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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不同地区家庭医生服务认知分析
鲍勇，梁颖，张安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家庭医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服务内容。方法　本课题对上海市３个地区社区医生进行
了调查，采用现场调查方法。结果　本次调查表明，家庭医生本人认为：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提供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包括预防保健、医疗护理、健康咨询、康复指导、计划免疫、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提供家庭健康管理

（包括家庭健康档案建立、风险因素评估、风险因素干预等），这三个方面的比例很高。鉴于目前该市的全科医生

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全人群服务模式在服务内容上还无法保证服务内容的覆盖和质量，尤其是健康档案管理的全

覆盖，需要经过精细的服务工时测算加以确定配置原则和内容。结论　加强宣传，家喻户晓；加强全科医生的基
本医疗和相关技能培训；深入家庭，细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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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医生服务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最好卫生服务之
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家庭医生服务较好的国家，无论

是卫生服务总费用还是居民健康水平，都有很好的体

现［１－４］。中国在近几年特别是北京上海市已经明确提

出家庭医生制服务，但是家庭医生服务的规范内容尚

没有出台。为了解上海市社区医生对家庭医生应该具

有什么样的服务内容，本课题对上海市３个地区社区
医生进行了调查。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为更好地使本研究有代表性，选择上
海市城区、城乡（郊）结合部和郊区３个区的医务人员
１３４８人，有效回答１１４２份，回收率８５％。
１２　研究内容　主要是针对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
务、健康管理服务、家庭服务和其他服务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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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结　果
２１　家庭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分析　在家庭
医生是否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方面，城郊结合部认

为“需要”的人占到了５３．２％，“非常需要”的占到了
２２．６％，城区认为“需要”的人占到了４７．８％，“非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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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占到了 ３０．３％，郊区认为“需要”的人占到了
５８．１％，“非常需要”的占到了１４．０％；在年龄层次上
面各个年龄段的人认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提供基本医

疗服务项目的人占到了５０％以上；在学历层次上面各
个学历层次的人认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提供基本医疗

服务项目的人占到了６５％以上；在职称层次上面各个
职称的人认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项

目的人占到了７０％以上，而高级职称中持无所谓态度
的也占到了１０％，“不需要”态度的占到了５％。在工
作年限的不同层次上，也大都认为家庭医生需要提供

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见表１。
２２　家庭医生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析　通过表
２可以看出，在认为家庭医生是否需要提供公共卫生
服务方面，城郊结合部认为“需要”的人占到了

５２．５％，“非常需要”的占到了 ２６．４％，城区认为“需
要”的人占到了 ４８．１％，“非常需要”的占到了 ３０．
１％，郊区认为“需要”的人占到了５９％，“非常需要”的
占到了１６．７％；另外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历层次、不
同职称、不同工作年限的人也多数认为需要提供公共

卫生服务。

２３　家庭医生提供家庭健康管理认知分析　通过表
３可以看出，在认为家庭医生是否提供家庭健康管理
方面，城郊结合部认为“需要”的人占到了５４．３％，“非
常需要”的占到了２２％，城区认为“需要”的人占到了
４１．７％，“非常需要”的占到了２７．８％，郊区认为“需
要”的人占到了５４．５％，“非常需要”的占到了１７．１％，
但是城区持无所谓和不需要态度的人也占到了７．４％，
郊区占到了５．９％，城郊结合部占到了３．７％。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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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和不同工作年限的人看法认识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义，都普遍认为需要（其中包括“非常需要”和“需

要”）提供家庭健康管理。

表１　对家庭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认知分析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非常需要 需要 一般 无所谓 不需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６ 城郊结合部 １５３（２２．６） ３６１（５３．２） １３７（２０．２） １９（２．８） ８（１．２） ２９．７０２ ０．０００
城区 １３５（３０．３） ２１３（４７．８） ７３（１６．４） １８（４．０） ７（１．６）
郊区 ３１（１４．０） １２９（５８．１） ４３（１９．４） １３（５．９） ６（２．７）

年龄 １２６６ ２１～３０岁 １１１（２７．３） ２３５（５７．９） ５０（１２．３） ６（１．５） ４（１．０） ３６．２０７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１０７（２１．１） ２５２（４９．６） １１５（２２．６） ２５（４．９） ９（１．８）
４１～５０岁 ５９（２８．１） ９６（４５．７） ４５（２１．４） ７（３．３） ３（１．４）
５１～６０岁 ２７（１９．０） ７３（５１．４） ３２（２２．５） ８（５．６） ２（１．４）

学历 １３１７ 初中 ３（２３．１） ６（４６．２） ３（２３．１） １（７．７） ０（０） １６．８２７ ０．１５６
高中 ７８（２７．５） １５３（５３．９） ４０（１４．１） １２（４．２） １（０．４）
大学 ２２３（２２．２） ５１８（５１．６） ２０８（２０．７） ３７（３．７） １７（１．７）
研究生 ４（２３．５） １１（６４．７） １（５．９） ０（０） １（５．９）

职称 １２７３ 无职称 １３（４６．４） １０（３５．７） １（３．６） ３（１０．７） １（３．６） ４５．５９６ ０．０００
见习期 ０（０） １３（６８．４） ５（２６．３） １（５．３） ０（０）
初级 １４２（２４．４） ３２１（５５．２） ９５（１６．３） １９（３．３） ５（０．９）
中级 １２６（２１．６） ３０２（５１．７） １２７（２１．７） １９（３．３） １０（１．７）
高级 １６（２６．７） ２２（３６．７） １３（２１．７） ６（１０．０） ３（５．０）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８ ２年以下 ２１（３０．０） ４５（６４．３） ３（４．３） １（１．４） ０（０） １９．４２６ ０．０７９
２～５年 ４９（２５．５） １００（５２．１） ３２（１６．７） ８（４．２） ３（１．６）
５～１０年 ７３（２０．４） １９７（５５．０） ７２（２０．１） １０（２．８） ６（１．７）
１０年以上 １６２（２３．９） ３３８（４９．９） １３８（２０．４） ２９（４．３） １１（１．６）

表２　对家庭医生应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预防保健、医疗护理、健康咨询、
康复指导、计划免疫、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分析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非常需要 需要 一般 无所谓 不需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５ 城郊结合部 １７９（２６．４） ３５６（５２．５） １２５（１８．４） １１（１．６） ７（１．０） ３１．３９１ ０．０００
城区 １３４（３０．１） ２１４（４８．１） ７１（１６．０） ２１（４．７） ５（１．１）
郊区 ３７（１６．７） １３１（５９．０） ３５（１５．８） １５（６．８） ４（１．８）

年龄 １２６５ ２１～３０岁 １２８（３１．５） ２２４（５５．２） ４５（１１．１） ８（２．０） １（０．２） ４５．０８７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１２１（２３．８） ２４２（４７．６） １１４（２２．４） ２５（４．９） ６（１．２）
４１～５０岁 ５７（２７．１） １１５（５４．８） ２９（１３．８） ４（１．９） ５（２．４）
５１～６０岁 ３１（２２．０） ６９（４８．９） ３３（２３．４） ７（５．０） １（０．７）

学历 １３１６ 初中 ２（１５．４） ７（５３．８） ３（２３．１） １（７．７） ０（０） １５．７２４ ０．２０４
高中 ８４（２９．６） １５４（５４．２） ３５（１２．３） ９（３．２） ２（０．７）
大学 ２５３（２５．２） ５１２（５１．１） １８９（１８．９） ３７（３．７） １１（１．１）
研究生 ２（１１．８） １１（５４．７） ３（１７．６） ０（０） １（５．９）

职称 １２７２ 无职称 １３（４６．４） ９（３２．１） ３（１０．７） ２（７．１） １（３．６） ３６．４５２ ０．００３
见习期 １（５．３） １２（６３．２） ５（２６．３） １（５．３） ０（０）
初级 １６６（２８．５） ３０１（５１．７） ９２（１５．８） １８（３．１） ５（０．９）
中级 １３２（２２．６） ３１２（５３．５） １１７（２０．１） １６（２．７） ６（１．０）
高级 １９（３１．７） ２５（４１．７） ８（１３．３） ６（１０．０） ２（３．３）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７ ２年以下 ２５（３５．７） ４１（５８．６） ２（２．９） ２（２．９） ０（０） ２２．７９３ ０．０３０
２～５年 ５８（３０．２） ８９（４６．７） ３７（１９．３） ７（３．６） １（０．５）
５～１０年 ８１（２２．６） ２０５（５７．３） ５９（１６．５） １０（２．８） ３（０．８）
１０年以上 １７４（２５．７） ３３９（５０．１） １２９（１９．１） ２５（３．７） １０（１．５）

２４　家庭医生还应提供的其他服务项目分析　城郊
结合部７１．２％的家庭医生认为需要社区医生根据治疗
方案继续监测及治疗，城区７６．２％的家庭医生认为需
要社区医生根据治疗方案继续监测及治疗，郊区有

５７．３％的人认为需要社区医生根据治疗方案继续监测
及治疗，郊区在这问题上的认同率最低。５１～６０岁的
家庭医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认同率也最低，不同年龄层

次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

学历层次上，初中文化的家庭医生认同率最差，且不同

学历间的认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职称和工作年限

层次方面，家庭医生的认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都普

遍认为需要根据治疗方案继续监测及治疗。

２５　家庭医生提供康复保健服务分析　城郊结合部
６４．７％的人认为需要提供康复保健，城区６４．４％的人
认为需要提供康复保健，郊区只有３９％的人认为需要
提供康复保健；５１～６０岁的人认为需要提供康复保健
的人数明显少于其他年龄层次的；认为是否需要提供

康复保健在不同学历上、不同年龄和不同工作年限上

的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大多数都认为家庭医生

需要提供康复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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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家庭医生提供双向转诊和推荐诊疗专家服务分
析　城郊结合部５８．０％的人认为需要提供双向转诊，
城区５６．６％的人认为需要提供双向转诊，郊区只有
３３．５％的认为需要提供双向转诊；４１～５０岁和５１～６０
岁的人认为需要提供双向转诊的人数明显少于其他年

龄层次的；研究生认为需要双向转诊的达到了７０．６％，
研究生层次的人认为需要双向转诊的认知率要明显高

于其他学历层次的；认为是否需要提供双向转诊在不

同年龄和不同工作年限上的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大多数都认为家庭医生需要提供双向转诊。

表３　家庭医生提供家庭健康管理（包括家庭健康档案建立、风险因素评估、风险因素干预等）分析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非常需要 需要 一般 无所谓 不需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４６ 城郊结合部 １４９（２２．０） ３６８（５４．３） １３６（２０．１） １５（２．２） １０（１．５） ２８．１６２ ０．０００
城区 １２４（２７．８） １８６（４１．７） １０３（２３．１） ２５（５．６） ８（１．８）
郊区 ３８（１７．１） １２１（５４．５） ５０（２２．５） ８（３．６） ５（２．３）

年龄 １２６６ ２１～３０岁 １０４（２５．６） ２１９（５３．９） ７３（１８．０） ７（１．７） ３（０．７） ２３．９４２ ０．０２１
３１～４０岁 １１２（２２．０） ２３８（４６．９） １２５（２４．６） ２４（４．７） ９（１．８）
４１～５０岁 ５３（２５．２） １０４（４９．５） ４２（２０．０） ６（２．９） ５（２．４）
５１～６０岁 ２８（１９．７） ６６（４６．５） ３６（２５．４） １０（７．０） ２（１．４）

学历 １３１７ 初中 １（７．７） ６（４６．２） ４（３０．８） ２（１５．４） ０（０） １８．２５０ ０．１０８
高中 ７６（２６．８） １４５（５１．１） ４７（１６．５） １３（４．６） ３（１．１）
大学 ２２１（２２．０） ４９９（４９．８） ２３４（２３．３） ３２（３．２） １７（１．７）
研究生 ３（１７．６） ９（５２．９） ３（１７．６） １（５．９） １（５．９）

职称 １２７３ 无职称 １１（３９．３） １１（３９．３） ４（１４．３） １（３．６） １（３．６） ２８．１５９ ０．０３０
见习期 １（５．３） ９（４７．４） ８（４２．１） １（５．３） ０（０）
初级 １４２（２４．４） ３０５（５２．４） １１０（１８．９） １８（３．１） ７（１．２）
中级 １２３（２１．１） ２９２（５０．０） １３９（２３．８） ２０（３．４） １０（１．７）
高级 １５（２５．０） ２１（３５．０） １７（２８．３） ４（６．７） ３（５．０）

工作年限 １２９８ ２年以下 １４（２０．０） ４４（６２．９） １２（１７．１） ０（０） ０（０） １５．５７８ ０．２１１
２～５年 ５０（２６．０） ８８（４５．８） ４７（２４．５） ６（３．１） １（０．５）
５～１０年 ８０（２２．３） １９０（５３．１） ７２（２０．１） ９（２．５） ７（２．０）
１０年以上 １５５（２２．９） ３２７（４８．２） １５３（２２．６） ３０（４．４） １３（１．９）

２７　家庭医生上报患者健康档案信息及在二、三级医
院进行门诊预约、检验、检查的服务分析　在该问题
上，区域间的回答没有差异，大多数能够认为将患者的

健康档案信息上报，并在二、三级医院进行门诊预约、

检验、检查。在年龄层次上，５１～６０岁的人的认同率
明显低于其他层次的，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认同率下

降；各个学历层次和工作年限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义；另外随着职称的增高，“认为将患者的健康档案

信息上报”的百分比也减少。

３　讨　论
　　国内外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基本上都以基本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为主要服务内容。基本医疗包括预约

门诊诊疗、家庭病床、上门服务和疾病筛查转诊服务；

公共卫生包括健康档案管理、传染病管理、慢性病分级

管理、离休干部和老归侨等特殊人群保健、残疾人康

复、孕产妇保健、儿童计划免疫、意外伤害报告以及健

康教育等工作。郊区则选择相对小范围的“十个一”惠

民服务项目为主要服务内容。

本次调查表明，家庭医生本人认为：要提供基本医

疗服务项目、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预防保健、

医疗护理、健康咨询、康复指导、计划免疫、计划生育技

术指导等）、提供家庭健康管理（包括家庭健康档案建

立、风险因素评估、风险因素干预等），这三个方面的比

例很高。

根据本次研究，鉴于目前本市的全科医生人力资

源配置，全人群服务模式在服务内容上还无法保证服

务内容的覆盖和质量，尤其是健康档案管理的全覆盖，

需要经过精细的服务工时测算加以确定。因此提出如

下建议［５－１０］。

３１　加强宣传，家喻户晓　利用各种媒体和方式大力
宣传社区家庭医生式服务工作。每个社区都要在居民

易于看见的位置安装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公示牌或宣传

栏，公示牌要标明团队人员姓名、联系电话、投诉电话；

宣传海报张贴至楼门院门，家庭医生式服务联系卡发

放至每一户家庭。做到公示牌深入社区、联系卡深入

家庭、家庭医生式服务深入人心。

３２　强化培训，提高技能　加强全科医生的基本医疗
技能培训，除了进行规范化培训外，在不同地点和时间

采取相应培训。加强全科医生相关技能培训，特别是

在人际关系、心理学方面要特别关注。加强全科医生

的国际交流，有条件的地区应该让全科医生走出国门。

３３　深入家庭，细化服务　只要内容包括：①“健康状
况早了解”。即根据居民个人健康信息，每年对其进行

一次健康状况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量体制订个性化

的健康规划，使居民不仅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同时知

道如何自我干预。②“健康信息早知道”。及时将健教
材料发放到签约家庭，每年不少于１份；及时将健康大
课堂和健康教育讲座等健康活动信息和季节性、突发

性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告知签约家庭，每年不少于１份。
③“分类服务我主动”。根据居民不同健康状况和需
求，以慢性病患者为首要服务对象，提供主动健康咨询

