根据评估的

需求结果进行相应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并加强护理巡视的频

率，实现最佳的监测效果。后将两组患者的排气时间、下床活

动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自评

［７］　徐文翠，陈秀琴，孙建珍，等．脑卒中感染性发热的观察及护理
［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０７，２７（６）：３９．

［８］　杨梅，张霞．急性脑卒中发热患者的临床观察及护理体会［Ｊ］．基
层医学论坛，２０１１，１５（１）：１４．

［９］　李爱东，张志，刘洪涛，等．脑卒中患者鼻饲管肺炎的临床分析
［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０９，４（３）：２４２６．

［１０］　田瑛，韩文胜，吴卓敏．介护技术在脑卒中康复期的应用价值研
究［Ｊ］．浙江医学，２０１１，３３（４）：６０８６０９．

［１１］　孙娜，梁淑玲，周好．吞咽功能障碍的饮食训练及护理［Ｊ］．基层
医学论坛，２００９（３）：８７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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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评分进行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①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包括对焦虑和抑郁两方
面的评估，每个方面均以２０个问题进行综合评估，并且每个方
面均以总分５０分为阴性与阳性的分界分值，以≥５０分表示存
在轻度及以上焦虑和抑郁心理［２］。②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
测定量表包括１００个基本问题和２个附加问题，由其对患者的
生理、心理、环境情况和社会状态指标进行评估，且四个方面均

分别以０～１００分为评估范围分值，另外每个方面均为随着状
态的改善分值呈现增加的趋势，即分值与状态成正比［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两组患者需要进行 ｔ检验处理的计量资料
为年龄、病灶直径、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及护理

前后的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评分，需要进行卡方检

验处理的计数资料包括单多发肌瘤比例、分类构成、并发症发

生率及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软件包为 ＳＰＳＳ１６．０，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
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的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均
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详细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ｎ
排气时间

（ｈ）
下床活动

时间（ｈ）
住院时间

（ｄ）
并发症（ｎ，％）

感染 形成血肿 总计

对照组 ３７ １１．４±２．２ １３．９±２．４ ３．３±０．４ ２（５．４１）１（２．７０）３（８．１１）
观察组 ３７ ８．３±１．８ ８．６±１．９ ２．４±０．３ １（２．７０） ０ １（２．７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自评量表、世界卫生组织
生存质量测定量表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自
评量表中两个方面≥５０分者比例及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
定量表４个方面评分比较，Ｐ均＞０．０５，而护理后观察组焦虑抑
郁自评量表中两个方面≥５０分者比例均低于对照组，世界卫生
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四个方面评分均高于对照组，Ｐ均 ＜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细见表２，３。

表２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自评量表（ｎ，％）

组别 ｎ 时间
焦虑

≥５０分 ＜５０分
抑郁

≥５０分 ＜５０分
对照组 ３７ 护理前 ２４（６４．８６） １３（３５．１４） ２３（６２．１６） １４（３５．１４）

护理后 ３０（８１．０８） ７（１８．９２） ２９（７８．３８） ８（２１．６２）
观察组 ３７ 护理前 ２４（６４．８６） １３（３５．１４） ２４（６４．８６） １３（３５．１４）

护理后 ３６（９７．３０） １（２．７０） ３５（９４．５９） ２（５．４１）

表３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评分情况（分）

组别 ｎ 时间 生理 心理 环境状况 社会状态

对照组 ３７ 护理前 ４２．６±５．４ ４５．９±５．７ ５１．３±６．２ ４９．５±５．９
护理后 ６０．１±５．８ ６３．７±６．０ ６６．７±６．６ ６２．４±６．２

观察组 ３７ 护理前 ４２．７±５．２ ４５．８±５．９ ５１．５±６．１ ４９．３±６．０
护理后 ６７．６±６．２ ７２．４±６．５ ７５．４±７．０ ７３．３±６．５

　　注：护理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是临床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的治疗

子宫肌瘤的微创术式，且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对于相配合

的护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另外近年来，随着临床中对于患者

的生存质量的改善的重视，对于护理对患者生存状态方面的影

响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４］。另外，较佳的护理干预对于患

者的康复速度和效果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因此对于护理模式的

选取还应兼顾其对患者的康复速度和效果的影响［５－６］。

临床护理干预是通过与医师进行沟通，全面了解患者的各

项治疗措施及疾病发展转归情况，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护理干

预，并将各个护理程序进行细致化处理，并将护理范围进行拓

宽［７－８］，从而全面有效地干预患者的治疗及护理，且患者在接

受护理干预的过程中也感受到细节化护理对于自身需求的满

足，因此本护理模式可达到有效配合治疗及促进患者康复的效

果。

本文中我们就临床护理干预在腹腔镜行子宫肌瘤剔除术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观察，发现其较常规护理干预的患者进

行比较，结果显示，强化临床护理干预可更为有效地缩短患者

的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说明其更为有效地促

进了患者的康复速度，另外临床护理干预也大幅度降低了患者

的并发症发生率，说明其对于患者的预防性护理方面的护理措

施实施也更佳，同时因为本护理模式更为全面地对患者的生理

及心理进行干预，患者的不良情绪的疏导效果也更为明显，综

合生存质量的改善也更为突出。分析原因，与临床护理干预在

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前，对患者的整体状态进行了全面评估，

因此在护理制定及实施的过程为更为贴合患者的需求有关，因

此患者的各方面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后，即凸显出其护理的较

佳效果［９－１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临床护理干预在腹腔镜行子宫肌瘤剔

除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较佳，可有效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改善其

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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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对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影响的研究
邵军，王琳

【摘　要】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影响。方法　选择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发性高血
压住院患者１２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采用同样的降压治疗。在降压治疗基础上，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给予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其中健康教育干预４周。对患者干预前后进行血压测量，自我管
理能力评价与并发症的观察。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的自我管理能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５．００％，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３６．６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健康教育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高血压患者
血压控制，减少并发症。

【关键词】　高血压；健康教育；护理；自我管理；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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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高血压属于心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
慢性进行性发展特点，较好的血压控制是为了减少高血压并发

症的发生［１］。但是，在临床药物治疗中，存在着血压控制效果

不佳情况，这可能与作者对高血压相关知识了解甚少等方面有

关系。目前虽然强调了药物治疗及监测血压的重要性，却忽视

了护理干预在高血压预防与治疗中的作用［２］。由于高血压是

一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它的特殊性及知识的缺乏使很多病人

在患病期间未得到有效的社会支持，使病人心理障碍加重，病

情反复。健康教育护理干预能够提高患者对高血压的认知程

度，本文观察健康教育护理干预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影响，

现将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原发
性高血压住院患者１２０例，以上患者诊断均符合 ＷＨＯ制定的
高血压诊断标准，同时排除继发性高血压患者、肝肾功能障碍

患者、精神障碍患者、不愿意参加本试验患者。随机将上述患

者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６０例，男性３１例，
女性２９例，年龄４８～７４岁，平均年龄为（５４．９７±１０．５４）岁；高
血压严重程度：轻度高血压１３例，中度高血压患者３６例，重度
高血压患者１１例；病程为３～１２年，平均病程为（５．７３±３．５６）
年；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１４例，中学或中专３５例，大专及以上
１１例。对照组６０例，男性３２例，女性２８例，年龄４９～７６岁，平
均年龄为（５５．１６±９．５８）岁；高血压严重程度：轻度高血压１４
例，中度高血压患者３４例，重度高血压患者１２例；病程为３．５～
１３年，平均病程为（５．６５±３．６４）年；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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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学或中专３５例，大专及以上１０例。两组患者在性别比、
年龄、高血压的严重程度、病程、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给予常规的抗高血压药物治疗。对
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包括生命体征的观察与记录、常

规生活与用药护理等。观察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给予健康

教育护理干预：①认知教育护理：向高血压患者讲解高血压产
生的原因、相关机制、预防和治疗方法，还向患者讲解诱发高血

压的相关因素，让患者了解识别并发症发生前的征兆，提高患

者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②心理支持护理：让患者了
解情绪以及心理活动对高血压波动的影响，要了解患者存在的

不良情绪，帮助患者缓解焦虑等不良情绪，对于经常出现心理

波动患者要了解其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给予患者心理支持，

减少因心理波动或者不良情绪对血压的影响。③用药护理：进
一步强调终身服药的必要性，对于此期患者应让其认识到血压

的正常是在药物控制下的作用，在停药或情绪波动时有可能反

复，绝不可能因血压一次的正常而擅自停药，减药也要在专科

医生指导下调整，一定要依从指导，把服药纳入日常生活中。

记录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压测定情况，采用袖带血压计测量两

组患者肱动脉血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６．０对所得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血压监测　观察组干预后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与对照组
干预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自我管理能力　观察组按时返院检查、（下转第１３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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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腹腔镜脾切除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祁严严，张艳芳

【摘　要】　目的　总结腹腔镜脾切除（ＬＳ）患者的围手术期的护理体会。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２月腹腔镜
脾切除患者６例。通过对患者合理的选择，术前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心理护理，术后病情和切口的观察，体位、饮食、引
流管等的护理，以及并发症的观察和处理。分析归纳了ＬＳ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要点。结果　腹腔镜脾切除术为患者提
供了更好的治疗方法。经过精心的治疗和术前、术后护理，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者的痛

苦和经济负担。本文６例患者手术后均无护理并发症，术后住院时间５～９ｄ。结论　通过腹腔镜脾切除围手术期的护
理，不仅能够促进患者早日康复，而且提高了患者的舒适、满意度，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更符合以患者为中心的

现代护理服务理念。

【关键词】　腹腔镜；脾脏；手术；围手术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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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腔镜脾切除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ｐｌｅｎｅｃｔｏｍｙ，ＬＳ）是腹腔镜微
创外科领域中难度较大的手术之一，在我国始于 ９０年代初。
虽然 ＬＳ不能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
ｍｙ，ＬＣ）一样迅速推广普及［１］，但我科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
２月共行ＬＳ６例，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现将获得的临床护
理经验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腹腔镜脾切除患者６例，年龄１３～５５岁。
临床诊断：脾功能亢进３例，其中肝炎后肝硬化致门脉高压症、
脾功能亢进２例，小Ｂ细胞淋巴瘤合并脾功能亢进１例，特发
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２例，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１
例［２］。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全麻，摆正确体位后，于脐上缘插入１０
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并置入腹腔镜，依次将脾结肠韧带，胃脾韧带及胃短
动、静脉分离与切断，然后处理脾门部动、静脉，将后腹膜切开

后，用标本袋收纳脾脏并剪碎后完全取出。检查腹腔，确认彻

底止血后，于脾窝处放置腹腔引流管１根。
１３　围手术期护理
１３１　术前护理
１３１１　心理护理　行ＬＳ术的患者多数都为慢性病患者，加
之ＬＳ是近年开展的新技术，患者及其家属对手术方法不了解、
治疗效果如何等心存疑虑，因此，护士应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

状态，入院时热情接待，介绍科室环境、主治医师及其病友，为

病人进行疾病知识讲座，介绍 ＬＳ的先进性、必要性及安全性，
消除患者的疑虑，减轻悲观、恐惧情绪；利用 ＬＳ手术成功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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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现身说法，取得病人的充分信任和配合。

１３１２　术前常规准备　①术前戒烟、戒酒，注意保暖，防止
术后肺部感染；②术前禁食１２ｈ，禁饮４ｈ；③根据医嘱备血；④
术前保持环境安静，保证患者充分睡眠，必要时使用镇静药物；

⑤教会患者有效咳嗽；⑥术前置胃肠减压管和留置尿管，这样
不止可以排空胃和膀胱，避免术中误伤，插胃管还可以减轻胃

肠胀气，暴露手术视野；⑦术前半小时使用抗生素一次。
１３１３　全身准备　①了解病史，做好各项专科疾病的术前
检查；②检查胸片和心电图，了解心肺功能有无异常；③了解患
者出、凝血时间，血小板计数，凝血酶原时间和肝功能分级情

况。一般要求患者血红蛋白 ＞８０ｇ，血小板 ＞５０×１０９／Ｌ，肝功
能为ＣｈｉｌｄＡ级。
１３１４　饮食准备　术前指导患者进食高蛋白、高热量、高维
生素饮食，以增进营养，提高机体手术的耐受性；忌食豆类、奶

类食品，减轻肠胀气；如果患者牙龈出血，可建议患者使用软毛

牙刷，避免辛辣刺激、质硬食物的摄入量。

１３１５　皮肤准备　应用脱毛剂脱掉患者腹部较粗长的毛
发，重点做好脐部的消毒。因为ＬＳ术的第一切口靠近脐缘，而
脐部是易积圬纳垢，如清洗不彻底易造成此处切口感染［３］，先