和分类指导服务，每年不少于４次。④“贴心服务我上
门”。对空巢、行动不便并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健

康咨询和指导服务［１１］。 （下转第９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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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讲堂·

小儿出疹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陈兰举

　　小儿出疹性疾病涉及多系统、多学科及多种传染
病。皮疹是小儿时期常见的、也是多种疾病的症状之

一。皮疹的表现有多种类型，形态呈多样化，其病因和

机制也各不相同。同样的病因，可以出现不同的皮疹；

而不同的病因，可以有相同类型的皮疹。

１　出疹性疾病的病因
１１　感染性　病毒感染性疾病有麻疹、风疹、幼儿急
疹、水痘、肠道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细菌感染性

疾病有猩红热、败血症等。

１２　非感染性　变态 －免疫性疾病、药物热、血液病
所致皮疹、蚊虫叮咬等。

２　皮疹的表现
２１　斑疹　是真皮内血管扩张，有皮肤充血现象。①
暂时性红斑，多见于婴幼儿哭闹时，或是生气发怒时出

现在面部的红斑，出现的快，消失的也快。②摩擦性红
斑，皮肤接触部位摩擦造成，容易出现在婴幼儿的皮肤

皱褶处，如腹股沟、肛门外周、腋窝以及颈前部，常见于

肥胖的孩子。③伤害性红斑，局部抓痒、压迫造成，热
水袋热敷引起接触面发红等。④新生儿红斑，出生后
不久出现的皮疹。⑤细菌感染性斑疹，有伤寒、败血症
等感染性疾病都可以出现皮肤红斑。多数病毒性感染

都可能出现红斑性皮疹，尤其是一些传染病，如麻疹、

风疹；非传染性疾病，如幼儿急疹，立克次体感染引起

的皮疹。结缔组织疾病有儿童型的红斑狼疮、幼年类

风湿、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等结缔组织病也可以出

现红斑样皮疹。儿童的皮肤病，如多型红斑、传染性红

斑、玫瑰糠疹等。药物引起的皮疹是多型的，有些是表

现为红斑，尤其是发生的早期。早期的湿疹、荨麻疹、

接触性皮炎等，都是先出现红斑，然后才出现一些特异

性皮疹。

２２　丘疹　是表皮和真皮内的水肿、炎症、肥厚引起
的一种较为坚实的皮疹，皮疹多高于皮肤表面。①结
核菌疹，大小形态与结核感染的严重程度有关，多数为

针尖大小，红色。有结核感染的儿童，皮疹可以是全身

性；在接种卡介苗或者结核菌素试验的注射局部也可

发生反应性皮疹。②湿疹，湿疹急性期的皮肤表现就
是小丘疹，有瘙痒感，如果表面破溃，可流出少许液体，

皮肤干燥后，表面结痂，但结痂下面有积液或积脓。③
接触性皮炎皮疹，表现为水肿性红色丘疹，重者可以出

现水疱，有痒的感觉，多出现在接触部位。④疥疮，皮
疹多为针尖大小的疏散性微红丘疹，发生于手指间、手

腕及腋窝等部位，有瘙痒感，常伴有抓痕和结痂。⑤痱
子，是针尖大小的红色丘疹，疱疹的尖端常有黄白色水

疱，常发生在炎热潮湿季节，出汗较多的部位。⑥疣，
是一种圆形、大小不同的扁平而坚实的丘疹，边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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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没有痛痒感。

２３　猩红热样皮疹　表现为红色细小皮疹，触及呈砂
纸样，皮疹与皮疹之间的皮肤呈弥漫性潮红充血，压之

褪色。①猩红热，是由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一种
急性传染病，儿童较为多见。临床以发热伴皮肤弥漫

性潮红充血和红色细小皮疹。有部分药物过敏也表现

为猩红热样皮疹，皮疹较重，颜色更红，伴有痒的感觉，

但没有发热。②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皮疹，开始发生
于感染部位，或者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处，然后，发展

到全身，但胸部、腹部、背部及四肢较少。③中毒性红
斑，皮疹可以发生在儿童的其他感染性疾病，如伤寒、

流脑、疟疾、大叶性肺炎、风湿热、肾炎、腹膜炎、败血症

等疾病后，可以出现猩红热样皮疹，持续２～３ｄ后转
为暗红色。病毒感染性疾病也有少部分儿童可以出现

猩红热样皮疹，如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传染性红

斑，病毒有柯萨奇病毒、ＥＢ病毒、风疹病毒、腺病毒、麻
疹病毒感染等。

２４　疱疹　皮肤乳头层的血管扩张，渗出的液体在表
皮形成水疱。这种含有血清液体的小于 ５ｍｍ的水
疱，称为小疱疹，大于５ｍｍ的为大疱疹。汗疱疹常见
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常发生在容易出汗的部位。病毒

感染多见于水痘、单纯性疱疹、带状疱疹等。脓疱疹是

含有脓液的疱疹，可以是疱疹破溃后，继发细菌感染，

形成脓性疱疹，如新生儿脓疱疹，皮肤疖肿，以及皮肤

疾病继发感染，如湿疹的皮肤继发感染等。

２５　紫癜　是真皮或皮下脂肪组织内的出血，颜色开
始为鲜红色或紫红色，逐渐变成暗红、褐色、黄色而消

退。用手指压迫皮疹时，皮疹颜色不减退。出血较少，

皮疹为针尖大小，较为局限，称为瘀点；出血较多，皮疹

融合成片状的，称为紫斑。过敏性紫癜为对称性紫癜，

多发生于双下肢。血液病性紫癜，如白血病、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等。

２６　风团　是由皮肤急性水肿引起的局限性隆起，呈
海绵状的水肿性团块，为一过性皮肤损害。大片局限

性皮下水肿又称为血管神经性水肿。荨麻疹是一种水

肿性皮疹，呈红色或淡红色，皮疹大小不规则，能连成

大片；可以突然发生，数分钟、数小时后突然消失；可能

不久又重新出现，可以反复发生几日，发疹１～２ｄ后，
会逐渐消退。可以是药物、食物及接触物引起皮肤过

敏的表现，离开过敏原，皮疹就可以消失。风团样皮疹

是儿童的皮肤对冷、热、压力或阳光过敏引起，消失较

快。

３　皮疹的分布
３１　全身性　绝大多数全身感染性疾病（病毒感染和
细菌感染）、药物性皮疹、过敏性皮疹都是全身分布，这

些感染原、致敏物质或药物进入人体，通过血液传播到

全身，从而导致全身性的皮疹，如病毒感染（麻疹、风

疹、水痘、幼儿急疹等），细菌感染（败血症、伤寒），药

物（口服或静脉），食物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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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头面部　新生儿红斑、婴儿湿疹、汗疱疹、脓疱疹
的皮疹更多见于头面部。儿童皮脂腺分布头面部较

多，痤疮、脂溢性皮炎容易发生在头面部。

３３　胸背部　全身性皮疹常从胸背部开始，逐渐发展
到躯干，如水痘、猩红热、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流行

性脑脊髓膜炎。也有些疾病的皮疹是以胸背部为主，

伤寒的“玫瑰疹”及绿脓杆菌性败血症的斑丘疹。

３４　口腔　发生在口腔的皮疹，很少发展到全身，如
鹅口疮、溃疡性口腔炎、口腔周围炎等。口腔的皮疹也

可以是全身疾病的一部分，如麻疹、猩红热、单纯性病

毒，不仅有全身性皮疹，还有口腔局部的皮疹。

３５　肢体　过敏性紫癜皮疹仅局限于肢体和臀部。
也见于局部药物变态反应、接触变态反应、感染。

３６　足部　足部皮疹可见于全身感染性疾病，如脑膜
炎球菌血症、猩红热、败血症、非典型麻疹、皮肤黏膜淋

巴结综合征、疱疹病毒、手足口病。也可由药疹、过敏

性皮疹、脓疱疹、冻疮、多形红斑等引起足部皮疹。

３７　特殊部位　手足口病的皮疹发生在手掌、脚掌部
和口腔以及臀部；尿布疹发生在接触尿布的部位；麻疹

时口腔黏膜可见麻疹黏膜斑。

３８　暴露部位　婴幼儿虫咬皮炎皮疹往往发生在衣
服不能遮盖的部位。日光性皮炎发生在暴露部位。

３９　接触部位　接触性皮炎、皮肤外用药物过敏，皮
疹多局限在接触部位。

４　出疹性疾病的诊断
４１　皮疹的病史　疾病发生的前后经过，既往史，家
族遗传史，接触史，预防接种史和用药史等。新生儿汗

疱疹，然后继发脓疱疹，应及时治疗；还可能出现尿布

疹，婴儿期幼儿急疹。

４２　皮疹与季节　春季是水痘、风疹、麻疹、幼儿急
疹、传染性红斑及尘埃、花粉性疾病发病季节。夏季有

脓疱疹、疖肿、日光性皮炎、蚊虫叮咬等。秋天还需防

蚊虫，防痱子、皮肤痒疹等。冬季最常见的儿童皮肤病

是痒疹。冷空气容易刺激皮肤，引起荨麻疹。

５　出疹性疾病的防治
５１　病因治疗　去除过敏因素和皮肤感染因素。
５２　全身药物治疗　继发皮肤感染，应使用抗菌药
物。病毒感染，应抗病毒药物治疗。解热镇痛药物用

于细菌、病毒感染性疾病引起的发热。抗过敏药物有：

氯苯那敏（扑尔敏）、异丙嗪（非那根）、苯海拉明。上

述３种药可任选其一，或三药交替使用，可在临睡前
服，或白天分次服用。钙剂用于治疗荨麻疹、湿疹、接

触性皮炎，以及血管神经性水肿等过敏性疾病的辅助

治疗。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常用于重

症药物疹、急性荨麻疹。肾上腺素用于严重的过敏性

休克。

６　皮疹的局部药物治疗
　　人体的皮肤具有吸收外界物质的功能，药物涂擦
到皮肤表面，可以透过皮肤组织，进入血管和淋巴管，

称为“经皮吸收”。

６１　皮疹局部外用药物的种类　皮肤清洁剂有肥皂、
浴液、洗手液等。皮肤保护剂有粉剂、软膏、防晒霜。

抗感染剂主要是含有抗细菌、抗病毒药物的皮肤用药。

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消肿、止痒的作用，用于非细菌

性炎症。通常制成霜剂、软膏剂、洗剂、凝胶剂或溶液

剂使用。长期使用容易引起局部色素沉着，肌肉萎缩。

６２　皮疹局部药物的剂型　霜剂是由水和油制成的
半固体乳剂，涂擦皮肤后容易渗入，是治疗皮肤病的主

要剂型。软膏是用油脂类与药物混合制成的，刺激性

小，适合于某些糜烂或开放性损伤，软膏中的药物穿透

作用强，易被皮肤吸收。洗剂是粉状的药物与水或乙

醇制剂，还有些制成混悬剂，如炉甘石洗剂等。洗剂使

用方便，可以促使急性炎性和渗出损伤的局部干燥。

溶液剂是由２种或２种以上药物均匀混合以水为溶媒
制成的，具有抑制渗出、消炎止痒、防治感染、吸收分泌

物等作用，常用于局部涂擦、洗涤、湿敷等。粉剂是由

一种或多种干燥粉末状药粉混匀制成，具有保护、清

凉、收敛作用，可以减少皮肤间的摩擦，吸收汗液，达到

干燥皮肤和消炎的目的，如痱子粉撒于皮肤无渗出的

轻度炎症，可用于婴儿皮肤皱褶处。粉剂一般不宜用

于表皮糜烂处，也不宜用于毛发处。

６３　皮疹用药原则
６３１　正确选用药物　要根据病变类型选择具有相
应药理作用的药物，首先要针对症状和引起的原因选

用药物。

６３２　选择合适的药物剂型　急性阶段只有红斑、丘
疹可选用粉剂；有大疱、水疱、渗出液、糜烂，选择水剂

湿敷为宜。皮肤亚急性阶段或恢复期，仅有少许糜烂、

渗出液，可选用软膏剂、乳液。皮肤多毛部位不宜使用

粉剂、软膏剂；面部、会阴部及口腔避免使用刺激性大

的药物如碘酊，以免使皮肤发生水疱、脱皮或腐蚀。

６３３　选择适宜的药物浓度　水杨酸浓度在３％以
下有止痒、促进上皮细胞再生角质化的作用，５％ ～
１０％的浓度则使角质剥脱、杀真菌等作用。用于手指、
足趾甲床的真菌感染时，需选用１０％ ～２０％的碘酊，
擦在面部，则会造成皮肤烧伤。有些药物应根据儿童

年龄不同选用，如１岁以内的婴儿用１％的碘酊，３岁
以上的小儿用１．５％的碘酊，学龄儿童用２％的碘酊来
消毒、消肿、杀菌。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有抗菌

作用，常用于化脓性皮肤病、慢性溃疡的浸泡或湿敷，

儿童使用的浓度不能超过０．２％～０．５％。
６３４　掌握使用方法　在湿敷时，应掌握敷料的厚度
与更换敷料的时间，并保持皮肤的潮湿和清洁。水剂

和粉剂，每天应涂抹多次方可有效，而软膏剂每天至少

要涂抹２次。脓疱疮外用抗菌药膏时，宜先将脓痂除
去，用棉签将脓液擦拭干净，再将药膏涂抹在患处。注

意不同个体、不同部位对药物的反应性是不同的，一般

颜面、颈部、外阴、四肢屈侧等部位的皮肤较为敏感，一

旦发现变态反应或有刺激感时，应立即停用，改用其他

药物。不应长期使用一种药物，可以更换其他性质相

同的药物，以免产生不良反应和细菌耐药性。

·３４８·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全科医学论著·

１１７例心率变异与２型糖尿病的关系研究
李妍妍

摘要：目的　既往研究表明，２型糖尿病患者心率变异降低明显，本研究采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探讨心率变异性
与２型糖尿病的关系。方法　选取４２例经口服葡萄糖耐量检查（ＯＧＴＴ）确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为观察组分析对
象，另选经ＯＧＴＴ检查糖代谢正常的７５例患者为对照组，对上述１１７例患者均进行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分
析比较２组患者的心率变异指标，包括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和ＳＤＡＮＮ。结果　对照组的ＳＤＮＮ为
（１２１．６１±３４．４９）ｍｓ，ＲＭＳＳＤ为（５４．０７±３１．９１）ｍｓ，ｐＮＮ５０为（１０．１３±１０．００）％，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为（４１．９２±２０．４７）
ｍｓ，２型糖尿病组ＳＤＮＮ为（１０３．９３±２９．９８）ｍｓ，ＲＭＳＳＤ为（４４．２２±１９．６２）ｍｓ，ｐＮＮ５０为（５．８５±５．６９）％，ＳＤＮＮ
ｉｎｄｅｘ为（３２．０４±１１．２）ｍｓ，２组之间的上述心率变异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ＳＤＡＮＮ在对照组为
（７２．９０±５６．８１）ｍｓ，在２型糖尿病组为（６４．１０±４５．１１）ｍｓ，２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２型
糖尿病患者心率变异性明显降低，可能与患者迷走神经功能受损有关。

关键词：心率变异；２型糖尿病；迷走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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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ＳＤＡＮＮ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ａｎｄ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１２１．６１±
３４．４９）ｍｓ，（５４．０７±３１．９１）ｍｓ，（１０．１３±１０．００）％ ａｎｄ（４１．９２±２０．４７）ｍ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１０３．９３±２９．９８）ｍｓ，（４４．２２±１９．６２）ｍｓ，（５．８５±５．６９）％ ａｎｄ（３２．０４±１１．２）ｍ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ＨＲＶ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ＳＤＡＮＮｗａｓ
（７２．９０±５６．８１）ｍ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６４．１０±４５．１１）ｍ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ＨＲＶｉｎｄｅｘｅｓ（ｅｘｃｅｐｔＳＤＡＮＮ）ｉｎＴ２ＤＭ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ｍａｙ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ｖａｇｕｓｎｅｒ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Ｖａｇｕｓｎｅｒｖｅ

　　２型糖尿病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是糖尿病心
脏病，相比于不合并２型糖尿病的患者，２型糖尿病患
者出现充血性心衰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增加 ２
倍，女性患者风险增高达３倍。糖尿病性心脏病主要
包括糖尿病心肌病、冠心病、糖尿病的心脏自主神经病

变等。冠心病曾经是糖尿病心脏病的主要研究方向，

随着冠状动脉造影和双源冠脉 ＣＴ的开展，发现有些
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并没有明显的冠脉病变，甚至尸

检也无冠脉阻塞及心肌梗死，因此，人们推测这可能与

糖尿病的心脏自主神经病变有关。

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是２型糖尿病最常见的
慢性并发症之一，由于支配心脏和血管的自主神经纤

维受损导致心率控制和血管动力学异常，其临床表现

为运动不耐受（运动时心率和血压下降，冠状动脉输出

减少）、术间心血管不稳定（在手术过程中容易发生意

外，部分个体存在严重的低体温、低血压）、直立性低血

压、无痛性心肌缺血、心脏去神经综合征和心源性猝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１０００７３）；南京医科大学优秀
中青年教师支持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ＪＸ２１６１０１５０３４）；江
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科

死。糖尿病伴有心脏自主神经病变的患者猝死风险较

无心脏自主神经病变增加５倍以上。糖尿病神经病变
发生发展的机制是持续的高血糖导致的蛋白激酶 Ｃ、
蛋白质非酶糖基化、己糖胺代谢通路等受损，由于过度

激活细胞内的氧化应激反应，造成组织细胞的结构和

功能异常［１］。心率变异指逐次心动周期间的细小时间

变化，来反映窦性心律不齐的程度，藉此反映自主神经

系统的活性，即交感神经与迷走神经活性对心脏和血

管调节的平衡协调关系，是预测心血管病患的严重程

度及其预后的一个独立危险因子［２］。本研究通过探讨

２型糖尿病患者心率变异特点，来观察２型糖尿病患
者自主神经是否受损及其程度，进一步指导２型糖尿
病患者的临床治疗。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在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科住院治疗及门诊检

查的４２例经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确诊，病程在５年以
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３０例，女
性１２例，年龄４１～９３岁，平均年龄（７６．４４±１１．２３）
岁。选取同期在我科住院及门诊就诊的糖代谢正常者

７５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６０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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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岁，平均年龄（７３．６４±１５．０９）岁。所有患者均知情
同意，该项研究通过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２型糖尿病的诊断符合１９９９年世界卫
生组织推荐的诊断标准，即空腹血糖≥７．０ｍｍｏｌ／Ｌ，或
口服７５ｇ葡萄糖后，餐后２小时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
以下病例不能纳入本研究：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记录
过程中出现过多的伪差、总记录时间少于２３ｈ者，异
位心律的患者，例如临时或永久起搏器植入患者、心房

扑动、心房颤动等；房室传导阻滞、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及异位心律与窦性心律比值 ＞１０％者、严重肝肾功能
不全、慢性心功能不全、病毒性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充血性心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空腹血糖受损、

糖耐量减低及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低者。

１２　ＨＲＶ分析　对所有 １１７例研究对象均进行 ２４
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的检查采用
Ｓｐａｃｅｌａｂ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公司的１２通道 Ｈｏｌｔｅｒ检测系统来
记录，心率变异分析采用ｄｅｌｍａｒｍｅｄｉｃａｌ公司的Ｉｍｐｒｅ
ｓａｒｉｏ心率变异分析软件。全部心电图记录由负责心
电专业的医师，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去除各种干扰和

伪差，经分析系统自动计算，从而取得２组心率变异时
域指标数据。心率变异的时域指标包括：ＳＤＮＮ，单位

为 ｍｓ，指 ２４ｈ的连续正常 ＲＲ间期的标准差；
ＲＭＳＳＤ，单位为ｍｓ，指２４ｈ的连续正常 ＲＲ间期差值
均方的平方根；ｐＮＮ５０（％），指两个相邻 ＲＲ间期
差＞５０ｍｓ心率数占所分析时间内心率数的百分比；
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单位为ｍｓ，指２４ｈ时间阶段内连续５ｍｉｎ
节段的正常 ＲＲ间期标准差平均数；ＳＤＡＮＮ，单位为
ｍｓ，指２４ｈ时间内连续５ｍｉｎ节段平均正常ＲＲ间期
标准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统计软件对２型糖尿病
和对照组进行数据处理。所有计量资料均采用（ｘ±ｓ）
表示；所有计数资料之间比较均采用 χ２检验；２组均
数之间的比较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型糖尿病组与对照组２组相比较，年龄、性别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冠心病
组的心率变异指标如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ＳＤＮＮｉｎ
ｄｅｘ降低（Ｐ＜０．０５）。然而，ＳＤＡＮＮ在２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型糖尿病组与对照组之间心率变异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男／女） ＳＤＮＮ（ｍｓ） ＲＭＳＳＤ（ｍｓ） ｐＮＮ５０（％） 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ｍｓ） ＳＤＡＮＮ（ｍｓ）

对照组 ７５ ７３．６４±１５．０９ ６０／１５ １２１．６１±３４．４９ ５４．０７±３１．９１ １０．１３±１０．００ ４１．９２±２０．４７ ７２．９０±５６．８１
２型糖尿病组 ４２ ７６．４４±１１．２３ ３０／１２ １０３．９３±２９．９８ａ ４４．２２±１９．６２ａ ５．８５±５．６９ａ ３２．０４±１１．２８ａ ６４．１０±４５．１１
Ｐ值 ０．２６ ０．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３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本研究选取４２例２型糖尿病患者和７５例血糖正
常患者为对照组，应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技术，观察
到２型糖尿病组患者的心率变异性明显降低，提示２
型糖尿病患者存在自主神经调节功能障碍，即迷走神

经功能受损。考虑到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慢性心功能

不全、病毒性心肌炎、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充血性心衰、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减低及甲状

腺功能异常等疾病对心率变异的影响，本实验中的病

例均排除了上述疾病，避免了上述干扰因素对本研究

结果的影响。心率变异目前是一个能定量反映自主神

经系统活性及其调节能力的检测方法，对评估心血管

疾病发展过程中的自主神经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

意义。心率变异分析的优点在于无创、简便、重复性

强、可定量。

２型糖尿病组患者的心率变异性明显降低提示２
型糖尿病合并心脏自主神经病变，心脏自主神经病变

是２型糖尿病诸多慢性并发症中的最严重也最容易被
人忽视的病变［１］。在心率变异的时域指标中，ＳＤＮＮ、
ＳＤＡＮＮ和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主要反映自主神经包括交感和
迷走神经总张力大小，综合评价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

病变的程度［３］。其中 ＲＭＳＳＤ，ＳＤＳＤ和 ｐＮＮ５０是迷走
神经张力的敏感指标，迷走张力降低时 ＲＭＳＳＤ、ＳＤＳＤ
和ｐＮＮ５０降低。２０１４年，文翠等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
方式，探讨了心率变异的检测对２型糖尿病患者的早

期自主神经病变的诊断意义，她发现，２型糖尿病患者
组的２４小时的 ＲＭＳＳＤ、ＳＤＮＮ、ｐＮＮ５０明显低于对照
组，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因此在糖尿病患者中
进行心率变异检测，对预测糖尿病早期自主神经病变

具有重要意义，其结论与当前研究类似［４］。本研究发

现２型糖尿病组患者 ＲＭＳＳＤ，ＳＤＳＤ和 ｐＮＮ５０明显降
低，由此反映２型糖尿病患者迷走神经兴奋性降低，导
致对心律失常的抑制作用减弱，心室肌电稳定性差，极

易诱发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和心源性猝死［５－７］。２０１２
年，达军等分析老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心率变

异性时发现，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的 ＲＭＳＳＤ，ＳＤＳＤ
和ｐＮＮ５０较对照组明显减低，而室性早搏发生率、非
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发生率及缺血性 ＳＴＴ改变发生
率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８］。在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中，心率变
异性减低，则反映心脏植物神经对心血管调控能力减

低，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增加［９］。而且，心率变

异减低的程度与心脏功能损害程度成正相关。ＳＤＡＮＮ
反映交感神经张力大小，本研究发现ＳＤＡＮＮ在２组中
没有明显差异，可能与当前样本量偏小有关，今后需进

一步扩大样本量来进一步分析，也可能与本研究的病

例为平均（７６．４４±１１．２３）岁的老年人为主，而老年人
交感神经张力增加不明显有关。

糖尿病患者发生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及心源性猝死

与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密切相关，神经电生理检测可

·５４８·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用来检查出早期的亚临床型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

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包括中枢神经病变

及周围神经病变，其中自主神经病变发病率约为６０％，
其发病机制主要与高血糖引起的代谢紊乱、葡萄糖毒

性、脂毒性、与氧自由基引起的脂质过氧化、自身免疫

机制及生长因子致神经修复异常等因素有关［１０］。其

中代谢异常及滋养神经的微血管损害对糖尿病神经病

变的发生有重要的作用。糖尿病微血管损害主要表现

在神经的营养血管，特别是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基底膜

增厚，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血管壁内有脂肪和多糖沉

积，以致血管腔狭窄。关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病

机制，主要包含以下的方面内容：细胞内的信号转导过

程异常；细胞外的信号分子调控异常，如肾素 －血管紧
张素系统异常，各种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尤其是转化

生长因子－β升高；另外，全身病理因素引起的局部变
化，如交感神经系统活性增高、高血压的微血管病变、

高血脂等。同时２型糖尿病患者的血液黏滞度明显增
高，导致滋养神经的血管容易被纤维蛋白和血小板的

聚集而堵塞，从而导致微循环供血不足，长期的缺血缺

氧，使末梢神经纤维轴突变性，继以引起阶段性或弥漫

性的脱髓鞘病变［１１－１２］。

已有研究证实，氧化应激反应在糖尿病自主神经

病变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正常生理条件下，

氧自由基与其抗氧化防御系统处在动态平衡状态，但

在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患者，这种动态平衡被破坏，氧

化应激可诱导神经元的蛋白质、脂质及 ＤＮＡ受损，降
低神经系统的血流供应，阻碍轴索运输和信号转导。

此外，氧化应激还可导致神经生长因子、睫状神经营养

因子等减少，受损神经纤维的再生能力大幅度降低。

而且长期的高糖状态造成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堆积，进

一步促进了氧自由基的产生，进而使血管内皮损害，血

管腔狭窄或闭塞，神经内膜的缺血、缺氧，导致神经轴

突萎缩变性，最终使神经细胞传导障碍，导致糖尿病自

主神经病变的恶化［１３－１５］。

因此，对２型糖尿病患者进行有效的血糖管理，可
减少糖基化终产物产生，改善２型糖尿病患者的缺血、
缺氧及代谢异常，同时给予葛根素、银杏达莫等中药活

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予 α硫辛酸抗氧化，予依达拉
奉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改善神经功能，予

甲钴胺促进合成轴突的结构蛋白和修复损伤的髓鞘，

使轴突受损区域再生，防止轴突变性，修复营养损伤神

经；予依帕司他促进神经传导，降低血液黏稠度，从而

可改善患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

生［１６］。２０１３年，孟丽等［１７］研究发现，ＧＬＰ１受体激动
剂艾塞那肽，可以通过减少晚期糖基化终产物与受体

的级联作用发挥抗氧化作用，进而抑制糖尿病自主神

经病变患者的氧化应激水平，从而改善患者自主神经

的功能。２０１３年，董丽红等［１８］发现，２型糖尿病合并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自主神经功能明显受损，并

且随着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升高，糖尿病自主神经

病变更加显著，出现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大大提高，这

可能与同型半胱氨酸可以促进细胞因子所诱导的血管

壁平滑肌细胞的一氧化氮的合成有关，而一氧化氮可

能参与了心脏自主神经功能的调节。由此提示我们，

适当地补充叶酸、维生素 Ｂ１２，降低血同型半胱氨酸水
平，可改善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２０１４年，陈勇等观
察复方丹参滴丸能否治疗２型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
变，结果发现服用复方丹参滴丸患者的自主神经症状

明显好转，心率变异指标显著提高，因此认为复方丹参

滴丸可改善糖尿病患者心率变异性［１９］。

虽然当前仍是小样本的病例对照研究，但是通过

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观察心率变异，可让我们了解２型
糖尿病患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损伤的程度，从而进一

步对２型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进行有效的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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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２种流程模式对不同手术方式下的结直肠癌
患者围术期的影响
钟志凤，杜金林，张天明，王庆华

摘要：目的　比较传统模式（ＴＣ）与快速流程模式（ＦＴ）对不同手术方式下的结直肠癌患者围术期的影响。方
法　选择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期间入住金华市中心医院的结直肠癌患者１００例，按照随机分组的方法分为
快速流程模式（ＦＴ）组与传统模式（ＴＣ）组，比较２组患者在基线资料（包括性别构成、平均年龄、ＴＮＭ分期、分化
程度、组织学类型、肿瘤位置、内科并发症发生率以及ＡＳＡ分级等方面）、手术情况（包括手术名称、手术时间以及
术中出血情况等）以及术后早期恢复情况（观察指标包括术后住院时间、首次经口进食时间以及并发症、监督各

项ＦＴ环节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①ＦＴ组与ＴＣ组在性别构成、平均年龄、ＴＮＭ分期、分化程度、组织学类型、肿
瘤位置、内科并发症发生率以及ＡＳＡ分级等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ＦＴ组与ＴＣ组在手术类
型的构成比、手术时间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２组在术中出血量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③ＦＴ组患者首次下床时间、首次经口进食时间、首次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明显小于ＴＣ组，
２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术后２周病死率及再入院率均为０；ＦＴ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小
于ＴＣ组，２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２组一般并发症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快速流程模式（ＦＴ）能够促进不同手术方式下的结直肠癌患者的早期康复，有效降低
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且能够随着 ＦＴ环节完成度的不断增加而取得更加显著的临床疗效，值得
在临床上加以推广并应用。

关键词：传统模式（ＴＣ）；快速流程模式（ＦＴ）；结直肠癌；围术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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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ｏｒ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ＦＴ，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ｅ；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ｒｅ；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ｍｐａｃｔ

　　快速流程模式（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ＦＴ），也可以称之为“快
速手术流程”或者“快速康复”［１］，指的是通过围术期

有效的流程改变，在患者病理及生理变化的基础上而

实行的一系列术前、术中以及术后综合管理策略。它

是一种将外科、麻醉、护理等学科的研究证据整合的一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２３２１２）
作者单位：３２１０００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
通讯作者：钟志凤，Ｅｍａｉｌ：ｚｈｉｆｅｎｇｚｈｏｎｇ１２３＠１６３．ｃｏｍ

种新理念，是优化临床措施、减少应激、促进患者早日

康复、减少并发症和缩短住院时间的实践过程［２－３］。

经临床证实表明，ＦＴ能够有效促进直肠癌患者术后康
复、缩短术后住院时间以及减小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等［４－７］，同时还能够减少心功能不全、下肢静脉血栓及