用肥皂水洗去脐孔污垢再涂以碘伏。

１３２　术后护理
１３２１　一般护理　全麻未清醒患者给氧吸入２～３Ｌ／ｍｉｎ，
去枕平卧位，头偏向一侧，术后测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每小

时一次至病情平稳后根据医嘱改测并及时记录，观察病人一般

情况，以防出血。

１３２２　卧位及饮食护理　患者术后６ｈ后改半卧位，当日或
次日可鼓励患者下床活动，术日应禁食；术后１～２ｄ肛门排气
后拔除胃管，可鼓励患者按照由少到多、由稀（下转第１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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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无管化经皮肾镜取石术患者的护理研究
刘丽欢，陈美珠，梁晓燕，孙红玲，邱玲，刘永达，肖成林

【摘　要】　目的　调查无管化经皮肾镜取石术（ｔｕｂｅｌｅｓｓ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ｔｕｂｅｌｅｓｓＰＣＮＬ）患者在围手术期的
状况，探讨ｔｕｂｅｌｅｓｓＰＣＮＬ术前的护理方法，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方法　分析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９８例行ｔｕｂｅｌｅｓｓ
ＰＣＮＬ治疗上尿路结石的临床资料，主要包括：手术时间、支架管留置时间、结石位置、血红蛋白、尿路感染、血压、体温、并
发症等。结果　手术时间６０～１１０ｍｉｎ（平均９５ｍｉｎ），输尿管支架留置时间１～８ｄ（平均２ｄ），患者术后的ＨＢ下降，与
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下盏、铸形石患者的术前发生尿路感染、多发结石机会比上盏、输尿管石患者
的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患者手术日晨７：００体温低于术后当天１９：００体温，手术日７：００的舒张压高于术
后当天１９：００的舒张压，经配对ｔ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笔者认为无管化ＰＣＮＬ患者的护理，
全程评估患者身体状况是选择无管化ＰＣＮＬ的前提，术后监控输尿管外支架的引流是护理的重点，控制感染是无管化
ＰＣＮＬ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　上尿路结石；无管化ＰＣＮＬ；并发症；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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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皮肾镜取石术可有选择性地对患者不采用留置肾造瘘
管，可放置或者不放置输尿管支架引流，从而避免肾造瘘管给

患者带来疼痛不适等副作用，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这种方

法被称为无管化经皮肾镜取石术（无管化 ＰＣＮＬ），目前已在临
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我院微创泌尿外科中心从 ２０１０年 ６
月－２０１２年５月，应用无管化 ＰＣＮＬ治疗上尿路结石９８例，效
果满意，现将护理体会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９８例，男性５２例，２０～７４岁，平均
４７岁；女性４６例，年龄３～８１岁，平均４７岁；术前所有病例均
行ＩＶＰ及Ｂ超检查，其中下盏、铸形石患者４９例（肾铸形结石４
例，多发性结石３６例），上盏、输尿管石４９例。结石长径８～５９
ｍｍ，平均２５ｍｍ；轻度肾积水３７例（３０．５８％），中度肾积水４３
例（３５．５３％），重度肾积水１８例（１８．３６％）；术前尿常规及中段
尿培养发现尿路感染２０例（１６．５３％）。合并高血压２７例，糖
尿病２例。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均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或腰硬联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２０广州市，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微创外科中心泌尿
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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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麻醉，取截石位，逆行插管留置导尿管，翻身改俯卧位，Ｘ光
机或Ｂ超定位下，选择目标肾盏穿刺成功后，置入安全导丝，用
筋膜扩张器从Ｆ８顺次扩张至 Ｆ１８，留 Ｐｅｅｌａｗａｙ塑料薄鞘建立
经皮肾取石通道，用Ｆ８／９．８输尿管硬镜或微创肾镜，配合气压
弹道碎石机或钬激光碎石仪行腔内碎石和取石，手术结束后根

据手术需要决定是否留置输尿管外支架。

１３　主要护理方法
１３１　全面评估患者身体状况　无管化 ＰＣＮＬ需要对患者有
所选择，目前一般认为，无管化 ＰＣＮＬ的适应征为：①结石直径
小于３ｃｍ；②单一通道；③无明显结石残留；④无明显集合系统
穿孔；⑤出血较少；⑥无须进行二期手术等［１］。

１３２　功能锻炼　俯卧位是本手术最常用的手术体位，对于
肥胖者、心肺功能异常及老年患者而言，俯卧位容易压迫胸腹

部，导致患者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下降而影响手术，所以术前

应嘱咐患者练习俯卧位。方法：患者在床上取俯卧位，平静呼

吸，头部偏向任意一侧，双手上举环抱一软枕，腹部下方垫一８０
ｃｍ×６０ｃｍ的方枕，开始练习时每次１５ｍｉｎ，随后每次递增１５
ｍｉｎ，直至延长至每次６０ｍｉｎ。若患者在６０ｍｉｎ内呼吸平稳，脉
搏变化小于１０次／ｍｉｎ，血氧饱和度

!

９０％，则认为可以耐受俯
卧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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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输尿管外支架接尿管引流的观察与护理　①护士应严
密观察引流液的颜色、性质和量，并做好记录。如尿管引出鲜

红色液体，则嘱患者立即卧床休息，保持尿管开放并及时通知

医生。若有凝血块堵塞尿管应及时进行处理，避免尿管阻塞导

致膀胱内压力增高，尿液返流回肾盂发生逆行感染。②注意引
流管的位置，防止引流管反折、扭曲、受压。嘱患者活动时尽量

避免牵拉引流管，以减轻管道刺激引起的膀胱刺激征。③患者
在留置引流管期间应保持会阴部清洁，定期更换引流袋。

１３４　出血的观察与护理　严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伤口敷
料的渗血量、尿液中有否血凝块形成、血红蛋白是否有进行性

下降等，警惕假性动脉瘤或动静脉瘘的发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所得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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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时间６０～１１０ｍｉｎ（平均９５ｍｉｎ），输尿管支架留置时
间１～８ｄ（平均２ｄ），患者术后的 ＨＢ下降，与术前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部位结石行经皮肾镜取石术前后ＨＢ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术前ＨＢ 术后ＨＢ ｔ值 Ｐ值

上盏、输尿管石 ４９ １３２．１６±１６．８３ １２３．９６±１６．４７ ７．７２３ ０．０００
下盏、铸形石 ４９ １３５．２５±１４．１９ １２８．７４±１５．５４ ４．５６８ ０．０００

　　下盏、铸形石的患者术前尿路感染、多发结石的发生率高
于上盏、输尿管石患者，经 χ２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部位结石行经皮肾镜取石术前尿路感染例数比较（ｎ，％）

组别 ｎ 术前尿路感染 多发结石

上盏、输尿管石 ４９ ３（６．１） １８（３６．７）
下盏、铸形石 ４９ １７（３４．７） ４８（９８．０）
χ２值 １０．６１７ ３９．０２４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注：为校正后。

　　患者手术日７：００的体温低于术后当天１９：００的体温，手术
日７：００的舒张压高于术后当天１９：００的舒张压，经配对ｔ检验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舒张压≤７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有４２人。见表３。

表３　患者手术日术前术后体温、血压比较（ｘ±ｓ）

时间 体温（℃）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手术前７：００ ３６．５０±０．３３ １２９．０４±１７．３４ ７６．２６±１１．１８
手术后１９：００ ３６．６０±０．３４ １２６．５９±１４．２８ ７３．２０±８．０５
ｔ值 ２．７２０ １．５９８ ３．０４５
Ｐ值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３

３　讨论
３１　全程评估患者身体状况是选择无管化 ＰＣＮＬ的前提　关
于无管化ＰＣＮＬ在国外探讨和研究的较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无管化要对患者有所选择［３］。因此，全程了解患者既往的基础

疾病及治疗情况，配合完成术前各项相关检查，评估患者有无

手术禁忌症，如未控制的尿路感染、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及全

身出血性疾病；药物使用情况（包括近期有无使用抗凝药物），

月经史等。既往结石手术史（包括开放手术取石史、体外震波

碎石史、输尿管镜取石术或经皮肾镜取石术史等），有异常及时

报告医生。本组患者术前中段尿培养发现尿路感染 ２０例
（１６．５３％），根据药物敏感试验术前给予合理抗生素抗感染治
疗，有效地预防了术中术后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研究报

道［４］动态舒张压降至 ＜７０ｍｍＨｇ时，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

开始增加，我们在评估中发现，患者术后的舒张压从术前的

（７６．２６±１１．１８）ｍｍＨｇ降低到（７３．２０±８．０５）ｍｍＨｇ，术后舒
张压≤７０ｍｍＨｇ有４２人，即采取监测心率和脉搏等有关措施，
及时发现异常，按医嘱对症处理，杜绝了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

３２　术后监控输尿管外支架的引流是护理的重点　在患者床
头挂上醒目的手术名称标示牌，可引起巡视者重视无管化的患

者内引流情况，因为术后只留置输尿管外支架接尿管引流，是

观察术后有无出血的唯一窗口［５］。也可以通过伤口敷料、尿液

颜色、血红蛋白、血压等变化可迅速发现异常病情。本组有３
例患者，术后出现患侧腰部剧烈疼痛，伤口大量渗血，尿液中有

血凝块形成，ＨＢ下降值
!

３０ｇ／Ｌ，护士立即报告主管医生，同
时给患者建立静脉通道及交叉配血，行介入栓塞＋静脉营养支
持治疗，效果良好。ＣｒｏｏｋＴＪ等［６］认为输尿管内支架可能引起

输尿管麻痹和梗阻，我们也在观察中发现，有２８例患者发生输
尿管行程及膀胱区及尿道口疼痛，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７］评估

患者疼痛的程度，遵照医嘱给予止痛对症处理后症状缓解。

３３　控制感染是无管化 ＰＣＮＬ成功的关键　留置尿管是尿路
感染最主要的危险因素［８］，体温是重要的观察指标，表３提示，
患者手术日１９：００的体温高于手术日的早晨的体温，与下午
２～８时体温最高的生理波动是一致的［９］，引起注意的是应与手

术热鉴别。术后发热的主要原因可能与术前泌尿系感染未控

制及术后小结石或小血块堵塞引流管导致引流不畅有关。本

组１０例术后体温３８～３９．２℃，遵照医嘱给予合理抗生素治疗，
配合物理降温护理，观察体温变化及生化结果，并及时给患者

更换被汗水浸湿的衣服、被单，让患者感觉舒适贴切。１０例患
者体温在２～４ｄ降至正常。

综上所述，无管化ＰＣＮＬ因术后没有留置肾造瘘管，其独特
的手术特征引起相应的并发症如尿外渗、出血的发生率也有所

下降［１０］，避免置管给患者带来的疼痛不适，明显改善患者术后

生活质量，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我们认为无管化 ＰＣＮＬ
患者的护理，全程评估患者身体状况是选择无管化 ＰＣＮＬ的前
提，术后监控输尿管外支架的引流是护理的重点，控制感染是

无管化ＰＣＮＬ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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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透明贴治疗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致淤斑和硬结的效果观察
张明洁，牛梅

【摘　要】　目的　探讨康惠尔透明贴用于治疗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致皮下淤斑、硬结的效果。方法　将６７例皮下注
射垂体后叶素致皮下淤斑、硬结的垂体腺瘤术后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３５例）和对照组（３２例），实验组先用生理
盐水清洗患处皮肤待干燥，然后根据患处皮肤面积，选择大小合适的康惠尔透明贴外敷，要保证良好的粘附并根据是否

皱折及膜内胶体渗出情况给予更换，一般每３～５ｄ更换１次；对照组采用５０％硫酸镁湿热敷处理，每次１ｈ，３次／ｄ。治
疗１０ｄ后观察两组的疗效。结果　实验组临床治愈率４０．０％，总有效率９４．３％，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结论　康惠尔透明贴用于治疗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致皮下淤斑、硬结，可以有效缓解局部疼痛，促进皮下
淤斑、硬结的吸收和消散，且安全、经济、可靠，减轻护理工作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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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体腺瘤是颅内常见的良性肿瘤，占全部颅内肿瘤的１０％
左右。而尿崩症为其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由手术中垂体后叶

或垂体柄损伤所致。垂体后叶素在神经外科主要用于治疗尿

崩症［１］，但其有较强的刺激性，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常引起局

部组织疼痛、皮肤发红、皮下淤斑甚至出现硬结、破溃。为此，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我科选用丹麦康乐保公司生产的康
惠尔透明贴，解决注射所造成的局部组织、皮肤损害，效果较

好，现分析、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收集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在我科
住院，应用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致皮下淤斑、硬结的患者 ６７
例，男性３０例，女性３７例，年龄２０～５９岁（３７．０±２．６）岁。所
有患者均为垂体腺瘤患者，术后均接受垂体后叶素皮下注射治

疗。注射方法及部位均选择双上臂三角肌下缘，消毒皮肤后，

以３０°～４５°进针，进针深度为５号针头的２／３（过瘦者可捏起注
射部位），进针后回抽，无回血后缓慢推注，注射完毕，迅速拔

针，用干棉签按压注射点１ｍｉｎ，按压深度以皮肤下陷１ｃｍ为
准。６７例患者注射部位均出现疼痛，出现淤斑２５例，面积（２．０
ｃｍ×３．５ｃｍ）～（４．５ｃｍ×６．０ｃｍ）；硬结４２例，面积（１．０ｃｍ×
２．５ｃｍ）～（３．０ｃｍ×６．０ｃｍ）。将６７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３５例）和对照组（３２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局部损害程
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实验组首先用生理盐水清洗患处皮肤，待干
燥后根据患处皮损面积，选择大小适宜的康惠尔透明贴（丹麦

康乐保公司）外敷。贴敷时注意要在无张力的情况下，由中心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张明洁，电子信箱：ｍｊ＿ｚｈａ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向外平敷，即首先贴敷患处皮肤中心，再向外铺平，为保证良好

的粘附，需在敷贴表面来回按压。如果出现皱折、卷边需重新

敷贴。敷贴后透明贴会吸收局部皮肤渗出物，并形成一种白色

胶状体，如果整个敷料外观变成透明状或是大理石花纹样，此

时要更换敷料。本组病例每３～５ｄ更换１次，１个疗程为１０ｄ。
对照组应用５０％硫酸镁溶液浸透１６层纱布，贴敷于患处，然后
再用保鲜膜将纱布覆盖，以避免水分过快蒸发，同时可再用湿

热毛巾覆盖，每次１ｈ，３次／ｄ，疗程同实验组。
１３　评价方法　治疗１个疗程（１０ｄ）后评价两组治疗效果。
治愈标准是：疼痛消失，淤斑、硬结消散；显效标准为：疼痛消

失，淤斑、硬结面积消散 ＞６０％；有效标准是：疼痛减轻，淤斑、
硬结面积消散３０％ ～６０％；疼痛减轻，淤斑、硬结面积消散 ＜
３０％视为无效。总有效为：治愈＋显效＋有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χ２检验。

２　结果
　　两组疗效对比，见表１。
表１　两组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致皮下淤斑、硬结的患者疗效对比（ｎ，％）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３２ ８（２５．０） ６（１８．８） ８（２５．０） １０（３１．２） ２２（６８．８）
实验组 ３５１４（４０．０） １０（２８．６） ９（２５．７） ２（５．７） ３３（９４．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垂体后叶素致皮下淤斑、硬结的机制　垂体后叶素是从
猪、牛、羊等动物的垂体后叶中提取的水溶性成分内含催产素

和加压素［２］，其中加压素具抗利尿作用，在神经外科主要用于

治疗尿崩症，能够提高肾远曲小管及集合管上皮细胞对水的通

透性，从而增加水的重吸收量，使尿量减少。也能直接收缩小

动脉及毛细血管，有较强的刺激性，８０％的病（下转第１３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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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腹膜透析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吴雪华，王英，倪秀萍，钟凌云

【摘　要】　目的　探讨腹膜透析病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及与一般资料、社会支持、焦虑、抑郁状况的相关性。方法　用
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了黄山市某三甲医院的 ８１名腹膜透析患者。采用问卷调查法，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
（ＥＳＣＡ）、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调查研究对象的自我护理能力、遵医行
为、社会支持情况、焦虑、抑郁状况以及一般情况。调查结果使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　３３例
（４１％）自我护理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得分１０１５８±８２３，４８例（５９％）高平水平，平均得分１３２９６±１５８１。自我护
理能力与经济收入、文化程度正相关。自我护理能力与社会支持程度与正相关，ｒ＝０６９３，Ｐ＝００１７。腹膜透析患者的
焦虑得分４５４８±１２５９，与自我护理能力正相关，ｒ＝０９３２，Ｐ＝００４１。无抑郁３２例（３９４％），平均抑郁指数０３９９６±
００７２６；轻度抑郁１８例（２２２％），平均抑郁指数０５５３５±００２９０；中度抑郁２０例（２４７％），平均抑郁指数０６３７５±
００２７２；重度抑郁１１例（１３５％），平均抑郁指数０７６１４±０００６７。抑郁指数与自我护理能力正相关，ｒ＝０７９１，Ｐ＝
００３６。结论　患者经济收入越高、文化程度越高，自我护理能力就越好。社会支持度越高自我护理能力水平越高，遵医
行为也越好。焦虑、抑郁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自我护理能力正相关。

【关键词】　终末期肾病；腹膜透析；自我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４５９．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３１７０３

　　终末期肾病（ｅｎｄｓｔａｇｅｒｅｎ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ＳＲＤ）在２０１０年统计
数据中，我国超过１００万人需要肾脏替代治疗［１］。尤其是持续

不卧床的腹膜透析，是终末期肾病患者替代治疗的重要方式之

一［２］。腹膜透析的过程是一种长期的居家自我护理过程，患者

自我护理能力的强弱、操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透析效果和生

活质量［３］。因此，对腹膜透析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腹膜透析患者自我护理能力水平及

其影响因素，为制订提高腹膜透析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护理干

预提供有力的理论及实践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及纳入标准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期
间，在黄山市人民医院肾内科被确诊的住院终末期肾病（腹膜

透析）患者。准入标准：①按照１９９９年国际肾病学会和 ＷＨＯ
制定的诊断标准确诊的终末期肾病进行腹膜透析治疗患者。

②肾功能Ⅰ、Ⅱ、Ⅲ级。③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④无精神疾
病、无意识、认知障碍。⑤无严重心脑血管合并症。⑥无其他
系统严重疾病。⑦志愿参加本项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抽样方法。
１．２．１　一般资料的调查表　此问卷设计的主要包括患者的个
人资料：如性别、职业、年龄、文化及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

入、住院经济来源、居住地区、患病时间、诊断、治疗、肾功能分

级等项目。

１．２．２　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ＥＳＣＡ）　在本研究中应用ＥＳ
ＣＡ量表来测量终末期肾病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高丽红等［４］

曾用此量表测定 ＡＭＩ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效度 ０９８，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９７。李淑霞等［５］用此量表测定哮喘患者的自

我护理能力，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９１。该量表有４３个条目，分
为４个维度：即自我护理技能、自护责任感、自我概念和健康知
识水平。采用５分评价法，每一个问题的分值为０～４分，总分
为１７２分，得分越高，自我护理能力越强。根据此量表的总分
和各个项目分值将自我护理能力及各项目分为３个层次：得分
是总分的 ＞６６％为高等水平，３３％ ～６６％为中等水平，＜３３％
为低水平。

１．２．３　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　焦虑自评量表由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Ｋ．

作者单位：２４５０００安徽省黄山市，皖南医学院附属黄山市人民医院护理
部（吴雪华）；肾内科（王英，倪秀萍，钟凌云）

通讯作者：吴雪华 ，电子信箱：ｈｓｗｘｈ１１２９＠１６３．ｃｏｍ

Ｚｕｎｇ于１９７１年编制，它是一个含有２０个项目、分为４级评分
的自评量表。ＳＡＳ的分界值：总粗分为４０分，标准分为５０分。
其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ｄ报告０．８１－０．９６［６］。
１．２．４　抑郁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为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Ｋ．Ｚｕｎｇ编
制，此量表与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分方法相似，有２０个问题，
每个条目采用１，２，３，４分制，抑郁严重程度指数按下列公式计
算：抑郁严重度指数＝各条目累计分／８０（最高总分），指数范围
为０２５～１０，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评分指数在０７０及
以上为重度抑郁；在０６０～０６９为中度抑郁；０５０～０５９为轻
度抑郁；０５０以下为无抑郁［６］。

１．２．５　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肖水源编制，据报道［６］，重测

信度Ｒ＝０９２，效度为０８９，２０多项研究中己在国内用于了解
人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有１０个条目，三个维度：
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１．３　资料收集过程　①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黄
山市市一家三甲医院收集资料。②对符合纳入条件的研究对
象进行解释，说明调查的目的、内容、意义以及参加本研究的自

愿性、保密性及无害性。③由研究小组人员亲自发放问卷，对
有阅读能力者，本人向其说明如何填写，由其独立完成调查表。

④调查对象完成一般资料问卷、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社会支持
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问卷填写时间为３０～４０
ｍｉｎ。⑤组织４人的调查小组，问卷统一由小组成员发放，与患
者逐项讲解，填写完毕收回并检查问卷完整性。共发放问卷８４
例，回收有效问卷８１例，有效回收率为９６．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全部资料量化后输入电脑，建立数据库，使
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频数、百分数、均数、标准差
等来描述一般人口学资料。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社会支持程度，
遵医嘱得分，焦虑得分与自我护理能力的相关性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检验；经济收入、文化程度、抑郁及焦虑分级及与自我护理分级

的相关性采用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性别：男４１例，女４０例。婚姻：单身６例、已
婚７３例、丧偶１例、离异１例。文化程度：小学３０例、初中２２
例、高中／中专１４例、大专８例、本科７例，有５８．５％患者受教
育程度在高中以下。有人照顾６７例，无人照顾１４例。

·７１３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２．２　自我护理能力与经济收入、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性　经济
收入越高，自我护理能力越强，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检验 ｒ＝０７２５，
Ｐ＝００１３。文化程度越高，自我护理能力越强，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
检验ｒ＝０７２６，Ｐ＝００２９。
２．３　社会支持得分、自我护理得分、遵医嘱得分　社会支持得
分中主观得分平均２２７４±５９７；客得分观平均８３９±２７５；社
会支持利用度得分平均６９７±２２１。自我护理能力水平：中等
水平３３例（４１％），平均得分 １０１５８±８２３；高平水平 ４８例
（５９％），平均得分１３２９６±１５８１。社会支持得分、自我护理得
分、遵医嘱得分正态性检验和平均得分（见表１）。
表１　社会支持得分、自我护理得分、遵医嘱得分正态性检验和平均得分

项目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Ｚ Ｐ值 ｘ±ｓ

社会支持得分 ０．８１１ ０．５２７ ３８．１１±８．４０
自我护理得分 ０．７３１ ０．６５９ １２０．１７±２０．３６
遵医嘱得分　 ０．９１２ ０．３７６ ２３．７７±５．０７

２．４　社会支持程度与自我护理能力的相关性　图１显示社会
支持程度与自我护理能力正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 ｒ＝０６９３，Ｐ＝
００１７。

　图１　社会支持程度与自我护理能相关性散点图

２．５　自我护理能力与遵医嘱得分的相关性　图２显示自我护
理能力与遵医嘱得分正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ｒ＝０．９５６，Ｐ＝０．００９。

　图２　自我护理能力与遵医嘱得分相关性散点图

２．６　焦虑得分与自我护理能力的相关性　焦虑得分４５．４８±
１２．５９，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ｒ＝０９３２，Ｐ＝００４１。
２．７　抑郁分级及与自我护理能力的相关性　无抑郁 ３２例
（３９４％），平均抑郁指数 ０３９９６±００７２６；轻度抑郁 １８例
（２２２％），平均抑郁指数 ０５５３５±００２９０；中度抑郁 ２０例
（２４７％），平均抑郁指数 ０６３７５，００２７２；重度抑郁 １１例
（１３５％），平均抑郁指数０７６１４±０００６７。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检
验ｒ＝０７９１，Ｐ＝００３６。

３　讨论
从结果看，腹膜透析的患者经济来源、文化程度与自我护

理能力均正相关，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于黎等［７］

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与对治疗及生活制度依从性的关系是正向

的，教育程度越高，依从性越好。这可能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

是相联系的，教育程度高，相对经济收入就高，有条件遵从护理

计划及服用药物。另一方面，自我护理的能力有一个过程，需

要时间来学习，文化程度高的人更容易接受饮食、治疗及护理

的计划，并且能意识到依从性的重要性，所以能更好地遵守。

本研究结果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总分处于高水平的占

５９％，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也占有４１％的患者，这说明患者的
自我护理能力还存在问题。分析原因如下：①患者缺乏健康知
识。②住院期间，护理技能指导环节薄弱，患者未得到具体的
技能指导。③由于患者住院时间短，基层、社区护理还未完善，
获得健康知识的途径不足。④从研究结果看，高中以下文化程
度占６４％，也一定程度的影响患者的自我护理技能水平。⑤患
者在住院期间，被动的接受护理服务，自我护理技能实践机会