肺部感染等的发生［８］，但是能够最终成功将快速流程

模式应用于外科临床实践，取决于三大要素，即优化术

后镇痛、早期离床活动及促进肠功能的恢复［２］。本研

究主要探讨了传统模式（ＴＣ）与ＦＴ对不同手术方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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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直肠癌患者围术期的影响，现将具体的研究结果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入住
我院的１００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本组患者
按照随机分组的方法随机地均分为ＦＴ组与ＴＣ组，ＦＴ
组男性２８例，女性 ２２例，年龄 ３２～８５岁，平均年龄
（６０．１３±７．８２）岁，ＴＮＭ分期：Ⅰ期为５例，Ⅱ期为２１
例，Ⅲ／Ⅳ期为２４例，分化程度：低分化１６例，中／高分
化３４例，组织学类型：腺癌３３例，黏液腺癌１７例，美
国麻醉医师联合会（ＡＳＡ）病情分级：Ⅰ级 ４例，Ⅱ级
２６例，Ⅲ级１８例，Ⅳ级２例。内科合并症：高血压１５
例，心血管疾病６例，肺功能障碍１９例，肾疾病１０例，
手术类型：右半结肠切除术 ３例，左半结肠切除术 ２
例，乙状结肠癌根治术９例，直肠癌根治术３６例。ＴＣ
组男性３０例，女性 ２０例，年龄 ３０～８２岁，平均年龄
（６２．３８±１０．８７）岁，ＴＮＭ分期：Ⅰ期为４例，Ⅱ期为２６
例，Ⅲ／Ⅳ期为２０例，分化程度：低分化１７例，中／高分
化３３例，组织学类型：腺癌３５例，黏液腺癌１５例，美
国麻醉医师联合会（ＡＳＡ）病情分级：Ⅰ级 ６例，Ⅱ级
２０例，Ⅲ级 ２０例，Ⅳ级 ４例，内科合并症：高血压 １１
例，心血管疾病９例，肺功能障碍１２例，肾疾病１８例，
手术类型：右半结肠切除术 ６例，左半结肠切除术 ２
例，乙状结肠癌根治术６例，直肠癌根治术３６例。比
较２组患者的年龄、ＴＮＭ分期、分化程度、组织学类
型、肿瘤位置、内科并发症发生率、ＡＳＡ分级以及手术
类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故２组患
者基本资料情况相近，具有可比性。

１２　排除标准　①拒绝参与研究的患者；②拒绝治疗
方案的患者；③结直肠癌复发需要重新进行手术的患
者；④经病理学诊断为多原发癌的患者；⑤剔除对 ＦＴ
方案有禁忌的患者，包括对术后早期出现有禁忌以及

可能延长住院时间、急诊手术、结直肠癌手术失败以及

心、肺、肝、肾等器官功能严重异常者［９］。

１３　干预方式　ＦＴ患者组采用 ＦＴ模式进行围术期
管理：术前书面以及口头通知患者，术后１～３ｄ平均
补液量在２Ｌ以内，胃管术后１ｄ内拔出，尿管结肠术
后１ｄ内拔出，直肠术后３ｄ拔出，引流管术后１ｄ内
拔出，术后第１天于床边活动，第２天下床行走，术后
２４ｈ内进饮水或浓茶水，耐受者４８ｈ后进食。ＴＣ患
者组主要采用常规的模式进行围术期管理［１０］：术前未

进行任何沟通，术后１～３ｄ补液量超过２Ｌ，胃管待肠
功能恢复之后拔出，尿管结肠术后３～５ｄ拔出，直肠
术后５～７ｄ拔出，引流管安置时间超过１ｄ，首次排气
后才进流质食物。

１４　观察指标　本研究主要观察指标包括：①基线资
料：包括性别构成、平均年龄、ＴＮＭ分期、分化程度、组
织学类型、肿瘤位置、内科并发症发生率以及 ＡＳＡ分
级等方面；②手术情况：包括手术类型、手术时间以及
术中出血情况等；③术后观察指标：包括术后住院时
间、首次经口进食时间以及并发症、监督各项 ＦＴ环节
等［１１］。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分类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或者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手术情况对比　见表１。ＦＴ组与ＴＣ组在手
术类型的构成比（包括右半结肠切除术、左半结肠切除

术、乙状结肠癌根治术以及直肠癌根治术）、手术时间

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２组在
术中出血量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ＦＴ组与ＴＣ组结直肠癌手术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手术类型

右半结肠切除术 左半结肠切除术 乙状结肠癌根治术 直肠癌根治术

手术时间

（ｘ±ｓ，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ｘ±ｓ，ｍｌ）
ＦＴ组 ５０ ３（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９（１８．００） ３６（７２．００） １０６．２３±２２．１９ ２９．１８±２．９８
ＴＣ组 ５０ ６（１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６（１２．００） ３６（７２．００） １１８．９１±３３．８９ ４９．７７±１４．２０
χ２或ｔ值 １．２０２ａ １．７８２ ６．７７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为χ２值。

２２　２组患者康复指标与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见
表２。由下表可知，ＦＴ组与 ＴＣ组在康复指标（首次排
气时间、首次下床时间以及首次经口进食时间）及并发

症总发生率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但是２组在一般并发症发生率（肠梗阻、谵
妄、尿路感染、肺部感染、应激性溃疡）及手术并发症

（切口感染、切口液化、吻合口瘘）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ＦＴ主要环节完成情况分析　ＦＴ患者组中，患者
均全部采用了限制液体策略，但是其他环节却未完全

实施：下床活动 ３５例（占 ７０．００％），经口进食 ３１例

（占６２．００％），胃管管理４４例（占８８．００％），引流管安
置 ３０例 （占 ６０．００％）以及尿管安置 １４例 （占
２８．００％）。

３　讨　论
　　快速流程是近年来在国外研究较为深入的一种多
学科医疗流程模式，ＦＴ是应用现有的临床成熟理论，
采用各种循证医学已证实有效的方法，减少术中创伤，

改良围手术期各项措施，减少机体应激反应，促进术后

康复的有效方式。主要包括术前准备、术中处理及术

后处理三方面。ＦＴ是近年普通外科治疗领域中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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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进入的一个全新概念，其根据患者腹部手术过程中

新出现的病理和生理特点，进而对围手术期多项处理

方法进行全方位改良、优化及重新组合，来达到降低手

术应激，维护脏器功能，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

间，最终达到促进患者尽快康复的目标。随着社会发

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快速流程概念应运而生。术中

微创是关键环节之一。微创手术是对手术操作技术这

个关键环节的改变和创新，是整个快速流程中的中心

环节，将当前的各种微创技术与快速流程结合，能够进

一步凸显ＦＴ在手术上的优势。
表２　ＦＴ组与ＴＣ组结直肠癌患者康复指标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ｉ＝５０）

组别
首次排气

时间（ｄ）
首次下床

时间（ｄ）
首次经口进食

时间（ｘ±ｓ，ｄ）
术后住院时间

（ｘ±ｓ，ｄ）
并发症总发生率

（ｎ，％）
一般并发症

发生率（ｎ，％）
肠梗阻（ｎ，％）

ＦＴ组 ３．７８±１．０３ １．９２±０．９８ ２．４４±０．９９ ９．２１±１．６６ ６（１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１（２．００）
ＴＣ组 ４．６０±１．７０ ２．９５±１．１８ ３．７０±１．５６ １３．０１±１．９８ １５（３０．００） ８（１６．００） ２（４．００）
χ２或ｔ值 ４．００２ａ ８．９９３ａ １０．１８２ａ １２．３６７ａ １０．１１２ １．２２７ ０．７７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组别
谵妄

（ｎ，％）
尿路感染

（ｎ，％）
肺部感染

（ｎ，％）
应激性溃疡

（ｎ，％）
手术并发症

发生率（ｎ，％）
切口感染

（ｎ，％）
伤口液化

（ｎ，％）
吻合口瘘

（ｎ，％）
ＦＴ组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 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ＴＣ组 ２（４．００） 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χ２或ｔ值 ０．９２９ ０．５５６ ０．７７３ ０．６６８ ０．９９８ ０．７７７ ０．５６５ ０．８８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为ｔ值。

　　在临床实践中因为不同解剖因素和肿瘤病理学改
变，针对结直肠癌的外科治疗手段较多，选择不同的手

术方式其术后康复情况可能会有明显的差异［１２］。而

术后限制补液策略在结肠癌切除术后康复中的优势，

促使研究者观察其在直肠癌切除术后是否能达到同样

的效果，并进一步了解限制补液对不同手术策略下患

者术后康复情况的影响［１３－１６］。有关微创手术的研究

早于ＦＴ，其减轻炎性反应的效果已得到证明，而且微
创手术优势的表现形式也是痛苦小、并发症少、住院时

间短等，和如今 ＦＴ加速康复的临床指标如出一辙，甚
至有学者认为ＦＴ的出现与微创手术的发展有很大关
系。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患者快速康复是ＦＴ的综合作
用还是微创手术单独的作用？那些不同于传统的围手

术期管理有没有减轻炎性反应的作用？因此，只有在

研究中将微创手术这个对炎性反应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的干预因素去除后，方可切实评价围手术期管理的作

用。目前认为禁食、肠道准备、胃肠减压、引流、导尿以

及卧床等常规围手术期管理环节和手术创伤一样，同

时也是可导致应激／炎性反应的创伤因子。从循证医
学的角度对这些有创因子逐一进行评价，证明既往对

肠道准备质量的苛求并没有减少感染反而增高了吻合

口漏的几率。

由于结直肠癌手术术后早期康复及住院时间长短

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手术创伤程度、术后肠麻痹时间

长短、器官功能恢复情况，同时也受到胃管常规安置和

限制经口进食的影响。ＦＴ作为一种多模式的康复流
程，综合了多种循证的围手术期管理环节，能够有效减

轻手术应激和器官功能障碍，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率，促进患者的早期康复，缩短住院时间，已经成为结

直肠外科重要的围手术期管理方法之一。

本研究结果表明，ＦＴ组与ＴＣ组在性别构成、平均
年龄、ＴＮＭ分期、分化程度、组织学类型、肿瘤位置、内
科并发症发生率以及 ＡＳＡ分级等方面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ＦＴ组与 ＴＣ组在手术类型的构
成比、手术时间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是２组在术中出血量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ＦＴ组与 ＴＣ组在康复指标及并发症
总发生率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但是２组在一般并发症发生率及手术并发症发
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表
明，在术前做好宣教，详尽告知患者的病情、可能采取

的手术方式、康复各阶段可能的时间，让同类患者现身

说法，增强患者的信心，让患者更好地配合医务人员完

成手术，减少术中出血量。此外，本研究在基线一致的

条件下，在全身并发症方面，肠梗阻、谵妄、应激性溃

疡、尿路感染、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相似，说明

ＦＴ不会增加一般并发症的发生率，还可能减轻术后应
激反应［１７－１８］。同时，ＦＴ组未发现肺功能障碍病例，这
与ＦＴ组限制液体策略有关［１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肺功能的负担，说明ＦＴ模式在结直肠癌患者中应用具
有一定的安全性，甚至可带来理想的恢复效果。在手

术并发症方面，切口感染、切口液化和吻合口漏的发生

率在ＦＴ模式与传统组相似，说明 ＦＴ模式微创化操作
不会增加结直肠癌患者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进

一步说明其良好的安全性。术后早期康复方面，ＦＴ组
术后首次排气时间较传统组更早，这与ＦＴ的相关研究
相符［１５］。本研究 ＦＴ组进食时间明显早于传统组，且
并未增加肠梗阻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说明结直肠癌患

者较好地耐受了术后早期进食，这也是肠功能恢复的

一种体现。并且早期进行肠内喂食，可以降低高分解

代谢。ＦＴ组患者首次下床活动早于传统组，说明结直
肠癌患者能够耐受早期活动，充分的止痛是重要的方

法；由于ＦＴ模式能够减小创伤，减轻炎症反应，为早期
下床活动提供了条件，因此，早期下床的成功实施也意

味着结直肠癌患者 ＦＴ模式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因
此结直肠癌患者术后不需要长期的卧床休息，这将增加

肌肉丢失，降低肌肉强度，损害肺功能及组织氧化能力，

加重静脉淤滞及血栓形成，应想方设法增加患者术后的

活动。在本研究中，ＦＴ组术后住院时间（９．２１±１．６６）ｄ
与传统组术后住院时间（１３．０１±１．９８）ｄ（下转第９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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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热休克蛋白７２对体外培养大鼠肝细胞
脂肪变性的影响
朱冬芳，晏春根，黄丹文

摘要：目的　探讨重组热休克蛋白７２（ＨＳＰ７２）对体外５０％胎牛血清培养的大鼠肝细胞脂肪变性及肝细胞损伤的
影响。方法　ＳＤ大鼠肝细胞分４组培养。①对照组：ＤＭＥＭ培养液（不含血清）与多粘菌素Ｂ；②实验组１：对照
组培养液中加５０％胎牛血清；③实验组２：对照组培养液中加５０％胎牛血清与重组ＨＳＰ７２；④实验组３：对照组培
养液中加重组ＨＳＰ７２。动态检测各组肝细胞内甘油三酯（ＴＧ）含量、脂肪变性率及悬液中 ＡＬＴ、ＡＳＴ含量。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统计分析实验结果。结果　对照组肝细胞内 ＴＧ含量及悬液中 ＡＬＴ、ＡＳＴ含量无显著变化（均 Ｐ＞
０．０５），肝细胞脂肪变性率为０。实验组１、２肝细胞脂肪变性明显，肝细胞内 ＴＧ及悬液中 ＡＬＴ、ＡＳＴ含量较对照
组均显著升高（均Ｐ＜０．０１），且与其它组比较实验组２变化更为显著（Ｐ＜０．０１）；实验组３肝细胞内 ＴＧ无明显
变化（Ｐ＞０．０５），肝细胞脂肪变性率为０，但悬液中ＡＬＴ、ＡＳＴ含量却较对照组有显著升高（均Ｐ＜０．０１）。结论　
重组ＨＳＰ７２能导致肝细胞损伤，但不能诱导肝细胞脂肪变性；重组 ＨＳＰ７２能加重５０％胎牛血清所诱导的肝细胞
脂肪变性及肝细胞损伤。

关键词：重组热休克蛋白７２；肝细胞；脂肪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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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的研究表明，非感染性炎性应答是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ＡＦＬＤ）
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内质网应激可能通过炎性损伤、

脂质代谢失调等参与ＮＡＦＬＤ的发病［１－２］，但其确切机

制尚未明了。有学者发现，与脂肪性肝病相类似，存在

持续的内质网应激及慢性炎性损伤的糖尿病［３－４］、冠

心病［５－６］、高血压［７］患者的外周血中有高水平热休克

蛋白７２（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ｐｒｏｔｅｉｎ７２，ＨＳＰ７２）的表达；前期研
究发现［８］，释放至细胞外的 ＨＳＰ７２介导的炎性应答参
与人类ＮＡＦＬＤ的发生发展。本文探讨重组 ＨＳＰ７２对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Ｙ２１００９６１）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朱冬

芳）；消化内科（晏春根）；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黄

丹文）

通讯作者：晏春根，Ｅｍａｉｌ：ｙｃｇ２８＠１６３．ｃｏｍ

体外培养的大鼠肝细胞脂肪变性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清洁级 ＳＤ雄性大鼠，质量（２００±
５０）ｇ，购于浙江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胰蛋白酶、
多粘菌素、５０％胎牛血清购于Ｓｉｇｍａ公司；Ⅳ型胶原酶
购于Ｗｏ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公司；ＤＭＥＭ培养基（不
含血清）、细胞裂解液购于ＧＩＢＣＯ公司；重组ＨＳＰ７２蛋
白由本实验室制备［９］。

１２　肝细胞分离培养　大鼠以３μｌ／ｇ剂量１０％水合
氯醛腹腔注射麻醉后，腹部以７５％酒精消毒、去毛后
移至超净台，切开皮肤，暴露门静脉和下腔静脉，于下

腔静脉胸段后插入静脉套管针以动脉夹固定，剪开门

静脉，同时排空套管针内的空气，向肝脏灌注３７℃预
热的原位灌注液，流速３０ｍｌ／ｍｉｎ。约１５～２０ｍｉ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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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变为灰白色即停止灌注；换用３７℃预热的胶原酶
缓冲液灌注，流速为１５ｍｌ／ｍｉｎ，待肝脏表面出现裂痕
时停止灌注。取下肝脏，撕开肝包膜，将肝细胞刷入预