少。因此，护士不仅是执行医嘱治疗、护理者，而且更重要的是

健康指导者；自我护理对阻止慢性病症状发展和恶化有重要的

作用［８］。

腹膜透析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受社会支持程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图１、图２显示，腹膜透析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与社会支
持程度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得到社会支持越强的患者，使其

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经济支持，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也越高。腹

膜透析的患者容易产生紧张、恐惧焦虑、悲观、失望等心理，这

些负性心理情绪一旦达到中度时，降低患者自我护理的积极

性。因此，应当重视主观支持对患者健康行为的促进作用，注

重对患者家庭成员的教育，以保证患者获得高质量的社会支

持［９］。

本研究结果显示：焦虑得分４５４８±１２５９，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ｒ＝
０９３２，患者无抑郁３２例（３９４％），轻度抑郁１８例（２２２％），
中度抑郁２０例（２４７％），重度抑郁１１例（１３５％），本研究结
果显示患者焦虑与抑郁的程度大部分在轻度范围。焦虑是一

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轻度的焦虑增加感官的敏感性，有助于集

中精力学习和解决问题，中度焦虑降低感官敏感性，重度焦虑

破坏感知，对感官刺激的作用以散乱、无组织的形式发生，中重

度焦虑阻碍认知功能，使患者行为发生改变［１０］。本研究结果

提示，医护人员应当重视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利用相应的工

具对患者进行心理评估，以掌握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现代腹膜透析的观念和目标非常明确，一是尽量提高透析

患者的生存率，二是努力改善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蔡彦

等［１１］研究对慢性肾衰，腹膜透析相比血透而言，利远远大于

弊。因此，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腹膜透析的患者进

行干预性研究，进行操作技巧上、患者的自我保护、护理能力上

的指导，同时要与其家庭成员沟通，鼓励家属给予他们在心理

上的关心、经济上的支持，因肾衰患者明显存在焦虑和抑郁的

心理状态，充分调动内在的潜力和积极性，提高生活质量，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更加完善，

更好地为广大终末期肾衰患者服务。

（志谢：感谢我院重症医学科汪正光医师在本研究统计学分析

中给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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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疗法、合理服药方法、自我监测血压几方面

的自我管理能力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两组自我管
理能力比较见表２。

表１　两组高血压患者干预前后血压测量结果（ｘ±ｓ，ｍｍＨｇ）

组别 ｎ
收缩压

干预前 干预后

舒张压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６０ １６３±３２ １２４±１４ ９７±７ ７７±６
对照组 ６０ １６４±２７ １４６±１３ ９８±９ ８６±７

表２　两组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对照表

组别 ｎ 按时返院检查 合理饮食 坚持运动疗法 合理服药方法 自我监测血压

观察组 ６０ ５４ ５７ ５１ ５２ ５７
对照组 ６０ ３７ ３４ ３６ ３５ ３９
χ２值 ７．５４ １１．５２ １３．４３ １２．４３ ８．５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５．００％，对照
组为３６．６７％，对照组并发症明显多于观察组，两组患者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高血压患者并发症比较

组别 ｎ心力衰竭 心肌梗死 心律失常 高血压性脑血管病 并发症发生率（ｎ，％）

观察组 ６０ １ ０ ４ ４ ９（１５．００）
对照组 ６０ ３ １ ７ １１ ２２（３６．６７）

３　讨论
　　原发性高血压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对血压控制有助于减
少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如高血压脑病等［３］。但是在高血压治

疗中，有的患者会错误认为只要不出现临床症状就不用服药的

错误观念。有的患者可能长时间服药而不注意定期测量血压，

导致降压盲目性；还有患者不遵照医嘱进行服药，随意改变用

药剂量，导致血压骤降和不良反应增加。以上这些均为高血压

患者缺乏对原发性高血压疾病的认知，对高血压相关知识了解

甚少［４］。而这些错误认识会加重高血压，也可能会产生较为严

重的并发症。所以针对患者的错误认识，实施健康教育护理干

预是必要的。

新发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对医生的诊断常持怀疑态度，认为

自己不可能会得血压高，即使血压高也不是什么大病，知识缺

乏，心存侥幸，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妨碍正常的生理活

动［５］。治疗多年的老高血压患者经过多年的治疗，从高血压的

病因、症状、治疗、并发症到常用药物无一不熟记于心，且有的

患者还有了一套自己的防病治病常识；处于稳定期的患者临床

症状消失，认为血压已经控制的不错，有的擅自停药。护士在

做心理护理时，心理素质非常重要，首先要健康，在为病人做心

理护理时，自己要处于一种中立的立场，懂得尊重、同情，真诚、

热情、积极关注［６］；对病人一视同仁，以病人为中心实施个性化

护理；提高病人对工作的满意度，从而提升护士工作的社会认

同程度［７］。

目前公认，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与生活行为、习惯密切相关，

应随时随地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工作，通过指导患者调整饮食

结构、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有氧运动［８］。另外通过帮助患

者建立正确的信念和态度，进而建立正确的健康相关行为［９］。

我们通过集体治疗、健康教育、健康行为训练将知、信、行有机

结合。在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中各位成员现身说法，增加了

“团体的情感支持”、“正性体验的感染”与“负性认知的克服”。

健康教育护理干预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和系统的健康知

识教育活动，使患者能够自觉的听取和采纳相关知识和建议而

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减少或者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

素，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有利于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和生活质

量［１０］。

本研究中，观察组实施健康教育后，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

显著优于对照组，说明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健康教育护理

干预，有利于患者的血压控制，而且通过健康教育护理干预，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得以提高，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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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电话随访对 ＰＣＩ术后患者遵医依从性的护理干预
安成玲，辛玲

【摘　要】　目的　分析电话随访对ＰＣＩ术后患者出院后遵医行为的依从性及对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入
选１１２例ＰＣＩ术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６例。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对患者出院后每个月定期通
过电话随访，督促患者合理膳食、进行有氧运动、戒烟、限酒、限盐、控制体重、心理平衡、按时服药及定期做相应的检查；

对照组患者未进行电话随访指导。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出院后生活方式的改变、服药依从性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方
面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电话随访对ＰＣＩ术后患者出院后进行积极的护理干预，明显提
高患者出院后的遵医行为的依从性和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关键词】　电话随访；ＰＣＩ；健康教育；护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５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３２００２

　　目前，冠心病（ＣＨＤ）已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并成为
致死的首要因素，超过１／３的死亡与其有关［１］。因此对冠心病

进行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成为保护人类健康的重要环节。

作为治疗冠心病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措施［２－３］，经皮冠状动脉介

入术（ＰＣＩ）日渐成熟并推广开来。但ＰＣＩ并不是一种根治冠心
病的有效方法，仅以解除冠状动脉的机械性狭窄或阻塞，对于

冠心病则仍需要通过药物及其他二级预防措施辅助加以控制

和治疗，以维持冠状动脉的畅通。部分 ＰＣＩ术后的心脏不良事
件，是由于患者误解ＰＣＩ对冠心病介入治疗，ＰＣＩ虽然解决了冠
状动脉狭窄问题，可有效缓解心绞痛，改善心功能及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但由于治疗冠心病的作用，不良生活方式，停药等

引发ＰＣＩ术后的心脏不良事件。临床护理中发现，许多患者特
别是老年患者出院后，遵医行为的依从性较低，导致了许多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ＰＣＩ术后出院患者进行
电话随访护理干预，来探讨电话随访对ＰＣＩ术后出院患者出院
后遵医依从性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０１０年５月在我科住院
接受ＰＣＩ的患者１１２例，其中男性８０例、女性３２例。平均年龄
（６０．４±４．７）岁，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６例。两组患者
年龄、性别和相关危险因素（血压、糖尿病、吸烟史）及冠状动脉

病变等情况具有可比性和均衡性（Ｐ＜０．０５）。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按常规进行出院指导，观察组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对出院后患者进行每月一次的电话随访，由专人

对患者按该出院指导内容对患者进行相关的指导和督促。主

要内容包括：合理膳食、进行有氧运动、戒烟、限酒、限盐、控制

体重、心理平衡、及时准确的服药、定期进行心电图和血生化等

项目的检查。随访时间为出院后１２个月，并对出院后１２个月
内的相关术后并发症进行记录并及时进行处理，主要的术后并

发症包括：术后心绞痛、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脑中风和出

血事件。分别对两组患者在术１２个月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
各自的出院后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分析。对本实验的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显著性水准为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出院后遵医行为依从性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生
活方式的改善和服药依从性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２２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医科大学滁州临床学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安成玲，电子信箱：７５９８３６６８９＠ｑｑ．ｃｏｍ

表１　两组ＰＣＩ术后患者出院后遵医行为的依从性比较（ｎｉ＝５６，例）

组别 合理膳食 进行有氧运动 戒烟 限酒 限盐 控制体重 心理平衡 及时准确的服药 及时检查

观察组 ４６ ３９ ３３ ３７ ４６ ３８ ４６ ５３ ５２
对照组 ３３ ２１ ２２ ２３ ３４ ２０ ３５ ４３ ３８
Ｐ值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８０．００８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表２　两组ＰＣＩ术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例）

组别 ｎ 心脑血管事件 再次入院率 出血

观察组 ５６ ５ １ １
对照组 ５６ １６ ７ ２
Ｐ值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５５８

３　讨论
　　冠心病介入治疗（ＰＣＩ）虽然解决了冠状动脉狭窄问题，可
有效缓解心绞痛，改善心功能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大量的

临床试验及临床应用已充分证实其疗效的明确性。但 ＰＣＩ术
后的冠脉再狭窄，则严重影响着其临床疗效及患者预后［４］，部

分患者仍会发生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５］。依照冠心病介入治

疗指南，合理应用抗血小板、抗凝、他汀类、β受体阻滞剂及
ＡＣＥＩ类等冠心病二级预防药物能明显降低 ＰＣＩ术后不良心血
管事件的风险，降低患者１年病死率。长期甚至终身服用抗血
小板凝集药物，是对 ＰＣＩ术后患者治疗的有效手段。因此，欲
获得有效的临床收益，须要长期坚持服用此类药物［６］。通过电

话随访的方式，我们可以向患者介绍不接受规则的抗血小板治

疗的危害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心血管事件，加强患者的服药

意识，增强其服药的主动性，变被动依从性为主动依从性。

ＰＣＩ术后护理已成为介入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７］。我们通

过５６例ＰＣＩ术后病人的电话随访指导，明显减少了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减轻了患者的心理负担。电话回访中，我们发现多

数患者在出院后由于远离了护理人员的视线，脱离了医院这个

特殊环境，没有医院人员的监督和嘱咐或者其他原因，从而淡

忘了医嘱及健康指导，部分患者服药依从性降低，通过随访可

以详细的对每位患者ＰＣＩ术后服药情况进行记录，并可对患者
督促以提高其服药依从性。对ＰＣＩ患者的遵医行为，必须进行
综合干预。护理人员要加强患者出院后的电话随访，及时提醒

病人遵从医嘱，按时服药，改掉不良的生活方式（控制饮食是作

为有效预防心血管事件发生的方法，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可

以坚持适量运动）等。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通过护理人员及时

电话随访，出院后遵医行为的依从性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电话回访是一种跟踪式的健康
教育，拉近了护患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患者对我科的护理人员

和护理指导信赖，提升了护理的质量及服务满意度，最为重要

的是可以及时提醒和指导患者的服药准确性和及时性。电话

随访也是把护理范围由医院扩展到社会，对某个具体患者的个

性指导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实践证明：给予患者最佳的

治疗方案的同时需要更高质量的护理工作相配合，否则很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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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预期的临床效果［８］。虽然所有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了健康

教育和出院指导，但出院后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影响了遵医行

为的依从性，要达到冠脉内支架置入术后患者的规范化治疗，

仅仅靠院内治疗是不够的，院外护理干预措施是一项持久的工

作［９］。实施电话随访，可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指导和

帮助，是一个简便、可行、有效的提高病人生活质量的方法。

我们的研究证实，这种对ＰＣＩ术后已出院的患者实施电话
跟踪随访是一种高效、经济、方便的措施，值得在临床大规模推

广，从而有效地提高患者对于 ＰＣＩ术后抗血小板治疗的依从
性，进而降低了患者ＰＣＩ术后支架内血栓等不良心脏事件的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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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后２～５ｄ引起局部组织疼痛、皮肤发
红、皮下淤斑、硬结，１０％的病人甚至出现皮肤水疱、破溃，患者
主诉疼痛，甚至恐惧使用该药物治疗。

３２　硫酸镁的治疗机制　５０％硫酸镁的镁离子可抑制神经末
梢对乙酰胆碱的释放，阻断神经冲动的传导，舒张周围血管平

滑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可减轻红、肿、热、痛等炎性反应［３］。

而湿热敷能减低痛觉神经的兴奋性，同时也能扩张局部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有利于局部炎性渗出物的吸收，减轻炎性水肿，

解除局部神经末梢的压力，从而缓解疼痛［４］。但因为护理时难

以维持有效温度，而使治愈时间延长，不易达到理想效果；容易

污染针眼，导致细菌入侵；而且硫酸镁主要通过高渗作用吸收

水肿，使用后局部皮肤有脱水起皱现象，而且容易结晶，有一定

的刺激性，需要频繁更换纱布；且易弄湿病人的衣被，给护理带

来很大的工作量。

３２１　康惠尔透明贴的作用　康惠尔透明贴是水胶体敷
料［５－７］，其上层表面为“智能型”聚氨酯半透膜，由亲水胶肽微

粒的果胶、羧甲基纤维素和明胶混合组成，同时新型产品中加

入藻酸钙，其是一种高分子特殊材料，有强吸收性且极少发生

皮肤过敏反应。透明贴的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清创自溶能

力，可选择性地清除坏死组织，并可吸收大量渗出液体和有毒

物质，形成一种凝胶保护暴露的神经末梢，避免敷料与创面直

接粘着，减轻疼痛。水胶体有溶解纤维蛋白的作用，保证局部

组织正常的代谢功能［８－９］，改善局部灌注；同时在皮肤表面形

成低氧张力，可以刺激释放白细胞介素及巨噬细胞，使白细胞

功能增加，增加局部杀菌能力，促进炎症消散，并且促进局部微

循环，有利于缓解局部组织肿胀，促进淤斑、硬结吸收。康惠尔

透明贴是闭合性敷料，其保留了创面本身释放的生物活性物

质，促使血管再生，有利于组织损伤修复，为创面提供一个低

氧、微酸的环境，符合湿性愈合的理念。

３２２　康惠尔透明贴的优点　康惠尔透明贴干爽，水胶体颗
粒可以吸收局部皮肤的汗液，保持穿刺部位干燥，维持适当的

温度；透气，在防止外界微生物透入的同时，可允许小分子物质

如水蒸气、氧及二氧化碳的通透，保持皮肤ｐＨ值；防水，局部清
洗和沐浴不受影响，阻隔细菌入侵，从而减少穿刺点的感染机

会；透明，易于观察皮肤情况［１０］；粘性强、弹性好，可以３～５ｄ
更换１次，从而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减少了材料浪费，并减
轻了护士的工作量。

３２３　不良反应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患者出现局部皮肤瘙
痒、发红等过敏反应，应立即停止使用，在我们的实验组３５例
中未发生一例过敏反应。

３２４　禁忌症　如果患者患处皮肤有皮炎、破溃、牛皮癣或其
他局部皮肤异常，禁忌贴敷透明贴。

临床使用证明，康惠尔透明贴治疗皮下注射垂体后叶素致

疼痛、皮下淤斑、硬结，与常用的５０％硫酸镁湿热敷比较，可提
高治愈率，且取材简单，方便实用，安全、经济、可靠，患者依从

性高，无不良反应，其护理效果令患者和家属满意，值得临床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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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静脉导管闭式引流治疗恶性胸水的疗效及护理
杨谨，黄培莲，杨君华

【摘　要】　目的　观察中心静脉导管置入胸腔持续闭式引流后胸腔化疗，以及改良白天引流后夜间封管并予胸腔化疗
２种方法的疗效及生活影响。方法　Ｂ超定位后，置入１６Ｇ中心静脉导管并接引流袋。Ａ组：持续闭式引流，胸水１２ｈ
小于３００ｍｌ后予顺铂（ＤＤＰ）８０ｍｇ胸腔注入，胸水引流２４ｈ大于５０ｍｌ改用博来霉素１６ｍｇ胸腔化疗，如小于５０ｍｌ，则
予拔管；Ｂ组：１２ｈ后，夜间关闭导管并予氟尿嘧啶（５ＦＵ）０．５ｇ注入胸膜腔，胸水引流２４ｈ小于５０ｍｌ，则予拔管。结
果　Ａ组总有效率８５％；Ｂ组总有效率８６．９５％。两组疗效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值＞０．０５。Ａ组胃肠道反应明显，由于
５例须注射博来霉素均有发热，胃肠道反应、发热差异明显，Ｐ值＜０．０５；Ａ组胸水控制后拔管间４～６ｄ，Ｂ组控制后拔管
间时间３～４ｄ。结论　白天引流后，夜间封管并予胸腔５ＦＵ化疗方法，减少导管阻塞风险，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值得
临床推广。

【关键词】　恶性胸腔积液；中心静脉导管；胸腔置管；引流；注药；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２．９　Ｒ７３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３２２０２

　　恶性胸水为肿瘤患者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大量胸水常出现
气促、咳嗽，严重时危及生命。我科治疗胸水采用２种方法：持
续引流干净后，后再予化疗（以下简称 Ａ组），但由于该方法引
起患者夜间焦虑、影响睡眠，经与医师沟通后改用中心静脉导

管置入，白天胸腔闭式引流，夜间封管，封管前５ＦＵ０．５ｇ（以下
简称Ｂ组）注入胸腔，取得满意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科收治恶性胸腔积液患者，经病理学或细
胞学证实，经 Ｂ超或 ＣＴ检查有中至大量胸腔积液。Ａ组 ２０
例：其中肺癌１５例，乳腺癌５例；Ｂ组２３例：其中肺癌１８例，乳
腺癌５例。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Ｂ超定位后，置入１６Ｇ中心静脉导管并
接引流袋，持续闭式引流，胸水１２ｈ小于３００ｍｌ后予 ＤＤＰ８０
ｍｇ胸腔注入，胸水引流２４ｈ大于５０ｍｌ改用博来霉素１６ｍｇ胸
腔化疗，如小于５０ｍｌ，则予拔管；Ｂ组：Ｂ超定位后穿刺抽液，置
入１６Ｇ中心静脉导管并接引流袋，１２ｈ后，夜间封闭导管并予
５ＦＵ０．５ｇ注入胸膜腔，胸水引流２４ｈ小于５０ｍｌ，则予拔管。
１３　疗效评价　按ＷＨＯ制定的标准：完全缓解（ＣＲ），胸水减
少５０％以上或消失，症状缓解，维持４周以上；部分缓解（ＰＲ）：
胸水减少不足２５％或不能控制，且症状不减轻或加重者；有效
率为ＣＲ＋ＰＲ。
１４　护理方法
１４１　一般护理　术前行彩超定位、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查，
签署知情同意书，安慰告知患者，告知可能出现并发症及注意

事项，告知患者穿刺必要性和安全性，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以

良好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充分准备，对于全身状况差的患者，

予氧气吸入及背架支持，天凉注意保暖，备好所需物品及急救

用药。做好配合医生操作，注意手术中防止乱动及剧烈咳嗽，

必要时口服镇咳药物，观察生命体征，如出现剧烈咳嗽、面色苍

白、出冷汗、胸闷，暂时终止操作，必要时皮下注射肾上腺素，进

行导管固定及无菌操作防止感染、导管脱落，观察引流是否通

畅，防止导管阻塞，化疗药物灌注后嘱患者翻动体位保持药物

均匀分布；及时封管。

１４２　引流中护理　按医嘱进行引流，注意观察引流液颜色
及记录数量。注意引流速度小于５０ｍｌ／ｍｉｎ，１ｈ达８００ｍｌ后为
安全起见关闭导管观察３ｈ再引流，以免导致纵隔摆动和复张
性肺水肿。引流中注意观察心率、呼吸、血压、面色，如突然出

现气促、胸痛、粉红色泡沫痰，应警惕肺水肿可能，及时终止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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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进行抢救。经过我们周密观察及设计，无肺水肿发生。

１４３　影响引流通畅因素　常见原因可能为导管打折，经过
调整均能再通；一般血性胸水，由于在胸腔内去纤维蛋白后均

不易堵塞导管，但经过引流，积液较少后由于胸膜摩擦，部分患

者（包括淡黄色胸水）胸膜腔新鲜出血，未经去纤维蛋白原的新

鲜出血易阻塞导管，为重要阻塞因素。

１４４　心理影响因素　闭式引流影响夜间焦虑、睡眠原因有：
①导管脱落，经心理疏导后患者可解除，一般置管后均经缝合，
脱落之前会疼痛会发觉，即使脱落，由于穿刺口小，一般不会引

起严重并发症。②引流装置脱落空气进入引起气胸，尽管我们
给予胶布充分粘合，并留有一定活动距离，但夜间也不能绝对

保证不脱落，夜间加强巡视，但夜间值班护士少也是不争的事

实。患者认为白天自己清醒，上班医护人员多，提供强大医疗

及心理保障，有的患者须家属在旁边观察方能入睡，也给家属

带来影响。经与医师沟通后，医师认为可考虑夜间封管休息。

夜间时间长，注入对胸膜反应相对小的化疗药物，不会引起患

者包裹性胸腔积液，可能同时可缩短胸水控制时间，这也得到

临床证实。但药物选择方面要考虑副作用较小，无疼痛、呕吐

等不适；同时不需水化，否则影响睡眠，不达我们夜间封管休息

宗旨，因而５ＦＵ进了选择范围。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Ａ组完全缓解５０％，部分缓解３５％，总有效率
８５％；Ｂ组完全缓解５６．５２％，部分缓解３０．４３％，总有效率８６．
９５％。两组疗效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值 ＞０．０５。Ａ组胃
肠道反应明显，由于５例须注射博来霉素均有发热，胃肠道反
应、发热差异明显，Ｐ值 ＜０．０５；骨髓抑制无明显差别。Ａ组控
制后拔管间４～６ｄ，Ｂ组控制后拔管间时间３～４ｄ。
２２　夜间焦虑、睡眠影响　Ａ组１２例，Ｂ组４例；睡眠时间：Ａ
组夜间睡眠时间大于６ｈ８例；Ｂ组夜间睡眠时间大于６ｈ１６
例。

２３　导管阻塞　Ａ组需使尿激酶溶解栓子２例，其中１例未能
再通，需再次穿刺。

３　讨论
　　恶性胸腔积液是指原发于胸膜肿瘤或肿瘤转移至胸膜引
起的胸液，约５０％的肿瘤转移患者有恶性胸水，１０％患者胸水
为首发症状［１］，往往采用一次性抽液，由于引流不彻底，胸腔内

药物被稀释未能达到有效浓度，达不到治疗效果［２］，经过改进

使用中心静脉置管闭式引流安全性能好、置管操作简单、并发

症少等优势［３］且适应性广，特别适用于积液量大，多部位积液、

难治性积液及老年人、明显恶液质的恶性癌症患者［４］，我院开

展中心静脉置管改良引流方法达到较好效果及提高患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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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５－６］，故目前大部分医务工作者采用中心静脉导管置入胸

膜腔［７－８］，操作简单，长期留置，不受体位限制，且白天引流夜

间封管方法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８］，明显改善睡眠时间及质

量。

目前研究化疗药物对胸水控制作用，主要依赖于化疗药物

抗癌作用及药物的胸膜反应。ＤＤＰ和５ＦＵ、博来霉素等均为恶
性胸腔积液的常规用药，但 ＤＤＰ大剂量使用，有肾毒性及胃肠
道反应，临床上为减轻肾毒性需水化，且由于肾毒性常限制其