冷的ＰＢＳ液中，过１００目筛；３７℃水浴预孵育３０ｍｉｎ，
冰浴冷却至 ４℃，过 ２００目筛；以 ３５０ｒ／ｍｉｎ离心 ２
ｍｉｎ，细胞沉淀物用ＰＢＳ缓冲液重悬；上述洗涤过程重
复２次，最后将肝细胞重悬于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经
ＰＡＳ染色鉴定、台盼蓝法检测细胞存活率，活细胞数≥
９５％方可用于实验。调整细胞密度为２．０×１０５／Ｌ，接
种于２４孔（每孔１ｍｌ）及９６孔（每孔０．１ｍｌ）培养板
内，３７℃、５０ｍｌ／ＬＣＯ２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２４ｈ后用
于以下实验。

１３　实验分组　上述肝细胞分成４组培养。①对照
组：加入ＤＭＥＭ培养液与多粘菌素 Ｂ；②实验组１：加
入ＤＭＥＭ培养液、多粘菌素 Ｂ与５０％胎牛血清；③实
验组２：加入 ＤＭＥＭ培养液、多粘菌素 Ｂ、５０％胎牛血
清与重组ＨＳＰ７２；④实验组３：加入 ＤＭＥＭ培养液、多
粘菌素Ｂ与重组ＨＳＰ７２。各组肝细胞均在３７℃、５％
ＣＯ２培养箱中继续孵育７２ｈ，动态检测肝细胞内甘油
三酯（ＴＧ）含量、脂肪变性率及培养悬液中 ＡＬＴ、ＡＳＴ
含量。

１４　肝细胞脂肪变性的检测
１４１　ＴＧ测定　将待测细胞种植于６孔板内，胰酶
消化，离心并ＰＢＳ缓冲液冲洗后，加入细胞裂解液，震
荡，冰上放置 ３０ｍｉｎ，细胞充分裂解后，４℃、１４０００
ｒｐｍ离心１０ｍｉｎ。上清液加异丙醇萃取后，甘油３磷
酸氧化酶法检测其中ＴＧ的含量。
１４２　油红Ｏ染色　各组肝细胞在不同时间点培养
后，分别做以下处理：ＰＢＳ缓冲液洗３次，４％中性甲醛
固定１５ｍｉｎ，加油红Ｏ试剂染色１５ｍｉｎ，６０％异丙醇洗
３次，苏木素染核５ｍｉｎ，洗去染色液后，镜下观察细胞
内的脂滴并对脂肪变性的细胞计数。结果判定标准：

以细胞质内出现红色的脂滴为脂肪变性细胞。高倍镜

下计数脂肪变性肝细胞，每研究组计数５组，每组１００
个肝细胞，以５组脂肪变性肝细胞数的（ｘ±ｓ）表示肝
细胞脂肪变性率。

１５　ＡＬＴ、ＡＳＴ检测　生化分析仪检测不同培养时间
肝细胞悬液ＡＬＴ、ＡＳＴ含量。
１６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２组计量
资料比较用ｔ检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统计学处理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肝细胞形态学观察及油红 Ｏ染色　低倍镜下可
见新分离的大鼠肝细胞晶莹透亮，呈圆球形，折光性

强，有立体感，台盼蓝染色计数显示健康肝细胞的比例

平均为９７％。各组肝细胞油红Ｏ染色后的镜下观：对
照组（图１，见封三）与实验组３各时间点肝细胞内均
未见红染的脂滴；实验组１在培养４８ｈ、７２ｈ后出现较

明显的肝细胞脂肪变性，胞质内有许多红染的脂滴，但

仍可见肝细胞形态（图２，见封三）；实验组２则培养后
２４ｈ即出现非常明显的肝细胞脂肪变性，胞质内有弥
漫红染的脂滴，且细胞变圆，核大，部分细胞核被挤到

一侧，类似印戒样改变（图３，见封三）。对照组、实验
组３各时间点肝细胞脂变率均为０；实验组１培养２４ｈ
肝细胞脂肪变率为０，４８ｈ、７２ｈ肝细胞脂变率分别为
（３４．６２±１０．１９）、（６２．１３±１４．２７）个；实验组２培养
２４ｈ、４８ｈ、７２ｈ肝细胞脂变率分别为（２７．２６±６．７１）、
（５３．８４±９．０５）、（９６．３９±２３．８２）个。
２２　肝细胞内ＴＧ含量　正常肝细胞内只有少量 ＴＧ
存在，４组肝细胞在０ｈ时ＴＧ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１．２７，Ｐ＞０．０５）；对照组与实验组３在培养过程
中的不同时间点肝细胞内 ＴＧ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２．３５，Ｐ＞０．０５）；实验组１中，随着培养时间的延
长，肝细胞内的 ＴＧ含量不断增多，且２４ｈ、４８ｈ、７２ｈ
时间点ＴＧ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相应时间点的含量
（ｔ２４ｈ＝６．５３，Ｐ＜０．０１；ｔ４８ｈ＝９．４１，Ｐ＜０．０１；ｔ７２ｈ＝
１３．２７，Ｐ＜０．０１），说明５０％胎牛血清成功诱导了肝细
胞脂肪变性。实验组２中，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肝细
胞内ＴＧ含量不断增多，且该组不同时间点肝细胞 ＴＧ
含量均显著高于其它３组对应时间点肝细胞 ＴＧ含量
（Ｆ２４ｈ＝５．７４，Ｐ＜０．０１；Ｆ４８ｈ＝１１．３６，Ｐ＜０．０１；Ｆ７２ｈ＝
２１．０８，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培养肝细胞内不同时间点ＴＧ
含量［ｍｇ／（１０７ｃｅｌｌ），ｎｉ＝６］

组别 ０ｈ ２４ｈ ４８ｈ ７２ｈ

对照组 １．０８±０．３７ １．１６±０．４２ １．１９±０．５１ １．２０±０．４６
实验组１ １．１２±０．６１ ２．９３±０．６４ａ ４．３８±１．１４ａ ７．３２±１．７９ａ

实验组２ １．１６±０．５２ ３．７６±１．２７ｂ ７．４１±２．０８ｂ １０．１７±２．１４ｂ

实验组３ １．１０±０．４３ １．１５±０．４１ １．１７±０．３６ １．１８±０．６１

　　注：与对照组及实验组 ３比较，ａＰ＜０．０１；与其他组比较，ｂＰ＜
０．０１。

２３　肝细胞悬液中ＡＬＴ、ＡＳＴ含量　各组培养的肝细
胞悬液中均有一定的ＡＬＴ、ＡＳＴ含量，各组０ｈ时ＡＬＴ、
ＡＳＴ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ＡＬＴ＝１．７２，Ｐ＞０．０５；
ＦＡＳＴ＝２．０６，Ｐ＞０．０５），且对照组在培养过程中不同时
间点的肝细胞悬液中 ＡＬＴ、ＡＳＴ含量仍无显著变化
（ＦＡＬＴ＝０．９６，Ｐ＞０．０５；ＦＡＳＴ＝１．２９，Ｐ＞０．０５）。随着
培养时间的延长，各实验组肝细胞悬液中ＡＬＴ、ＡＳＴ含
量不断增多，且２４ｈ、４８ｈ、７２ｈ时间点ＡＬＴ、ＡＳＴ含量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相应时间点的含量（ＡＬＴ：Ｆ２４ｈ＝
５．１８，Ｐ＜０．０１；Ｆ４８ｈ＝９．０５，Ｐ＜０．０１；Ｆ７２ｈ＝１４．７２，
Ｐ＜０．０１；ＡＳＴ：Ｆ２４ｈ＝６．０７，Ｐ＜０．０１；Ｆ４８ｈ＝１１．２４，Ｐ＜
０．０１；Ｆ７２ｈ＝１８．０９，Ｐ＜０．０１），而实验组２不同时间点
肝细胞悬液中ＡＬＴ、ＡＳＴ含量升高尤为显著（与其它各
实验组相应时间点比较，ＡＬＴ：Ｆ２４ｈ＝５．０４，Ｐ＜０．０１；
Ｆ４８ｈ＝１２．５８，Ｐ＜０．０１；Ｆ７２ｈ＝１７．０４，Ｐ＜０．０１；ＡＳＴ：
Ｆ２４ｈ＝６．１３，Ｐ＜０．０１；Ｆ４８ｈ＝８．６８，Ｐ＜０．０１；Ｆ７２ｈ＝
１０．３５，Ｐ＜０．０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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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ＬＲｓ）是模式识别
受体，主要识别细菌脂多糖、脂蛋白等外源性配体，其

启动的炎性应答在先天及获得性免疫中的作用已成为

近几年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深入，目前认为，ＴＬＲｓ
不仅识别外源性配体，而且识别细胞坏死或裂解后释

放的ＨＳＰｓ、透明质酸等内源性“危险分子”，其启动的
炎性应答可能是脂肪性肝病、糖尿病、高血压及冠心病

等多种慢性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１０－１１］。因此，调

控内源性分子与ＴＬＲｓ表达或阻断其后的信号通路可
能有助于减弱或阻抑脂肪性炎性肝损伤；深入研究

ＨＳＰ７２调控ＴＬＲｓ信号通路的机制无疑对减少 ＮＡＦＬＤ
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表２　肝细胞悬液中ＡＬＴ、ＡＳＴ含量［Ｕ／（１０７ｃｅｌｌ），ｎｉ＝６］

组别 项目 ０ｈ ２４ｈ ４８ｈ ７２ｈ

对照组　 ＡＬＴ １１．３６±３．１６ １２．１４±２．６８ １２．６１±４．５７ １３．８４±３．７２
ＡＳＴ １３．６７±２．３６ １４．３５±６．８１ １４．７２±６．３１ １５．１８±３．３８

实验组１ ＡＬＴ １１．５８±３．５８ ２８．７１±４．１６ａ ３７．４８±５．０９ａ ４６．３２±６．３５ａ

ＡＳＴ １２．２９±３．６６ ３１．３９±４．６２ｄ ３５．４１±５．７３ｄ ４２．５６±６．８４ｄ

实验组２ ＡＬＴ １０．６３±３．０７ ５９．１３±４．２８ｂ ７５．２４±９．４６ｂ ８７．３６±１１．８３ｂ

ＡＳＴ １３．４８±２．３１ ４９．２７±５．８４ｅ ６７．３７±１０．７７ｅ ７４．３８±１３．３５ｅ

实验组３ ＡＬＴ ９．４８±２．２５ ３０．５７±３．６３ｃ ４１．５２±４．２７ｃ ４３．１６±６．１３ｃ

ＡＳＴ １２．３７±２．２６ ３２．５４±４．３７ｆ ４３．６７±３．７４ｆ ４８．０９±２．０６ｆ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ｃＰ＜０．０１，ｄＰ＜０．０１，ｆＰ＜０．０１；与实
验组１比较，ｂＰ＜０．０１，ｅＰ＜０．０１。

　　内质网应激时，其应激蛋白表达显著升高。ＨＳＰｓ
不仅表达于细胞内，而且可表达于细胞表面及分泌至

细胞外。不同部位ＨＳＰｓ功能不一样，如：细胞内ＨＳＰｓ
一般起保护作用，如抗凋亡、抑制基因表达、调节细胞

周期性增殖及抗炎等活性；细胞表面 ＨＳＰ７２能特异结
合ＮＫ细胞；而细胞外 ＨＳＰｓ功能则主要为：①介导抗
原递呈细胞对ＨＳＰｓ相关抗原肽的摄取和递呈；②作为
内源性危险信号启动细胞应激和免疫组织损伤；③结
合并调节病原相关分子模式分子诱导的 ＴＬＲｓ信号通
路，如增强黏附分子、协同刺激分子表达，促进细胞因

子、趋化因子释放等。由于细胞外ＨＳＰｓ免疫调节功能
的发现，目前掀起了对这类古老蛋白家族的研究热潮。

ＨＳＰ７０家族在绝大多数物种中普遍存在，被认为是整
个进化史中最保守的蛋白之一，包括结构型 ＨＳＰ７３和
诱导型 ＨＳＰ７２［４］。由于正常细胞很少甚至不表达
ＨＳＰ７２，而应激时却明显增加，因此，ＨＳＰ７２是目前国
内外该研究中最深入的一种。

笔者前期的动物模型体内研究结果表明［８］，释放

至细胞外的ＨＳＰ７２介导的炎性应答参与了 ＮＡＦＬＤ的
发生发展。然而，目前为此，重组 ＨＳＰ７２在体外培养
环境下对体外高脂血清培养肝细胞的脂肪变性及细胞

损伤的作用如何尚未见研究报道。

实验结果表明，在５０％胎牛血清环境下肝细胞培
养２４ｈ即出现较明显的脂肪变性及肝细胞损伤，且随
着时间延长，肝细胞变性及肝细胞损伤更为明显；培养

环境中若同时加入５０％胎牛血清与重组ＨＳＰ７２蛋白，
则肝细胞变性及肝细胞损伤比单纯５０％胎牛血清培

养的肝细胞更为显著；然而，培养环境中若仅加入重组

ＨＳＰ７２蛋白，肝细胞未见明显的脂肪变性，肝细胞内
ＴＧ含量无明显增加，但随着培养时间延长，肝细胞损
伤却越来越明显。因此，重组 ＨＳＰ７２虽然不能直接诱
导肝细胞脂肪变性，但能诱导肝细胞损伤，并能加重

５０％胎牛血清诱导的肝细胞脂肪变性及肝细胞损伤。
笔者前期的在体研究发现［８］，ＮＡＦＬＤ发生发展中

存在慢性炎性损伤、细胞外 ＨＳＰ７２含量增多及肝细胞
Ｔｏｌｌ样受体 ４表达显著增强，提示释放至细胞外的
ＨＳＰ７２可能介导Ｔｏｌｌ样受体４启动的炎性应答而参与
ＮＡＦＬＤ的发生发展；然而，本研究所发现的重组
ＨＳＰ７２蛋白诱导体外培养肝细胞损伤及加重５０％胎
牛血清诱导的肝细胞脂肪变性及肝细胞损伤是否也通

过激活Ｔｏｌｌ样受体４表达，进而启动 Ｔｏｌｌ样受体炎性
信号通路而加重肝细胞脂肪变性及肝细胞损伤尚需进

一步相关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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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ＴＥＴｓ评估抗精神病药物对心血管功能影响的研究
陶云海，施剑飞，江长旺，申变红，朱春燕

摘要：目的　探讨应用ＴＥＴｓ评估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对患者心功能影响的作用，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提
供依据，并尽早发现患者潜在心功能障碍。方法　选择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收治的
１００例服用利培酮片、喹硫平片、奥氮平片、阿立哌唑片及齐拉西酮胶囊进行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每组各２０
例，于患者服药前及服药１周、２周、３周后采用Ｂｒｕｃｅ方案进行ＴＥＴｓ，测定其达到亚极量心率所用时间或自感筋
疲力尽所需时间，并记录服药后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服药前及服药１周后，各组患者达到亚极量心率时间及终
止试验时自我疲劳等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服药２周及３周后各组患者达到亚极量心率时间显著降
低，终止试验时自我疲劳等级显著增高（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利培酮组较之其他组，组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且利培酮组患者２周及３周后ＴＥＴｓ阳性率也显著高于其他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不良反应方面，奥氮平组血糖、血脂升高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利培酮组血性
激素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ＴＥＴｓ可有效评估抗精神病药物对心血管功
能的影响，尽早发现潜在心功能障碍，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关键词：运动平板试验；心血管功能；抗精神病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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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ＥＴｓｃ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ａｎｔｉ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ｏｎ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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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ｕｇｕ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ＥＴｓ；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临床实践中，抗精神病药物导致的心血管不良影
响及心源性猝死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而，评估服