使用量，短时间不能重复；换用博来霉素后常见副作用为发热。

５ＦＵ每天给药法，作为周期特异性药物更有优势，且患者不需
水化及无明显胃肠道反应。白天引流，便于观察，一旦发现引

流不畅，短时间阻塞经及查找原因后，生理盐水冲管均能保证

通畅。一般原因可能导管打折，也可能积液较少，积液较少后

由于胸膜摩擦，部分患者（包括淡黄色胸水）可能出现出血，未

经去纤维蛋白原的新鲜出血阻塞导管后，如时间久即使尿激酶

溶解栓子，再通可能也非常低，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及面临再次

置管可能。白天引流夜间封管，加强观察有效减少阻塞风险。

改良方法后能有效防止导管阻塞，防止使用尿激酶等药

物，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及有效防止溶栓未通需要重新置管风

险；另外通过每天给周期性抗肿瘤药物，发挥了作为周期特异

性药物优势，迅速控制胸水，因此白天引流夜间封管方法，更值

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１］　王衍富，张芳．恶性胸腔积液的诊疗进展［Ｊ］．实用心脑肺血管病
杂志，２００６，１４（９）：６８１６８２．

［２］　李建军，麻青．沙培林联合顺铂腔内给药治疗恶性胸腔积液［Ｊ］．
实用全科医学，２００６，４（３）：３０６３０７．

［３］　麻成方，魏春勇，汪礼旭，等．Ａ型链球菌制剂联合顺铂治疗恶性
胸水疗效分析［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０９，７（６）：６０２６０３．

［４］　孙祥，王为民，黄孟芹．中心静脉导管置入治疗恶性胸腔积液观察
［Ｊ］．实用全科医学，２００４，２（３）：３０６３０７．

［５］　陈卓明，黄祖栋，何晓红，等．恶性胸水化疗后胞必佳治疗疗效观
察［Ｊ］．实用肿瘤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０（５）：４０８４０９．

［６］　Ｚｈｕｏ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Ｚｕｄ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ａ
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ｃａｒｄｉａｒｕｂｒａｃｅｌｌｗａｌｌ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ｐｌｅｕｒａ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ｐｌｅｕｒａｌ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ｒｍ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６（４）：４０２４０５．

［７］　宋晓燕．中心静脉导管胸腔置管引流治疗恶性胸腔积液８０例临
床护理［Ｊ］．齐鲁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８）：６７６９．

［８］　单太华，张成姝，宓贵萍．经外周导人中心静脉置管技术治疗恶性
胸腔积液４８例临床护理［Ｊ］．齐鲁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２）：７１７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上接第１１８０页）
ＤＮ）作为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最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是导致终末期肾病（ｅｎｄｓｔａｇｅｒｅｎ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ＳＲＤ）的常见病因，随着ＤＭ发病率的上升，这一比率
将会进一步升高，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是改善 ＤＮ患
者远期预后的关键［３］。Ⅲ期为早期肾病期，尿白蛋白
排泄率（ＵＡＥＲ）３０～３００ｍｇ／２４ｈ，临床易于检出，在此
期寻找有效的干预措施及早治疗，或有利于防止肾病

的恶化。此期的病理生理改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

膜增厚［４］。肾脏的损害与高压、高灌注、高滤过有直接

的关系［５］。如在此期使用的药物能平衡入球小动脉与

出球小动脉的灌注，或阻止基底膜增厚，将有助于减少

肾损害。此次临床观察提示使用法舒地尔后糖尿病肾

病患者的ＵＡＥＲ明显降低，这与法舒地尔的药理作用
有关。法舒地尔的机制为抑制肌浆球蛋白磷酸激酶激

活肌浆球蛋白氢链的去磷酸化［６］，抑制其他缩血管物

质，阻止 Ｃａ２＋内流［７］；阻碍无 Ｃａ２＋时由脱氢肾上腺素
或前列腺素所致的血管收缩；增加烟酰胺腺嘌呤二核

苷酸磷酸的形成，抗氧自由基［８］；抑制细胞骨架蛋白的

降解，抗细胞凋亡作用；Ｒｈｏ激酶抑制剂制动炎症细
胞［９］，有抗炎作用；增加 ｃＮＯＳ表达，促 ＮＯ生成；降低
血液粘稠度，防止血小板聚集改变血流变学。在糖尿

病肾病中，高血糖激活 Ｒｈｏ／Ｒｈｏ激酶［１０］，导致纤维蛋

白连接素上调，法舒地尔抑制该通路可减缓基底膜增

厚，有效治疗糖尿病肾病。

由于此次临床观察时间较短（２周），基底膜的改
变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故考虑 ＵＡＥＲ下降
与法舒地尔抑制肌浆球蛋白磷酸激酶激活肌浆球蛋白

轻链的去磷酸化，舒张平滑肌，扩张肾小球出球小动

脉，降低肾小球内压力关系大。对照组的 ＵＡＥＲ轻微

下降，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考虑下降与治疗后血
糖达标有关，但观察时间短，而血糖达标后对肾脏的保

护作用的体现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反映出来。此次临床

观察提示法舒地尔能有效地在较短时间内减少早期糖

尿病肾病的尿白蛋白，有利于在早期延缓糖尿病肾病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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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临床护理
万静，解霞

【摘　要】　目的　观察经桡动脉穿刺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的护理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０
年７月在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采用经桡动脉穿刺行ＰＣＩ治疗的２１０例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护理措施：心理护
理、有效的护患沟通、术前护理、术后严密监测心率、心律、血压，密切观察有无并发症发生，积极实施干预，使疾病得到有

效的治疗和尽早康复。结果　２１０例患者中有８例出现穿刺处渗血，３例出现牙龈出血，２例出现高迷走神经反射。结
论　经桡动脉穿刺行ＰＣＩ治疗可显著减少出血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对患者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正确的语言沟通、积极
的术前、术后观察与护理，减少了ＰＣＩ治疗术后的并发症，从而提高了治疗的成功率。
【关键词】　桡动脉；ＰＣＩ；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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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技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现在越来越多的冠心病患
者进行了介入治疗（ＰＣＩ）。它可明显改善冠心病患者的心肌缺
血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续生命。本文回顾性总结了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７月在我院心内科２１０例经桡动脉穿刺
行ＰＣＩ术患者的护理体会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０例患者在我院
心内科经桡动脉穿刺行 ＰＣＩ治疗术，其中男性１１５例，女性９５
例，年龄３５～８５岁，均采用单侧桡动脉穿刺法，其中心肌梗塞
１２０例，不稳定型心绞痛７０例，冠心病２０例，患者桡动脉搏动
良好Ａｌｌｅｎｓ实验阳性。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平卧位，右上肢自然平伸外展３０°，选桡
骨茎突近端稍上方桡动脉搏动最强处为穿刺点，消毒后利多卡

因局部麻醉，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法穿刺右侧桡动脉成功后置入６Ｆ血管
鞘，鞘内注入肝素、硝酸甘油预防血管痉挛，选用６Ｆ造影导管
送至左、右冠状动脉口行冠脉造影，确定病变部位后，将导引钢

丝送入所要扩张的血管远端后，置入球囊至狭窄处进行扩张，

选择适当大小直径的冠状动脉内支架。术后严密观察病人的

病情变化，针对存在的护理问题，给予实施相应的护理措施。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术前护理
１３１１　有效地沟通与心理护理　ＰＣＩ术费用昂贵加之大部
分患者对该手术认识模糊，担心手术是否能成功，而致其产生

恐惧、焦虑、紧张等不良心理［１］，这种心理情绪会使血压升高、

心率加快，易引起血管痉挛［２］，直接增加手术的难度。因此护

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以及检查项目、治疗方案等向患

者进行介绍，并针对该疾病现阶段的治疗水平、技术方法、医务

人员对技术的掌握程度以及手术简要过程、注意事项等进行讲

解［３］，从而使患者对 ＰＣＩ术有一定的清晰认识，达到减轻或消
除恐惧、焦虑、紧张心理的目的，并能接受和主动配合 ＰＣＩ治
疗。

１３１２　术前准备　术前做好各项常规检查包括血常规、尿
常规、生化常规、出凝血时间、心电图、胸部正位片、心脏彩超

等，同时配合医生做好手术指征的筛查工作［４］，患者术前需行

Ａｌｌｅｎ试验，Ａｌｌｅｎ试验阳性者方可行经桡动脉穿刺ＰＣＩ治疗［５］。

术前１日晚口服抗凝药物：拜阿斯匹林３００ｍｇ，氯吡格雷原
$

３００ｍｇ口服，睡眠欠佳者，酌情给予安定药物镇静，保持病室安
静，以保证患者充分休息、良好睡眠。术前常规给患者左上肢

留置静脉套管针，以备术中静脉用药。

１３１３　术前指导　护士对患者的生活、饮食习惯进行了解，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万静，电子信箱：ｙａｍｅｎｇ２０５０＠ｙｅａｈ．ｎｅｔ

对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进行纠正，指导其避免食用辛辣、

生、冷食物，宜食用清淡、易消化及高纤维素食物，手术当日不

禁食，但要求其进食五分饱，同时禁止抽烟、饮酒，进入介入室

前患者需排空大小便，避免术中憋尿，以减少术中血压的变化。

１３２　术后护理
１３２１　一般护理　患者术后入住 ＣＣＵ，予心电血压监护，密
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随时记录心率、心律、血压及呼吸的变

化；严密观察术侧肢体皮肤温度、颜色、末梢血运情况等，饮食

应清淡、易消化、半流质食物。

１３２２　术后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　①术后协助患者取舒适
体位，嘱患者术侧肢体制动、适当抬高，避免屈腕动作，穿刺点

弹力绷带压迫１２～２４ｈ，预防出血的发生。②术后鼓励患者多
饮水，术后１２ｈ内饮水量应１～２Ｌ左右，不能饮水者可行静脉
补液水化治疗，以促进造影剂的排泄［６］，避免造影剂肾病的发

生。③冠状动脉损伤的并发症包括冠状动脉急性闭塞、冠状动
脉穿孔和心包填塞，此是 ＰＣＩ治疗的最严重并发症，因此护理
人员应主动与患者及其家属交流，重视患者的主诉，若诉有胸

闷、胸痛、呼吸困难等，应立即通知医生，并迅速配合抢救。④
ＰＣＩ治疗术后拔管时的过度迷走神经反射是一种少见但很危险
的并发症，及时发现和快速处理至关重要，拔出鞘管前应充分

与患者交流，缓解或减轻恐惧、焦虑，齐备阿托品、肾上腺素、多

巴胺、硝酸甘油等抢救药品，给予吸氧，置除颤仪于病床边备

用，拔管时一旦患者出现心慌、恶心、呕吐、面色苍白、表情淡

漠、大汗、头晕、血压下降、脉搏细速并减慢应立即给予快速补

液，静脉推注阿托品、多巴胺等，并监测血压、心率、心律，应用

硝酸酯类药物时要严格控制滴速，安抚患者、及时做好护理记

录。⑤注意观察有无前臂筋膜综合症发生，表现为穿刺侧前臂
组织紧张，屈拇及屈指无力，皮肤麻木、疼痛等，一旦出现，即通

知医生处理，并将患者穿刺侧上肢抬高３０°。
１３２３　抗血小板药物应用及出血的观察　替罗非班是一种
特异性的血小板糖蛋白（ＧＰ）Ⅱｂ／Ⅲａ受体拮抗剂，其作用环节
在血小板聚集的最后通路可以彻底地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

小板形成，改善血脉血流，减少术后再发生梗死。患者术后未

拔除动脉鞘管，根据体重给予替罗非班泵入，维持２４～３６ｈ，替
罗非班泵入期间应密切观察微量泵注射是否正常，有异常报警

及时处理。主要出血及相应处理：①桡动脉穿刺处渗血。本组
有８例病人发生桡动脉穿刺处渗血情况，立即通知医生给予穿
刺部位重新加压包扎，５例患者穿刺处仍有少量渗血，遵医嘱暂
停替罗非班泵入，做好病人的心理护理，解除其恐惧。②本组
有３例患者出现牙龈出血，嘱患者清水漱口并给予局部棉球压
迫，密切观察出血有无增多，给予适当的心理护理，解除焦虑，６
ｈ后出血均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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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在婴幼儿雾化吸入中的临床应用
陈昌粹，魏桂芝

【摘　要】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婴幼儿雾化吸入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将１００例进行雾化吸入的患儿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０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常规健康教育基础上，再给予全面系统的护理干预。包
括根据婴幼儿年龄及性格特点进行的心理疏导、放松疗法。家长的认知干预，告知家长雾化吸入的目的、方法，使其配合

治疗。行为干预：规范指导雾化吸入的操作方法、雾化药液药量、雾化时间、雾化吸入时患儿的体位及时机选择、雾化后

的注意事项、消毒隔离等。结果　两组患儿雾化吸入时所伴随的情绪变化比较，观察组４８例依从性好，占９６．００％，对照
组３０例依从性好，占６０．０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护理干预能提高婴幼儿雾化吸入的依从
性。

【关键词】　护理干预；婴幼儿；雾化吸入；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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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化吸入是临床上治疗呼吸道疾病较常用的辅助治疗方
法。常用的有高压泵雾化吸入、简易雾化罐雾化吸入等。通过

雾化吸入，药物能在呼吸道内形成较高的浓度，达到湿化气道、

止咳、化痰、解痉、消炎的作用［１］。雾化吸入疗法具有用药量

少、副作用小、起效迅速等优点，而且操作简单，护理人员易于

掌握，临床疗效肯定，现已广泛地应用于支气管肺炎、毛细支气

管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在儿科，由于患儿认知能力差，再

加上其家长对疾病及药物知识认知不足或一知半解，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婴幼儿雾化吸入治疗的依从性，制约着雾化吸入在临

床的应用，也影响着支气管肺炎、毛细支气管肺炎等疾病的康

复。我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通过对患儿的心理干预、
家长的认知干预、患儿及家长的行为干预，极大提高了婴幼儿

雾化吸入的依从性，现报道如下。

作者单位：２３１６００安徽省肥东县人民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陈昌粹，电子信箱：１０１５７７３１６４＠ｑｑ．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科住院
并进行雾化吸入的婴幼儿１００例，男７５例，女２５例。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支气管肺炎８２例，毛细支气管
炎８例，喘息性支气管炎７例，喘息性肺炎３例，均无呼衰、心衰
等并发症。两组患儿年龄、性别、疾病及临床用药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两组患儿均采用输液、抗感染、抗病毒、雾化
吸入等综合治疗。对照组：常规进行入院宣教，指导患儿及家

长配合治疗，不合作或哭闹较剧烈时暂停。观察组：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实施护理干预。

１２１　心理干预　①根据患儿的年龄、心理和生理特点，进行
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激发其正性行为。护理人员在与患儿及

家长第一次接触时应面带微笑，用亲近、温和的语言和肢体动

作，实施充分的护患沟通，既体现对患儿的爱护与尊重，也可增

２　结果
　　２１０例冠心病患者经桡动脉穿刺法行ＰＣＩ术后有８例患者
出现桡动脉穿刺处渗血和３例患者牙龈出血，原因是应用抗血
小板药物或因患者腕部活动所致，经肢体制动，停用抗血小板

抑制剂，３例患者重新加压包扎后渗血停止。有２例患者出现
迷走神经反射表现，经及时发现和处理后，患者症状消失，病情

稳定，无心脏事件、桡动脉栓塞、动－静脉瘘发生。

３　讨论
　　随着疾病谱的改变，冠心病发病率越来越高，ＰＣＩ术已经成
为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以往主要采用股动脉穿刺法，但是

此法需制动卧床至少２４ｈ，易产生腰酸、背痛等不适，术后排尿
困难、穿刺处出血几率也多于桡动脉穿刺法，开展经桡动脉途

径行ＰＣＩ治疗具有以下特点：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恢复
快，止血方便，患者无需长时间卧床和被动体位，痛苦少，除腕

部制动外，无其他特别制动，避免了长时间卧床导致的尿潴留、

腰背酸痛、腹胀等不适；缩短了住院时间，减少了住院费用，因

此患者易于接受手术。②术后观察、护理方便。由于桡动脉穿
刺大多在右上肢，所以观察时不需过多暴露病人即可观察穿刺

处出血、渗血，肢体、末梢血运情况，方便了护士进行观察和护

理，优化了护理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虽然大量临床资料证

实经桡动脉穿刺行ＰＣＩ术优于经股动脉穿刺行 ＰＣＩ术，但是经
桡动脉穿刺行ＰＣＩ术患者仍有并发症发生的可能，如桡动脉痉
挛，桡动脉闭塞，出血、血肿和栓塞等等。

通过对２１０例患者经桡动脉穿刺法行 ＰＣＩ术的护理实践，
笔者认为在以后的护理中我们应充分发挥语言在医疗中的心

理保健和心理治疗作用［７］，术前、术后应注重护理行为的关怀

性，为患者提供帮助，建立并保持信任关系，支持和保护良好的

医疗环境，鼓励患者情感的表达，帮助其树立信心［８］。同时收

集疾病知识、治疗方法和健康教育资料，耐心向患者及其家属

讲解或请其他术后患者现身说法，消除患者对冠心病行 ＰＣＩ治
疗的畏惧心理和模糊认识，减少影响手术的不利因素，从而使

患者以良好和积极的心态接受并配合经桡动脉穿刺行 ＰＣＩ术、
减少并发症发生，提高手术治疗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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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吴灿，黄丽，蔡奕宏．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冠心病的护理

干预疗效［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１７（２）：４８５０．
［８］　郜玉珍，郑洁，赵丽，等．心脏介入治疗患者对护理行为关怀性评

价的调查研究［Ｊ］．中国护理管理，２００９，９（１０）：３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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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家长及患儿对护士的亲近和信任［２］。根据患儿的年龄和发

育水平采用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技巧，拉近与患儿的距离，增进

感情，消除其恐惧感，使患儿易于接受。雾化吸入时一直陪在

患儿身边。同时，注意观察患儿的面色、咳嗽、呼吸等病情变

化。操作结束时对患儿的表现给予赞许和肯定，对一些配合好

的患儿还可以准备一些玩具汽车、玩具火车、玩具娃娃等予以

奖励。②放松疗法：雾化吸入时让家长将患儿抱入怀中，使其
有安全感；分散患儿的注意力，使其情绪放松，如讲故事、唱儿

歌或根据婴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音乐喜好选择播放合适的乐

曲［３］，或准备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玩具等。

１２２　认知干预　针对家长对疾病及药物知识的缺乏，操作
前护理人员向家长讲解疾病的病理特点、临床表现、雾化吸入

治疗的作用和机理，提高家长的认知度，使其对治疗充满信心。

根据临床经验，患儿雾化吸入依从性的好坏相当程度上与家长

的支持与配合有关。部分家长对雾化吸入治疗机理认识不足，

认为只有输液或吃药才对疾病有效［４］。因此，应详细向家长介

绍雾化吸入治疗的目的、方法及其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提高

家长对疾病及治疗方法的认识，以科学的态度、良好的耐心配

合治疗［５］。

１２３　行为干预　①指导规范操作：雾化器内药液３～４ｍｌ，
吸入时间不宜过长，以１０ｍｉｎ以内为宜。过长时间的雾化吸入
可能导致湿化过度，超过气管和肺组织对水分的清除能力，导

致痰液生成过多，严重者甚至出现肺水肿［６］。一律采用面罩吸

入，面罩不宜紧贴面部，临床实际工作中发现面罩紧贴面部增

加患儿的抵触情绪，有的甚至打翻药物。面罩距离面颊部不超

过１ｃｍ为宜。雾化罐与地面垂直，使药液被充分震动变成雾
化微粒。雾化过程中，避免晃动致药液起泡沫，使气雾量减小，

延长雾化时间，而增加患儿的抵触情绪。雾化吸入前护理人员

均常规向家长告知雾化吸入的目的、方法、注意事项等，最好选

择坐位或半坐位，此体位有利于药物沉积到终末细支气管，仰

卧位潮气量较小，不利于吸入治疗［７－８］。≤１．５岁的婴幼儿由
家长抱坐，＞１．５岁的婴幼儿家长抱坐或自坐。结束后，清洗残
留在患儿面部的药液以减少对面部皮肤的刺激。及时协助患

儿用清水漱口，对于不能正确漱口的患儿也可用喝水代替漱

口，尽量清除咽喉部药物沉积，减少副作用的发生［９］。②尽量
选择患儿入睡或安静的状态下进行雾化吸入，避免因患儿哭闹

时吸气短促致雾粒难以进入呼吸道深部而影响治疗效果［１０］。

指导患儿深呼吸，呼吸频率不宜太快，年龄偏小的患儿可采取

玩具、逗笑的措施，使患儿呼喊作语，克服啼哭后的双吸气，使

吸入气量最大，而且气雾微粒易于进入呼吸道深部［１１］。③面
罩一人一用，用后放入５００ｍｇ／Ｌ的“８４”液中浸泡３０ｍｉｎ，流动
水冲净晾干备用。进行雾化吸入的护士操作前后均要做好手

卫生，也可用洁肤柔涂抹双手代替洗手，以防交叉感染。

１３　判断标准　依从性好：吸入次数７次以上，患儿无哭闹及
抵触，能够配合医护人员完成雾化吸入治疗。依从性中等：吸

入次数４～７次，治疗过程中偶有哭闹，基本完成雾化吸入治
疗。依从性差：吸入次数不足４次，治疗过程中哭闹，被迫间断
完成或吸入过程中哭闹不止，极力抗拒，无法进行治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秩和检验。

２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雾化吸入治疗依从性比较，观察组４８
例依从性好，占 ９６．００％，对照组 ３０例依从性好，占 ６０．００％
（Ｕｃ＝－５．１０，Ｐ＜０．０１），详见表１。两组患儿雾化吸入治疗依
从性差的原因见表２。

３　讨论
　　雾化吸入是以不同的雾化器利用气体射流的原理将气体
撞击成微小颗粒，悬浮在气体中，通过呼吸进入呼吸道，进行局

部湿化。在婴幼儿支气管肺炎、毛细支气管肺炎等疾病治疗中

具有重要的意义。我科在治疗过程中雾化液中加入的药物有

α糜蛋白酶、必漱平、布地奈德、特布他林等，以达到化痰、止
咳、解痉、平喘等局部治疗的目的，从而减少了全身给药的毒副

作用，在临床被广泛应用。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雾化吸入治疗依从性的比较（ｎ，％）

组别　 ｎ 依从性好 依从性中等 依从性差 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０ ４２（８４．００） ６（１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４８（９６．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１８（３６．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 ２０（４０．００） ３０（６０．００）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儿雾化吸入治疗依从性差的原因分析（ｎ，％）

组别 ｎ家长雾化知识缺乏 家长对治疗缺乏信心 疗效不理想 患儿哭闹拒绝治疗

观察组 ５０ ０ 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４．００） ４（８．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７（１４．００）

　　依从性是指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行为与临床医嘱的符合
程度，为遵循医嘱的行为活动［１２］。婴幼儿处于生理、心理发育

的特殊时期，认知能力差。对接受口咽部有一定刺激的雾化吸

入治疗，常不能配合，一般表现为哭闹不安。另外雾化治疗仪

所产生的噪音可能使患儿产生恐惧心理，常不易配合。护理干

预是护理人员为促进病人康复而采取的各种护理措施。雾化

吸入过程中，护士给予耐心的正确指导，严密的观察，细心的护

理，提高患儿对雾化吸入治疗的依从性，保证雾化吸入达到良

好的治疗效果。从表２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认知干预使家
长明确了雾化吸入治疗的优越性及必要性，对治疗充满信心；

心理干预和行为干预，使患儿身心愉快，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患

儿的不良情绪及不适应行为，家长的积极配合对患儿起到良好

的心理支持作用，治疗效果也令人非常满意；面罩专人专用，一

用一消毒，降低了医院感染的发生率。

总之，通过上述护理干预的方法，观察组 ４８例能完成治
疗，有效率达９６．００％。此干预方法简单，护理人员易于掌握，
临床效果显著，值得在儿科广泛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１］　赵桂芹，吴海霞．雾化吸入治疗以咳喘为主要症状的呼吸系统疾
病疗效观察［Ｊ］．中华现代儿科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２）：１１４．

［２］　陈红梅．沟通技巧在儿科病房中的应用［Ｊ］．护理实践与研究，
２００７，４（１）：６６６７．

［３］　马梦玲，曾月嫦，钱自萍．音乐在婴幼儿雾化吸入中的应用［Ｊ］．护
理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５（３）：３６３７．

［４］　刘力行，郑菊映．持续护理干预对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哮喘过程
［Ｊ］．现代临床医学生物工程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１（４）：３５９３６０．

［５］　沈桂荣，燕东海，邢海云，等．急性喉炎雾化吸入患儿依从性差的
原因分析与对策［Ｊ］．齐鲁护理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１０Ａ）：１９５９．

［６］　程世晴．实用临床护理“三基”操作篇［Ｍ］．南京：东南大学电子音
像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６．

［７］　王萍，余浪．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急性喉炎的治疗及护理
［Ｊ］．当代护士，２０１２，１１（学术版）：５８．

［８］　陆卫，赵雪频，孙海英．护理干预对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哮喘疗效及
依从性的影响［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３，２０（０１）：１４３１４４．

［９］　成秀玲．雾化吸入布地奈得治疗儿童哮喘８４例的疗效观察及护
理［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０９，５（１８）：３４，３６．