用抗精神病药物患者的心血管功能对于尽早发现其潜

在心功能障碍、减轻心血管不良反应、降低患者死亡率

具有重要意义［１］。常规心电图等检测方法仅可反映安

静状态下受检者心功能，潜在心功能障碍者可无明显

改变。但在一定负荷下，心脏储备功能可被调动，从

而，更加真实地反映其心功能，更有助于发现早期心功

能障碍者［２］。基于此，笔者采用 ＴＥＴｓ评估抗精神病
药物对患者心功能影响，探讨其评估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２
月收治的１００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精神障碍者
为研究对象。患者均符合我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项目（２０１１ＫＹＡ１３５）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３浙江省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科
通讯作者：施剑飞，Ｅｍａｉｌ：ｓｈｉｊｆ６５９２９３＠１６３．ｃｏｍ

准，并按照所服抗精神病药物分为５组，每组各２０例。
其中，男性３４例，女性６６例；年龄在２１～４３岁，平均
年龄（３８．５±４．１）岁；平均病程为（３．３±１．９）年。入
组标准：就诊于本院；未服用过或入组前１个月内未服
用抗精神病药物；可配合进行 ＴＥＴｓ；年龄２０～４５岁，
性别不限；半年内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排除既往高

血压史、心脏病史、颅脑外伤、脑器质性疾病或其他系

统重大疾病者，静息状态下心电图心肌明显缺血性改

变或心肌梗塞表现、严重心律失常者，存在电解质平衡

紊乱或服用强心苷类药物者，体弱或活动不便不能配

合ＴＥＴｓ等。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给药方法　利培酮平均用药量为（３．７±０．８）
ｍｇ／ｄ，最高剂量达 ６．０ｍｇ／ｄ；奥氮平平均剂量为
（１６．５±５．６）ｍｇ／ｄ，最高剂量为２０ｍｇ／ｄ；喹硫平平均
剂量为（４８６．２±１１９．３）ｍｇ／ｄ，最高剂量为７５０ｍｇ／ｄ；
阿哌利唑平均剂量为（１９．９±６．４）ｍｇ／ｄ，最高剂量为
３０ｍｇ／ｄ；齐拉西酮平均剂量为（１２４．７±２０．１）ｍｇ／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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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剂量达１４０ｍｇ／ｄ。各组患者均口服用药。
１２２　试验过程　试验前２ｈ内患者禁烟酒、禁食，
１２ｈ内避免剧烈的体力活动，并停用洋地黄类等可能
对试验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的药物。分别于患者服药前

及服药１周、２周、３周采用 Ｂｒｕｃｅ方案，使用运动平板
跑台（美国ＧＥ公司）及配套计算机测试分析软件进行
ＴＥＴｓ。通过测量患者达到亚急性心率所需时间及其达
到目标心率或终止试验时的自我疲劳等级，判断患者

心功能状态。试验过程中对患者血压、心电图进行检

测。根据其目标心率及其他指征判定是否终止试验。

对服药前及患者最好一次运动平板试验后血脂、血糖、

心肌酶谱、血性激素及脑电图进行检测，并采用 ＰＡＮ
ＳＳ、ＴＥＳＳ对患者精神疾病情况及副反应情况进行评
价［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包对所
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形式表
示，采用χ２检验及ｔ检验对计量资料及计数资料进行
统计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运动平板试验结果　分别于服药前、服药１周、２
周、３周进行ＴＥＴｓ评估患者心血管功能。服药前及１
周后，各组达到亚极量心率时间及其达到目标心率或

终止试验时自我疲劳等级无显著差异（ｔ１＝３．８６４，ｔ２＝
２．９８６，Ｐ＞０．０５）；服药２周及３周后较之前，利培酮组
患者达到亚极量心率时间显著降低，达到目标心率或

终止试验时自我疲劳等级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服药２周及３周后，利培酮组患者
达到亚极量心率时间显著低于其他组患者，终止试验

时自我疲劳等级显著高于其他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就ＴＥＴｓ阳性率而言，各组服药后
阳性率显著高于服药前，而利培酮组患者阳性率显著

高于其他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０１３，
Ｐ＜０．０５）。各组患者服药前、后ＴＥＴｓ结果，见表１。
２２　不良反应情况　各组试验前脑电图及血糖、血
脂、心肌酶谱和血性激素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最后一次试验后，各组患者在上述指标方面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最后一次试验后，
奥氮平组血糖、血脂升高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利培酮组血性激素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组（Ｐ＜０．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各组心肌酶谱及脑电图情况较

之试验前均有显著变化，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各组最后一次试验后不良反应情况见表２。

３　讨　论
　　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主要作用于多巴胺受体，除
此之外还具有较强的５羟色胺（５ＨＴ２）受体的阻滞作
用，因此被称为多巴胺 （ＤＡ）５ＨＴ受体拮抗剂
（ＳＤＡｓ），ＳＤＡｓ包括氯氮平、喹硫平、利培酮、奥氮平、

阿立哌唑和齐拉西酮［５］。这一类药物较第一代抗精神

病药物对锥体外系的不良反应轻，可以有效治疗精神

分裂症患者，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临床疗效

显著的同时，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也会对心脏产生一

些不良反应。这些药物具有抗胆碱能作用从而导致患

者窦性心动过速，反之通过 α１受体降血压，引起反射
性窦性心动过速等［６－７］。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还通过

影响患者Ｋ＋、Ｍｇ２＋通道及奎尼丁样作用，可以使心电
图出现可逆性非特异性改变［８－９］，如 ＳＴＴ波改变、Ｔ
波平坦或倒置，甚至会出现 ＱＴ间期延长和尖端扭转
性室速。

表１　各组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进行治疗的患者ＴＥＴｓ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服药前

试验阳性率（％） 达亚极量心率时间（ｍｉｎ） 平均自我疲劳等级

利培酮组 ２０ １（０．０５） １６．３４±２．４０ １４．６
喹硫平组 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６．４５±２．２２ １４．７
奥氮平组 ２０ １（０．０５） １６．４８±２．０９ １４．５
阿立哌唑组 ２０ １（０．０５） １６．２７±２．１６ １４．８
齐拉西酮组 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６．５３±１．９８ １４．４

组别 例数
服药１周

试验阳性率（％） 达亚极量心率时间（ｍｉｎ） 平均自我疲劳等级

利培酮组 ２０ ５（０．２５） １５．８９±３．１４ １５．３
喹硫平组 ２０ ３（０．１５） １６．０７±２．８８ １４．９
奥氮平组 ２０ ３（０．１５） １５．７３±２．９１ １５．５
阿立哌唑组 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５．８４±３．０５ １４．８
齐拉西酮组 ２０ ３（０．１５） １５．９４±３．１１ １４．９

组别 例数
服药２周

试验阳性率（％） 达亚极量心率时间（ｍｉｎ） 平均自我疲劳等级

利培酮组 ２０ ７（０．３５） １２．０２±１．８３ａ １７．９ａ

喹硫平组 ２０ ４（０．２０） １４．５６±２．０３ １６．４
奥氮平组 ２０ ４（０．２０） １３．９７±１．９４ １７．０
阿立哌唑组 ２０ ４（０．２０） １４．１９±２．１１ １６．８
齐拉西酮组 ２０ ３（０．１５） １４．４４±１．９０ １６．６

组别 例数
服药３周

试验阳性率（％） 达亚极量心率时间（ｍｉｎ） 平均自我疲劳等级

利培酮组 ２０ １１（０．５５） １０．０４±１．６７ａ １８．８ａ

喹硫平组 ２０ ７（０．３５） １１．６８±２．９６ １７．５
奥氮平组 ２０ ５（０．２５） １２．１７±２．１２ １７．１
阿立哌唑组 ２０ ６（０．３０） １２．２３±２．０９ １７．４
齐拉西酮组 ２０ ７（０．３５） １２．０１±１．９９ １７．８

　　注：组间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２　最后一次试验后各组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进行治疗的
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血糖升高 血脂升高 心肌酶谱升高 血性激素升高

利培酮组 ２０ １（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５（２５．００）ａ

喹硫平组 ２０ ２（１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奥氮平组 ２０ ６（３０．００）ａ ５（２５．００）ａ １（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阿立哌唑组 ２０ １（５．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齐拉西酮组 ２０ １（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

　　注：组间比较，ａ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较传统抗精神病
药物具有不良反应少等优点，可以显著减轻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阳性症状，改善患者阴性症状、情感症状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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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损害，但是它还会引起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功能改

变，如心动过速、心动过缓、ＳＴＴ波改变、Ｔ波平坦或倒
置等，同时具有多种多样的不良反应，其中氯氮平作为

目前临床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药物，其临床疗效显

著且价格便宜，但是其可以引起粒细胞减少症，体重增

加明显等严重不良反应，故目前临床上氯氮平不作为

首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而利培酮、奥氮平、齐拉

西酮及喹硫平引起不良反应也较多，尤其在心脏方面

的副反应临床上应加以注意。故我们需要对服用抗精

神病药物的患者进行心功能的监测，但是普通的心电

图只能反应患者静息状态的心功能。但是患者运动时

的心功能状态检测还另需方法。

Ｂｒｕｃｅ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提出借助活动平板进行运
动试验，并制定、建立相应的试验标准方案开启了现代

化运动试验。Ｂｒｕｃｅ方案也成为许多运动试验标准建
立的基础［１０］。如今，Ｂｒｕｃｅ方案仍然是国内外最为常
用的运动试验方案。由于冠状动脉具有强大的代偿能

力，在机体代谢及耗氧量增加的情况下，冠状动脉通过

其代偿作用，调动血流储备保证心肌获得足够的供氧

而不出现心肌缺血症状［１１］。对于部分早期心肌供氧

不足、存在冠脉硬化或狭窄者，由于冠状动脉代偿能力

及侧枝循环的建立，可无明显症状及心电图征象改变，

故早期常较难发现。然而，ＴＥＴｓ通过建立不同的分级
负荷，使受检者在运动状态下，短时间内心脏负荷增

加，加之其本身冠脉存在病变，造成心肌供氧与耗氧量

之间严重不平衡，诱发或加重心肌缺血，心电图呈现出

异常改变。ＴＥＴｓ作为心功能评价指标，可有效、客观、
准确地对抗心绞痛药物改善心肌缺血、心绞痛阈值及

提高运动耐量等进行评价，较之心电图，可对心功能及

心律失常做出更可靠且定量地评估［１２］。它具有完全

无创、操作简单的优点，运动平板试验不仅可以检查患

者心电图，而且进一步检查患者心脏储备功能，可以较

好的评价患者用药前后心功能情况。

本研究选用Ｂｒｕｃｅ方案，采用ＴＥＴｓ评估服用抗精
神病药物对患者心功能影响即较短时间内运动负荷的

增加使心脏负荷增加，通过心电图改变及患者达到亚

极量心率时间评估心血管功能，达亚极量心率需要时

间越长，心功能越好。此法可满足多数患者试验需要

最大负荷，应用广泛，易于进行。但是，各负荷级别间

运动量增加较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试验危险

性［１３－１４］。本研究中，５组患者用药２周及３周后运动
平板试验阳性数、自我疲劳等级较用药前显著增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组患者用药３周后达
亚极量心率所需时间较用药前显著缩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利培酮组在服药２周、３周后达到
亚极量心率时间显著低于其他组患者，终止试验时自

我疲劳等级显著高于其他组，且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他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利培
酮对患者心血管功能影响较大，可能与奎尼丁样作用、

药物抗胆碱药能作用及受体作用广泛有关，而不良反

应方面，奥氮平在血糖血脂方面影响较大，而利培酮在

性激素水平上影响较大 ［１５］。因而，在应用药物前，需

详细询问家族史、既往史，并将服药可能产生的不良反

应进行提醒。另外，鼓励患者定期进行预防性检查，尽

早发现不良反应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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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急诊监护室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的临床特点
及预后因素分析

刘洁泉，支绍册，洪广亮，赵光举，吴斌，李萌芳，邱俏檬，卢中秋

摘要：目的　探讨急诊监护室（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ＥＣＵ）收住的脓毒症（Ｓｅｐｓｉｓ）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的临床特点及
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调查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９月之间入住ＥＣＵ的１０７例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临床资料，
总结其临床特点，采用单因素分析以及多因素逐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其死亡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１０７例脓毒
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中，男性７１例（６６．４％），女性３６例（３３．６％），年龄（５９．５±１６．０）岁，器官衰竭数目（２．８±
１．０）个，呼吸道是最常见感染源（４９．５％，５３／１０７），心血管疾病（３４．６％，３７／１０７）是最常见的基础疾病；总病死率
７５．７％（８１／１０７）；多因素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显示：凝血功能障碍和多器官功能不全（ＭＯＤＳ）是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
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液净化和早期预防是其保护因素。结论　 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的患者预后差，病死
率极高，早期运用血液净化等多种抢救措施，防止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及凝血功能障碍有益于降低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病死率。
关键词：急诊监护室；ＡＲＤＳ；脓毒症；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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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的患者预后差，近年来我国多
中心研究报告显示，各ＩＣＵ脓毒症（Ｓｅｐｓｉｓ）并发ＡＲＤＳ
病死率高达５０％～９０％［１－３］。急诊监护室（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ＥＣＵ）是急诊危重病抢救的核心，收治患者
多具有起病急、进展快，病情多样化、病情种类繁多等

特点。目前，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临床治疗预后普遍较
差，治疗方案以综合性对症支持治疗为主。为此，回顾

性总结我院急诊科ＥＣＵ自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９月
收治的１０７例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的临床资料，分
析其死亡危险因素，旨在急诊科早期识别，早期干预，

改善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临床预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９月期间

基金项目：浙江省“十二五”高校重点学科；浙江省医学创新学

科建设计划（１１ＣＸ２６）；浙江省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
计划（２０１２ＸＫＡ２８）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医学
中心

通讯作者：卢中秋，Ｅｍａｉｌ：ｌｚｑ６４０８１５＠１６３．ｃｏｍ

入住我院 ＥＣＵ，符合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标准的患者
１０７例。资料不完整、病史不详、不符合要求的病例均
未纳入本研究。

１２　临床诊断依据　①脓毒性休克：采取２００８年拯
救严重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治疗指南所制定的诊断标

准［４］。②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参照Ｂａｕｅ等的诊断
标准［３］，呼吸功能衰竭诊断标准：患者发生急性呼吸困

难，进行辅助呼吸 ＞２４ｈ，动脉血氧分压／吸入氧浓度
（ＰａＯ２／ＦｉＯ２）＜２００；肝功能衰竭：患者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ＡＬＴ）＞正常２倍，总胆红素（Ｔｂｉｌ）＞３４．２μｍｏｌ／
Ｌ；肾功能衰竭：患者血肌酐（Ｓｃｒ）＞１７６．８μｍｏｌ／Ｌ；中
枢功能衰竭：患者Ｇｌａｓｇｏｗ评分＜６分；凝血功能衰竭：
患者血小板 ＜５万／μｌ，血纤维蛋白 ＜２ｇ／Ｌ，凝血酶原
时间＞１５ｓ以及出现纤维蛋白降解产物＞２０μｇ／ｍｌ。
１３　分析方法　设计表格，回顾性分析所收集１０７例
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的临床资料。①一般项目：年
龄、性别、病因、住院时间等；②既往史、手术史、外伤
史、慢性疾病史、过敏史、烟酒嗜好等；③现病史：起病
诱因、时间、症状、患者意识状态、首发感染部位、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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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各器官衰竭出现的时间、器官衰竭个数等；④治疗
方案：抗菌药物、血管活性药物、液体复苏方案、输血／
血制品、抗凝药物、糖皮质激素、碳酸氢钠、机械通气方

式、血液净化治疗等；⑤患者重要生化指标：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ＡＬＴ）、总胆红素、血肌酐（Ｓｃｒ）、凝血酶原时
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血小板计数、血纤维蛋白、纤维蛋