［１０］　肖春霞．小儿雾化吸入治疗护理［Ｊ］．当代护士，２０１２，４（专科
版）：６７．

［１１］　程小芳．小儿氧驱动雾化吸入护理体会［Ｊ］．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２０１２，６（１１）：７０．

［１２］　丁小丽．护理干预对白血病患者缓解期巩固化疗依从性的影响
［Ｊ］．临床护理杂志，２００７，６（４）：４７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０８）

·６２３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 第１１卷 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８　　



·全科护理研究·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体会
杨宏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合理有效的护理措施，寻求急性心梗患者的护理新方法。方法　选择光山县
中医院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住院的３５例急性心梗患者进行积极的治疗护理，急诊抢救期，迅速准确地完成各项护
理操作，随时医护沟通，精心的病情监护，客观、真实、准确的护理记录；持续治疗期，进行生活护理、心理护理、用药护理、

饮食及二便的护理；同时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正确的健康指导等有效的护理措施。结果　３５例急性心梗患者经过积极合
理的治疗和护理，其中痊愈１０例，好转２３例，转上级医院２例，患者及家属对治疗及护理均较满意。结论　积极地配合
医生进行治疗抢救，精心的监护患者病情，细心有效地实施护理，能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促进患者

康复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护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２．２２　Ｒ４７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８１３２７０２

　　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是由冠状动脉的急性闭塞引起的血
流急剧减少或中断，导致局部供血区发生的心肌细胞坏死。起

病急，病死率高［１］。有资料显示，美国每年约 ８０万人发生
ＡＭＩ，４５万人再梗死［２］。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

压力的增大，ＡＭＩ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
沉重负担。ＡＭＩ的恢复程度与梗死面积有关，也与护理人员的
精心护理密切相关。我院自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的
３５例急性心梗患者治疗及护理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我院共收治急性心
梗患者３５例，其中男性３０例，女性５例，年龄３９～７８岁，平均
５８．６岁，平均住院时间２３ｄ。所有患者诊断均符合 ＡＭＩ诊断
标准。

１２　护理措施
１２１　急诊抢救期的护理　来院患者急入监护室行心电、血
压、血氧饱和度、呼吸等监测，同时保持呼吸道通畅，迅速开放

静脉通道，持续高浓度吸氧，后根据病情可改持续中低流量吸

氧，每日更换鼻导管及蒸馏水［３］。床旁备好呼吸机、气管插管

等相关物品，急救车常备有效期内溶栓或抗凝药品，电击除颤

仪等，护士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抢救和治疗，遵医嘱高效完成各

项护理操作，及时向主管医生通报患者的病情动态变化，并根

据医嘱定时抽血复查血清心肌坏死标志物［４］。

１２２　持续治疗期的护理
１２２１　生活护理　保持病房安静，限制亲属探视，使患者充
分休息。协助患者肢体被动运动，避免肢体血栓形成，协助患

者翻身预防褥疮，每天用热毛巾擦洗和按摩褥疮易发部位皮

肤，动作需轻、缓、柔，同时注意保暖。告知患者第１周可床上
轻微活动，２～３周可床旁站立、穿衣，在病房内缓慢行走，４周
可在病房外走廊活动，并注意根据病情程度调整活动量。

１２２２　心理护理　急性心梗起病急，患者有濒死感或窒息
感，会产生紧张恐惧的应激心理反应。特别是在急性心梗发生

的早期，发病３ｄ内的焦虑水平明显高于７ｄ［５］。因此可按医嘱
给予止痛、镇静等药物，根据患者的不同心理状态，采用适当的

语言安抚或者运用触摸护理，亲切、热情做患者及家属的解释

工作［６］，使患者消除恐惧心理，配合医护人员完成治疗。对老

年急性心梗患者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讲述治疗过程中的

注意事项，使其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了解相关治疗的重

要性。

１２２３　用药护理　急性心梗患者应严格掌握输液量及输液
速度，患者溶栓或抗凝治疗中，应密切观察患者有无皮肤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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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无牙龈出血，有无大小便颜色的异常，有无生命体征的异

常；使用硝酸酯类的患者应监测血压，如果患者的收缩压大于

１２．０ｋＰａ（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可考虑静脉应用硝
酸甘油；若收缩压小于１２．０ｋＰａ，则应在观察下给一个剂量的
硝酸甘油舌下含化，进行实验性治疗。如硝酸甘油可使患者的

心绞痛症状缓解，且对血压无明显影响，则可静脉给予硝酸甘

油，并在用药最初几分钟内严密观察患者血压等生命体征［７］。

应用硝酸甘油时需注意两点：一是硝酸甘油可加重通气 －灌注
血流比例快调程度，加重低氧血症，因此合并有肺部疾病的患

者应慎用，二是下壁心肌梗死时，应用硝酸甘油时应极其慎重。

１２２４　饮食及二便护理　急性心梗患者进食应给予低脂、
低胆固醇、高维生素、清淡易消化的半流质饮食，宜少食多餐，

不宜过快、过烫。可食用富含纤维素的蔬菜水果，防止因卧床

和用镇痛剂致胃肠蠕动减弱而引起的便秘；排便摒气时腹压增

大加重心脏负担，可诱发心律失常、心衰等并发症，若患者有便

意却难以解出大便时，应根据情况给乳果糖口服或番泻叶泡水

当茶饮，也可肛内纳入开塞露，指导患者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病情允许时尽量让患者蹲式排便，排便时应有人守护，严密观

察病情，还可先给患者吸氧或口服硝酸甘油，以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８］。心梗患者初期应尽量嘱其卧床排尿，因原发病致尿潴

留者可留置尿管导尿。

１３　保护及促进健康的护理　①心梗一旦发生，立即让患者
安静平卧或休息，勿走动，更不可搬动患者，同时舌下含服硝酸

甘油，若发生心跳骤停，在其胸骨下段用拳头叩击，或进行人工

呼吸及胸外挤压抢救。②警惕不典型心梗。有些患者心梗极
不典型，如出现反射性牙痛、胃痛等，遇到此种情况，要提高警

惕，以防病情复发［９］。③日常生活中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
要激动，避免过度劳累，勿受凉感冒，戒烟、酒、茶等。④指导患
者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以有氧运动为主，勿过度耗氧，逐渐增

加活动量，如出现呼吸短促、眩晕、心悸等，要立即停止活动，安

静休息。

２　结果
　　３５例急性心梗患者经过积极合理的治疗和护理，其中痊愈
１０例，好转２３例，转上级医院２例，患者及家属对治疗及护理
均较满意。

３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心血管内科较常见的重症之一，患者起病
急，病情发展快，很多患者往往因治疗不及时猝死。发病期常

并发恶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等。及时有效的护

理措施对于挽救患者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在急性心梗的临床护理工作中，我们的体会是，在急诊抢

救期，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抢救，及时掌握患者生命体征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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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护理工作的关键；在持续治疗期，心理护理和饮食护理

是心肌梗死护理的重要内容。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很多护士不

愿意跟患者沟通，患者对护士甚至有抵触情绪，很容易让患者

产生应激心理反应，甚至引起病情加重。同时护理人员必须具

备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做到早发现，早处理，精心的监护患者病

情，细心有效的实施护理，能有效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对促进患者康复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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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稠、由软到硬的原则逐步进食；同时观察有无腹胀、腹痛、腹

泻等不适并记录。

１３２３　引流管的护理　护士接手术病人后，检查各引流管，
确保引流通畅后进行标识和妥善固定，避免发生引流管扭曲、

受压、堵塞、脱落等现象，观察并记录引流液的色、性、量等。若

引流液量超过１５０ｍｌ／ｈ呈血性并伴有生命体征的变化，应考虑
内出血可能，立即通知医生。

１３２４　疼痛的护理　术后应多注意倾听患者的主诉，评估
患者的疼痛程度，由于 ＬＳ手术痛苦轻，切口小，一般不使用镇
痛药，所以指导患者转移注意力，放松情绪等非药物止痛，若无

效按医嘱给予药物止痛。

１３２５　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和护理　①出血和血栓形成：术
后患者若出现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皮肤湿冷，尿量减少伴或不

伴有引流管内引流量呈血性，量大于１５０ｍｌ／ｈ，应立即通知医
生，并做好配合二次手术的准备。床位护士还应注意观察脐孔

等处敷料有无渗血，若引流管口或穿刺孔出血，应通知医生，加

压止血，更换敷料等对症处理。预防血栓形成的最好方法是早

期下床活动，避免在下肢输液，在术后即可对下肢被动活动。

严密监测血小板的变化，出现腹痛、下肢肿痛或者突发呼吸困

难时应警惕，防止静脉血栓的发生［４］。本组病例未出现出血和

血栓形成的并发症，其中一例引流管口渗血较多，经对症处理

后痊愈。②皮下气肿、肩背部酸痛：皮下气肿无需特别处理，少
量气体可自行吸收消失；肩背部酸痛多因残留于腹腔内的 ＣＯ２
刺激膈神经引起，一般术后３～５ｄ天可自行消失。本组病例无
上述并发症。③感染：ＬＳ术后的患者机体免疫力下降，易发感
染，如肺部感染［５］等。据报道，脾切除后凶险性感染的发生率

是正常人的５０～１００倍，病死率为５０％ ～８０％［６］，所以术后应

观察患者的体温变化，敷料渗血渗液情况等。若体温超过３８．５
℃，应找出原因，对症处理。及时更换敷料，严格执行无菌原
则，合理使用抗生素都是预防感染的重要措施。④胰瘘［７］：ＬＳ
术时有可能损伤胰尾部导致胰瘘，术后３～５ｄ若出现腹痛、腹
胀、呕吐，体温超过３９℃，应立即检测血尿淀粉酶的变化及相
关检查，确认胰瘘并做好相应处理。

１３３　出院指导　向患者及家属做好健康宣教，指导患者在
生活中应注意劳逸结合，避免重体力劳动；注意保暖，防止感

冒；合理饮食，如有不适及时就诊等。

２　结果
　　本组所有患者均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完成手术，术后脾窝内
放置腹腔引流管１根，无转开腹手术，术后住院时间为５～９ｄ，
全部患者术中均无输血，术后均无并发症。

３　讨论
　　脾切除术是普外科常见的手术之一。在围手术期的术前

护理中，特别是心理护理非常重要。由于ＬＳ是一项新技术，所
以消除患者的疑虑，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另外，术前的皮肤准备，患者肝功能、血小板等检查也是预防术

后并发症发生的重要步骤。术后，我们不但要严密监测患者的

生命体征，而且对于脾窝常规放置的引流管，包括尿管、胃肠减

压管也要重点护理，要动态记录各引流管流出的液体量、性状

及颜色，有异常者及时通知医生，以确保患者术后的安全性。

在护理过程中，要准确观察患者细微而且重要的病情变化、生

命体征、腹部征象及伤口渗液的变化情况，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因此，ＬＳ具有独特的围手术期护理特点。
腹腔镜脾切除术首次于１９９１年由Ｄｅｌａｉｔｒｅ报道［８］，ＬＳ术与

传统开腹手术相比较，因具有切口小、恢复快、出血少［９－１０］、疼

痛轻、并发症少等优点而得到迅速发展。腹腔镜脾切除术的推

广，为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不仅受到患者的欢迎，还得到

了医生们的青睐。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求我们护理

人员必须精通腹腔镜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及对应的护理技能，这

样才能适应各种护理需求。经过我们耐心的解释，细心的观

察，精心的护理，娴熟的技能，在围手术期对患者实施系统的整

体护理，不仅能促进患者康复，缩短患者住院时间，而且能减少

并发症的发生，减轻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这样不止患者感

觉舒适，满意度提高，也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更符合我

们以患者为中心的现代护理服务理念。我科将继续积累腹腔

镜方面的护理经验，更好地适应腹腔镜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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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心肌细胞免疫荧光图

注：图1 为心肌细胞；图1 为视野中A B
所有细 胞的细胞核； 图1 为两 者重合C
后图片。

图1 移植韧带重建术后4周病理学组织观察（ ，×40）HE

注：图1 为 组；A A B B图1 为 组。

A B

图  移植韧带重建术后 周病理学组织观察（ ，×40）2 8 HE

注：图 为 组；2A A 2B B图 为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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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移植韧带重建术后 周病理学组织观察（ ，×40）3 12 HE

注：图 为 组；3A A 3B B图 为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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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制电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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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在人肺癌细胞系中的表达CXCR

图1 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血管明显狭窄
超声图

图2 糖尿病患者下肢动脉血管完全闭塞
超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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