白降解产物等；⑥患者预后：“好转”包括病情稳定后；
“出院”；“死亡”包括院内死亡和因不可逆器官功能衰

竭而致的自动出院。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计量资料先进行正态性分

析，非正态分布结果采取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表示，

比较使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正态分布结果用（ｘ±ｓ）
表示，多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率和构成比表示，比较用χ２检验；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
者的主要死亡相关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分析后，选取

Ｐ＜０．０５的因素进行非条件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最终结
果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一般临床特点　在符合
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诊断标准的 １０７例患者中（如表
１），男性７１例（６６．４％），女性３６例（３３．６％），平均年
龄（５９．５±１．０）岁，ＥＣＵ治疗时间（９．２±２０．６）ｄ，总住
院时间（１２．７±２８．８）ｄ，器官衰竭数目（２．８±１．０）
个，；最常见首发感染部位为肺部５３例（４９．５％），肺
部感染病死率（８６．８％），消化道感染（８９．７％），下肢
蜂窝织炎感染（９０．９％），病死率均较高。９３例
（８６．９％）患者具有基础疾病，其中最常见的基础疾病
为心血管系统疾病（３７例，３４．６％），具有恶性肿瘤基
础病变（１１／１１，１００％）和肝脏衰竭（１２／１４，８５．７％）的
患者病死率相对更高，需在临床中对相关患者加以重

视。

２２　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２２１　单因素分析　将年龄、性别、基础疾病、总住院
时间、ＥＣＵ居住时间、器官衰竭数目、贫血、气管切开、
血液净化、机械通气、凝血障碍、烟酒嗜好、酸中毒、碳

酸氢钠、血制品共１５个因素统计后，进入分析。脓毒
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存活组与死亡组相比较在基础疾
病、总住院时间、ＥＣＵ治疗时间、器官衰竭数目、凝血
障碍、血液净化、烟酒嗜好、碳酸氢钠等８个因素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２　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死亡危险因素多因素
分析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筛选出与预后明显相关的５
个因素作多因素逐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法，
α入 ＝０．１０，α出 ＝０．１５），再次筛选后得出回归方程。
对于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多器官衰竭和凝血功能
障碍为危险因素（ＯＲ＞１），血液净化和住院治疗时间
大于１周是保护因素（ＯＲ＜１），Ｐ＜０．０５。见表３。

３　讨　论
３１　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的临床特点　本样本中，

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总病死率为７５．７％，男性与女
性病死率无明显差异，呼吸道是最常见感染源，消化道

感染、下肢蜂窝织炎感染等也为重要病因。患者以并

发心血管系统衰竭最为常见，但相比较而言，伴有恶性

肿瘤，肝脏衰竭患者病死率更高。患者多数有基础疾

病，心血管疾病是最常见的基础疾病，其次为内分泌疾

病。多因素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显示：凝血功能障碍和多
器官功能衰竭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液净化

和住院时间是其保护因素。

表１　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临床特点

项目 类别 例数（％） 死亡数（％）

性别 男性 ７１（６６．４） ５５（７７．５）
女性 ３６（３３．６） ２６（７２．２）

首发衰竭器官 呼吸系统 １０７（１００．０） ８１（７５．７）
心血管系统 ９７（９０．７） ５９（６０．８）
肾脏 ３７（３４．６） ２５（６７．６）

血液系统 ２４（２２．４） １４（５８．３）
中枢神经系统 １７（１５．９） １０（５８．８）

肝脏 ４４（４１．１） ３５（７９．６）
感染部位 肺部 ５３（４９．５） ４６（８６．８）

消化道 ２９（２７．１） ２６（８９．７）
下肢 １１（１０．３） １０（９０．９）
腹腔 ７（６．５） ６（８５．７）
泌尿系 ３（２．８） １（３３．３）
心血管 ２（１．９） １（５０．０）
皮肤 １（０．９） １（１００．０）

子宫附件 １（０．９） ０（０）
基础疾病 心血管系统疾病 ３７（３４．６） ３０（８１．１）

内分泌疾病 １８（１６．８） １１（６１．１）
肝病 １４（１３．１） １２（８５．７）

恶性肿瘤 １１（１０．３） １１（１００．０）
呼吸系统疾病 ９（８．４） ７（７７．８）
泌尿系统疾病 ７（６．５） ３（４２．９）
脑血管疾病 ７（６．５） ５（７１．４）

自身免疫性疾病 ６（５．６） ５（８３．３）
精神疾病 ３（２．８） ２（６６．７）

消化系统疾病 ２（１．９） １（５０．０）
无 １４（１３．１） ７（５０．０）

３２　病死率　本研究结果提示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
者总病死率为７５．７％（８１／１０７），男性与女性病死率无
明显差异。国内一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回顾性研

究［１］统计提示，在 １８９例 ＡＲＤＳ患者中，轻、中、重度
ＡＲＤＳ患者的病死率分别为２０．８％、４５．１％及６３．５％，
均较本研究结果中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的总病死率
为低。同时，本研究结果中患者总病死率与国内学者

许玉蛾［５］（６６．７％）、张亮［６］（６２．５％）的研究对比，也
存在着一定差异。患者病死率差别的原因可能与采用

不同的ＡＲＤＳ及脓毒症诊断标准，患者来源与构成，患
者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采取不同治疗方案等因素有关。
３３　病因　相关研究［３，５－６］表明，在多数脓毒症患者

中，呼吸道是最常见的感染源，肺脏更是脓毒症炎症因

子首先攻击的靶器官，因而病因学上，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的患者以肺部感染为最常见。本资料提示肺部
感染为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最主要病因（４９．５％），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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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率高达８６．８％，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结论。同时，
本研究亦提示消化道感染，下肢蜂窝织炎感染等也为

患者发病的重要病因，且病死率（８９．７％，９０．９％）远
高于平均水平。

消化道为人体最大的细菌储备库，消化道感染至

脓毒症时，由于肠黏膜缺血缺氧，微循环障碍，肠道通

透性升高，内毒素释放入血，以及肠道细胞坏死，产生

多种细胞因子等一连串瀑布反应。最终造成肠道菌群

移位及内毒素血症，引起 ＡＲＤＳ。本案例中，下肢蜂窝
织炎感染患者病原学包括创伤弧菌、铜绿假单胞菌、气

单胞菌等，因其发病早期以肢体肿痛、局部血疱等症状

为主，易误诊为药物过敏、血管病变、雷诺病等，待出现

败血症、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后，病理

生理变化多已难以逆转。抢救难度大，要求高。故以

上两种病因所致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病死率均高于
平均水平。提示我们在具体诊疗中，除最常见的肺部

感染之外，也需对腹部感染，下肢蜂窝织炎等病死率

高，易误诊的病因提高警惕。在病史采集过程中详细

询问，在诊疗过程中注意患者病情进展可以起到一定

效果。此外，下肢蜂窝织炎感染，尤其是弧菌感染性脓

毒症，早期手术切开，清创减压亦是诊疗的重要环

节［７］。

表２　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死亡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

男 女

总住院治疗

时间（ｄ）
ＥＣＵ治疗
时间（ｄ）

基础疾病

有 无

器官衰竭数目

均值 １ ２ ３ ４
凝血障碍

有 无

存活组 ２６ ５５．２±１６．６ １６ １０ ２５．８±３０．４ １１．５±１９．１ １９ ７ ２．６±１．３ ６ ７ ７ ６ ７ １９
死亡组 ８１ ６０．９±１５．６ ５５ ２６ １２．７±２８．８ ８．４±２１．１ ７４ ７ ４．１±１．５ ８ ２１ ２４ ２８ ４８ ３３
Ｐ值 ０．１３６ ０．６３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组别 例数
气管切开

有 无

血液净化

有 无

机械通气

有 无

贫血

有 无

烟酒嗜好

有 无

发生酸中毒

有 无

使用碳酸氢钠

有 无

使用血制品

有 无

存活组 ２６ １４ １２ １０ １６ ２２ ４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１ １３ １３ １９ ７ ９ １７
死亡组 ８１ ５８ ２３ ８ ７３ ７５ ６ ３４ ４７ １３ ６８ ２６ ５５ ４３ ３８ ３１ ５０
Ｐ值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２５２ ０．８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４ ０．８１８

表３　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死亡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ＳＢ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多器官衰竭 ２．２１８ ０．６８９ １０．３７２ ０．００１ ９．１８６２．３８２～３５．４２２
血液净化 －１．５４６ ０．７６９ ４．０３９ ０．０４４ ０．２１３０．０４７～０．９６２
凝血障碍 １．６５８ ０．７１７ ５．３４０ ０．０２１ ５．２４８１．２８６～２１．４０９
治疗时间（≥７ｄ） －２．７６２ ０．７２７ １４．４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３０．０１５～０．２６３
常数项 －０．８２２ ０．９８０ ０．７０３ ０．４０２ ０．４４０

３４　基础疾病　本资料中，９３例（８６．９％）患者本身
具有基础疾病，且病死率（７９．６％）明显高于无基础疾
病患者（５０％），心血管系统、肝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
疾病、自身免疫疾病患者病死率均高于本资料平均病

死率（７５．７％），其中以恶性肿瘤基础病变的患者病死
率最高，肝病与心血管疾病患者次之；患有内分泌、泌

尿、精神、消化系统等基础疾病患者病死率低于总病死

率。

恶性肿瘤患者本身基础条件差，免疫低下，容易继

发感染，发生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时病情进展快，难以控
制，预后不佳。作为人体最大的网状内皮细胞吞噬系

统，肝脏可以通过肝内正常微循环清除人体内各种致

病微生物、其代谢产物，激活并释放多种细胞因子、急

性时相蛋白等［８］。本资料中肝病患者主要为慢性乙肝

肝硬化患者。其肝脏储备能力不足，合成和代谢功能

低下。在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病程中，由于微循环障碍，
灌注不足，易因肝脏急性缺血缺氧出现肝功能急剧恶

化，肝脏衰竭，导致患者预后不佳。同时，肝脏是人体

重要的免疫、凝血器官。肝功能，尤其凝血功能也是影

响脓毒症病情危重的重要指标［９］。心血管系统基础病

变患者以高血压最为常见。此类患者血压长期控制不

佳，在病程进展中，更易出现由于血压大幅波动造成的

多器官供血不足，微循环障碍，器官功能损伤，加重休

克，增加病死率。提示我们在患者具有基础疾病，特别

是恶性肿瘤、肝病、心血管系统等疾病时需格外注意原

发病的诊疗及相应对症支持治疗。

３５　危险因素　本研究提示多器官功能衰竭、凝血功
能障碍均为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与相关研究报道［５－６，１０－１１］一致。

本资料中，随着器官衰竭数上升，患者病死率随之

显著上升，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
患者本身具有肺功能不全、循环功能障碍，一旦合并其

它器官功能衰竭，且功能衰竭的器官数目越多，预后越

恶劣，死亡危险明显增加，ＯＲ值高达９．１８６。提示我
们不仅要注意对患者呼吸衰竭的治疗，同时应该注意

保护其他脏器功能，保持内环境稳态，才有可能提高患

者的生存率。

本资料还提示，凝血障碍是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患
者的危险因素，ＯＲ值５．２４８。相关研究［９，１２］表明血小

板计数与临床出血风险并无明显相关性，单纯输注血

小板不能明显提高患者生存率。但新发血小板减少致

患者住院时间明显延长，并可能增加再感染及其他并

发症的机会［１３］。与此同时，在脓毒症进展过程中，凝

血系统活化和纤溶系统受抑制是多器官功能不全的重

要环节。肺微循环中出现血小板凝集和微血栓形成，

合并重症感染下，重度脓毒症的凝血功能紊乱导致全

身炎症反应、ＤＩＣ等，导致多脏器功能不全，严重影响
预后。凝血因子如凝血因子Ⅶａ、Ⅹａ、凝血酶等均可促
进炎症的发展［１４］。如何在改善循环缺血缺氧，治疗原

发病的同时，注意患者凝血功能，在抗感染治疗的同

时，进行必要的抗凝治疗，补充必要的凝血因子，而非

单纯的血小板，保护其它重要器官的功 （下转第８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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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血必净对急性弥漫性腹膜炎患者 Ｔｏｌｌ样受体
及炎性介质表达的影响

李大伟，王非，祝智军

摘要：目的　观察血必净干预下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合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ＰＢＭＣ）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ＬＲ２ｍＲＮＡ和ＴＬＲ４ｍＲＮＡ及下游炎症介质ＴＮＦα和ＩＬ６的表达，探讨血必净对ＳＩＲＳ的疗
效机制。方法　将６２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分为ＳＩＲＳ组（３３例）与非ＳＩＲＳ组（２９例），另外设立健康平行对照
组３０例。ＲＴＰＣＲ法检测治疗前后ＰＢＭＣ中ＴＬＲ２ｍＲＮＡ和ＴＬＲ４ｍＲＮＡ表达变化，及ＥＬＩＳＡ检测治疗前及治疗
的第１、３、５、７天血清炎症介质ＴＮＦα和ＩＬ６的变化，经ｔ检验比较各组间的差异性。结果　３３例ＳＩＲＳ患者经血
必净干预后ＰＢＭＣ中ＴＬＲ２ｍＲＮＡ（０．５１±０．１４）和ＴＬＲ４ｍＲＮＡ（０．６２±０．２３）及血清ＴＮＦα（３６．８９±１２．２３）、ＩＬ６
（４０．２７±３０．３１）表达均显著下降，且ＳＩＲＳ组降低较非 ＳＩＲ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急性弥漫
性腹膜炎ＳＩＲＳ组ＴＬＲ２ｍＲＮＡ和ＴＬＲ４ｍＲＮＡ及血清ＴＮＦα、ＩＬ６表达均显著下降且症状减轻，提示血必净在阻
断炎症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血必净；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Ｔｏｌｌ样受体；炎性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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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６２ａｃｕｔｅｄｉｆｆｕｓ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３３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Ｒ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３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ａｓ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ＬＲ２ｍＲＮＡａｎｄ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６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ｏｎ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１，３，５，７ｄａｙ
ｂｙＥＬＩ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ＸｕｅＢｉＪｉｎｇ，ＴＬＲ２ｍＲＮＡ（０．５１±０．１４）ａｎｄＴＬＲ４ｍＲＮＡ（０．６２±０．２３），
ＴＮＦα（３６．８９±１２．２３），ＩＬ６（４０．２７±３０．３１）ｗｅｒｅ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ｉｎ３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ＲＳ．Ｔｈｅ
ｄｏｗ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ＳＩＲＳ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ｏｎＳＩＲＳ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ＳＩＲ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ＬＲ２ｍＲＮＡａｎｄＴＬＲ４ｍＲＮＡ，ＴＮＦα，ＩＬ６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ＸｕｅＢｉＪｉｎｇ
ｍｉｇｈｔ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ｕｅＢｉＪｉｎｇ；Ａｃｕｔｅｄｉｆｆｕｓ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ｉｔ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ｕｍ

　　急性弥漫性腹膜炎是目前临床上常见的以急性腹
部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性腹腔内、盆腔和腹膜后

组织和脏器的炎性或外伤性等急剧的病理病变，是现

代重症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及热点问题。其临床特点

为起病急、变化迅速，危险性大，预后相对较差等为主

要表现的一组疾病，本病常常继发于腹腔脏器的梗阻、

绞窄、坏死、穿孔、破裂、血管的病变、宫外孕或继发于

严重腹腔内感染等。腹腔在经过上述病理变化而出现

严重感染后，机体将处于应激状态改变，例如肠黏膜缺

血、缺氧，屏障功能受损，肠道内毒素的大量转移、血液

和淋巴系统的吸收。由于肠道病菌及其释放内毒素的

影响，炎症细胞将释放大量细胞因子、炎性介质等活性

物质，这些活性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机体炎症反

应瀑布式放大，最终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
的发生。随着重症医学的发展，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一般项目（２０１２
ｋｙｂ１４３）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８杭州市，浙江省中医院普外科
通讯作者：李大伟，Ｅｍａｉｌ：ｍａｉｌｈｈｙ＠１６３．ｃｏｍ

积极地液体复苏、相关重要脏器的替代治疗及抗生素

的有效应用，本病的治愈率较前有一定的提高，但病死

率依然偏高。大量的临床报道及相关的实验机制的研

究发现，血必净可有效的改善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及其

导致的ＳＩＲＳ临床症状、体征及相关的炎症指标，但其
具体的作用疗效机制尚不清楚。现代研究已证实，Ｔｏｌｌ
样受体（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ＬＲ）是参与非特异性免疫
的一类重要蛋白质分子，也是连接非特异性免疫和特

异性免疫的桥梁。Ｔｏｌｌ样受体是单个的跨膜非催化性
蛋白质，可以识别来源于微生物的具有保守结构的分

子。当微生物突破机体的物理屏障，如皮肤、黏膜等

时，ＴＬＲ可以识别它们并激活机体产生免疫细胞应答。
Ｔｏｌｌ样受体属于模式识别受体的一种，目前的基因组
研究发现其存在１０种不同的受体，不同的受体接受不
同的刺激，激活相应的信号通路，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级

联反应，引起特异性的免疫应答。本临床研究拟通过

观察血必净对各种不同疾病引起的急性弥漫性腹膜炎

患者ＳＩＲＳ阶段的 ＰＢＭＣＴＬＲ２和 ＴＬＲ４基因的表达，
及其相关炎症介质的影响，进一步探讨血必净的作用

机制，为临床疗效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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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临床研究采用１９９１年美国胸科医
师学会及危重病学会联席会拟定的ＳＩＲＳ诊断标准［１］：

凡符合以下 ２项或 ２项以上可诊断 ＳＩＲＳ：①心率
（Ｐ）＞９０次／ｍｉｎ；②呼吸（Ｒ）＞２０次／ｍｉｎ或 ＰａＣＯ２＜
３２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③体温（Ｔ）＞３８℃
或＜３６℃；④ＷＢＣ＞１２×１０９／Ｌ或＜４×１０９／Ｌ，其中未
成熟粒细胞 ＞１０％。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９月入住
我院急诊及外科住院的６２例本病患者，其中３２例男
性，３０例女性，年龄在 ２２～６８岁之间，平均（３８．４±
１３．１）岁。其中相关原发病为：急性化脓性胆囊炎胆囊
穿孔５例，胃溃疡或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穿孔１３例，胆
源性急性胰腺炎１７例，外伤导致的肠穿孔２７例。依
据患者入院时的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按照 ＳＩＲＳ
诊断标准将患者纳入 ＳＩＲＳ组（３３例），非 ＳＩＲＳ组（２９
例）。另外设立健康平行对照者３０例。记录患者入院
时ＳＩＲＳ评分、治疗时间及病死率。
１２　治疗方法　ＳＩＲＳ组与非 ＳＩＲＳ组在常规术后给
予基础治疗，包括禁食水、胃肠减压、ＰＰＩ抑制胃酸分
泌及抗感染等支持治疗。ＳＩＲＳ组除常规治疗外，给予
血必净５０ｍｌ加入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中静脉滴注，控制
滴速，时间维持在０．５ｈ左右，２次／ｄ，连续静滴７ｄ（血
必净成分：红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天津红日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每支１０ｍｌ，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４００３３）。
１３　ＰＢＭＣ分离及其ｔＲＮＡ的提取　分别于患者开始
血必净治疗前及治疗开始的第１、３、５、７天分别抽取１
ｍｌ静脉血，抗凝处理后加入１ｍｌ的 Ｈａｎｋ’ｓ液，采用
ｂｉｏｖｏｌ细胞分离液（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分离得到单个核细
胞。然后用０．５ｍｌＴＲＩｚｏｌ溶液，按照 ＴＲＩｚｏｌ（罗氏）说
明书，逐步提取总 ＲＮＡ，并于异丙醇中进行沉淀，－２０
℃低温保存。
１４　ＰＢＭＣ中ＴＬＲ２ｍＲＮＡ和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的表达　
首先提取总 ＲＮＡ，采用紫外分光光度仪（ＵＶ９０００，上
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按照步骤测定其纯度及其含

量。首先取样本２ｇ，观察ＴＬＲ２ｍＲＮＡ和ＴＬＲ４ｍＲＮＡ
的表达，采用 ＲＴＰＣＲ，内参 βａｃｔｉｎ的扩增，引物序列
及结果见表１。并在扩增产物中从每个反应体系中取
６Ｌ，于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采用凝胶成像分析系
统，按步骤计算电泳条带的灰度值，与βａｃｔｉｎ相比较，
计算表达的相对强度。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分析软件分
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用（ｘ±ｓ）表示。所有假
设检验统一使用双侧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ＳＩＲＳ评分与临床预后　符合 ＳＩＲＳ的３３例患者
平均住院时间（１３．５±２．４）ｄ；非 ＳＩＲＳ患者平均住院
时间（７．５±１．８）ｄ。２组患者在住院时间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临床结局的统计中，非 ＳＩＲＳ

组无病例死亡，而 ＳＩＲＳ组则死亡２例，最终经证实其
为再次严重感染引起，与药物的不良反应等无明显相

关。

２２　ＰＢＭＣ中ＴＬＲ２和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水平　各组外周
血均有 ＴＬＲ２和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表达，正常组少量表达。
本病患者治疗前ＴＬＲ２和ＴＬＲ４ｍＲＮＡ显著增高，经血
必净治疗后并至第７天后下降明显，且ＳＩＲＳ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见图１、图２，表２）。

表１　ＰＣＲ引物序列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 产物（ｂｐ）

ＴＬＲ２ 正义５’ＧＧＣＣＡＧＣＡＡＡＴＴＡＣＣＴＧＴＧＴ３

反义５’ＴＴＣＴＣＣＡＣＣＣＡＧＴＡＧＧＣＡＴＣ３
１６７

ＴＬＲ４ 正义５’ＴＧＡＧＣＡＧＴＣＧＴＧＣＴＧＧＴＡＴＣ３

反义５’ＣＡＧＧＧＣＴＴＴＴＣＴＧＡＧＴＣＧＴＣ３
２９８

βａｃｔｉｎ 正义５’ＣＣＴＣＧＣＣＴＴＴＧＣＣＧＡＴＣＣ３

反义５’ＧＧＡＴＣＴＴＣＡＴＧＡＧＧＴＡＧＴＣＡＧＴＣ３
６２０

　　注：１为对照组；２为非ＳＩＲＳ

组；３为ＳＩＲＳ组。

图１　ＴＬＲ２ｍＲＮＡ７ｄ后的
表达

　　注：１为对照组；２为非ＳＩＲＳ

组；３为ＳＩＲＳ组。

图２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７ｄ后的
表达

表２　血必净治疗后患者外周血ＰＢＭＣＴＬＲ２ｍＲＮＡ和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表达（ｘ±ｓ）

组别　 例数
ＴＬＲ２ｍＲＮＡ

治疗前 ７ｄ后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

治疗前 ７ｄ后
正常组 ３０ 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９±０．０１ ０．２０±０．０３ ０．２１±０．０４
非ＳＩＲＳ ２９ １．２４±０．１１ ０．９１±０．１２ １．４２±０．２１ １．０１±０．１１
ＳＩＲＳ　 ３３ １．４３±０．３１ａ ０．５１±０．１４ａｂ １．４９±０．２１ａ ０．６２±０．２３ａｂ

　　注：与正常组及非 ＳＩＲＳ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ＳＩＲＳ组与治疗前比
较，ｂＰ＜０．０５。ＳＩＲＳ组患者ＴＬＲ２和ＴＬＲ４ｍＲＮＡ表达较其余２组均显
著降低，经ｔ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血清ＴＮＦα和ＩＬ６表达　见表３。细胞因子是
机体细胞分泌的小分子蛋白质，其通过结合靶细胞表

面的特异性受体发挥生物学作用。其中 ＴＮＦα由单
核巨噬细胞、Ｔ细胞，ＮＫ细胞分泌，基因定位于
６ｐ２１．４，长约３．６ｋｂｐ，有４个外显子和３个内含子，与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ＭＨＣ）基因紧密连锁位于
ＨＬＡＢ和ＨＬＡＣ２位点之间的 ＭＨＣ３类基因区内，由
ＴＮＦα和ＴＮＦβ组成，分别编码 ＴＮＦα和 ＴＮＦβ，其
功能是促进局部炎症，杀伤或抑制肿瘤激活内皮细胞。

白细胞介素最初认为由白细胞产生，又在白细胞间发

挥作用的细胞因子，后来发现白细胞介素可由其他细

胞产生，也可作用于其他细胞，但这一名称仍被沿用，

其有２９种，其中 ＩＬ６由单核巨噬细胞、Ｔ细胞、内皮
细胞分泌，其作用是促进 Ｔ、Ｂ细胞增殖分化急性期蛋
白产生。在本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各种炎症细胞的

激活，导致ＴＮＦα及ＩＬ６的过度释放，可加重 ＳＩＲ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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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组织细胞的损伤程度，并可诱导其他炎症细胞产

生诸如ＩＬ８等炎症介质，进而诱导产生下一级炎症介
质的连续释放，与此同时，这些炎症因子亦反过来刺激

相关的炎症细胞进一步产生 ＴＮＦα及 ＩＬ６，造成恶性

循环。最终形成炎症网络体系，促使临床症状的加重

及多器官功能障碍，因此，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可以有

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表３　３组在第１、３、５、７天的ＴＮＦα、ＩＬ６检测值（ｘ±ｓ，ｐｇ／ｍｌ）

组别 例数
ＴＮＦα

治疗前 第１天 第３天 第５天 第７天
正常组 ３０ ２７．７２±１５．８２ ２７．８４±１６．１２ ２７．８６±１５．３２ ２８．１６±１３．６９ ２７．８４±１６．３０
非ＳＩＲＳ组 ２９ ８８．１８±１９．６２ ８６．１８±２１．６２ａ ７０．１４±１９．４２ａ ５０．２３±１２．３５ａ ２２．１３±１２．２５ａ

ＳＩＲＳ组 ３３ ２５８．１７±２８．１３ ２３８．１７±３０．２２ａｂ １９６．３３±２２．４７ａｂ ９９．１２±２７．２２ａｂ ３６．８９±１２．２３ａｂｃ

组别 例数
ＩＬ６

治疗前 第１天 第３天 第５天 第７天
正常组 ３０ １２．９８±５．２７ １３．１５±５．９９ １３．９５±８．０１ １２．５４±７．１２ １２．３５±６．０２
非ＳＩＲＳ组 ２９ １００．３５±２８．２５ ９７．３５±３６．２５ａ ８６．３５±２９．６７ａ ７４．１６±２３．５２ａ ５３．１８±１５．３２ａ

ＳＩＲＳ组 ３３ ２５２．６７±４６．１４ ２２２．６６±４７．２３ａｂ １８４．３３±４０．５７ａｂ ９０．３２±３９．２７ａｂ ４０．２７±３０．３１ａｂｃ

　　注：与正常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非ＳＩＲＳ组比较，ｂＰ＜０．０５；ＳＩＲＳ组与治疗前比较，ｃＰ＜０．０５。ＳＩＲＳ组患者 ＴＮＦα及 ＩＬ６较其余２组均显著降
低，ＳＩＲＳ组疗后与疗前相比较显著下降，经ｔ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急性弥漫性腹膜炎为外科临床上常见的急腹症，
可由感染及非感染因素引起，当由感染因素引起时，主

要致病原为细菌内毒素／脂多糖。并且目前发现单核／
巨噬细胞膜表面表达多种 ＬＰＳ相关的受体，最新研究
发现ＴＬＲ作为并参与细胞内外 ＬＰＳ信号传导过程中
的重要蛋白［２］。其主要是 ＴＬＲ２和 ＴＬＲ４两种蛋白。
ＬＰＳ与靶细胞表面的ＴＬＲ４相互作用，并通过胞内信号
传导途径从而启动一系列免疫介导的炎症反应，最终

清除侵入的病原微生物等。ＴＬＲ２主要介导Ｇ＋细菌激
活细胞发挥作用，ＬＰＳ及其诱导产生的细胞因子亦可
以上调巨噬细胞表面 ＴＬＲ２，故 ＴＬＲ２虽不是识别 ＬＰＳ
的重要受体，但可能在促进ＳＩＲＳ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辅
助作用。另一方面，全身炎症反应的失控是由多种细

胞、多种细胞因子参与下的复杂的反应，其中有激素、

多种体液因子（包括促炎或抗炎介质）以及细胞粘附分

子等，他们之间的相互促进或相互拮抗，共同构成复杂

的调控网络。炎症发生的开始，炎症部位及其附近的

毛细血管后微静脉会扩张，血液流速减慢，进一步白细

胞着边，白细胞在黏附分子选择素及其配体介导下，沿

着血管内皮细胞滚动。内皮细胞和白细胞在 ＴＮＦα、
ＩＬ１、ＩＬ６和ＩＬ８等炎症因子作用下被进一步激活，内
皮细胞表面的细胞间黏附分子１以及白细胞膜表面的
整合素家族黏附分子表达增多，白细胞与内皮细胞在

增多的黏附分子介导下牢固黏附。之后，随着白细胞

表面选择素脱落消失，黏附作用减弱。在此过程中，白

细胞释放单性蛋白酶和胶原酶，破坏血管基底膜，传出

血管进入炎症区。在炎症细胞激活后能产生多种促炎

细胞因子，活化的炎症细胞释放的炎症介质一般仅在

炎症部位局部发挥防御作用，因子往往又导致炎症细

胞进一步活化，两者互为因果，形成炎症瀑布反应，通

过自我放大的级联反应产生大量炎性介质。炎症的反

应失控表现为播散性炎症细胞活化和炎症介质泛滥，

并在远隔部位引起全身性炎症，炎症介质溢出到血浆，

浓度升高，持续时间越长，预后越差，随着病情的好转，

血浆中的炎症介质逐渐减少。因此，本病中由于细菌

及脂多糖的刺激，体内炎症因子大量释放，并在短时间

内剧增，若不及时给予有效合理的治疗，因腹腔脓液与

毒素的吸收，可出现ＳＩＲＳ，危及患者的生命［３］。抗ＬＰＳ
单克隆抗体早一定程度上可中和 ＬＰＳ，但由于潜在副
作用而停用［４］；外科手术作为目前治疗本病的最有效

方法，因其受受腹腔内炎症、手术操作过程及本病引起

的电解质紊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炎症将继续持续，其

中ＴＮＦα是启动因子，其通过自身激活及级联反应激
活、最终会导致ＭＯＤＳ的发生［５］。

血必净作为一种中药复方制剂，其药物成分为红

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主要成分为红花色素等。

其主要功效为消散瘀毒、疏通经络、凉血活血化瘀，相

关的实验证实血必净可以对炎症反应过程细菌产生的

内毒素／脂多糖进行拮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拮抗炎症
细胞产生的炎症因子 ＴＮＦα对患者机体的作用，通过
增强机体组织的灌注及改善内脏的氧合从而改善组织

的循环，减少炎症因子的全身扩散，扭转了因氧代谢障

碍而产生的酸碱、电解质失衡及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

病理状态，从而恢复和改善患者的微循环，从而也减少

了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对减少脓毒血症及并发的感染

性休克和多脏器功能失调等有明显的优势［６－７］，冀兰

鑫等［８］通过分析认为该注射液主要为红花黄色素 Ａ
等１１种成分，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发现红花的主要水
溶性成分之一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能够减轻脂多糖
（ＬＰＳ）等造成的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并在一定程度
上调节因血小板激活因子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炎症因

子表达，使其表达减低。血小板激活因子作为一种重

要的炎症因子，在炎症反应等病理过程中也起着重要

的作用。这些研究都说明羟基红花黄色素Ａ能够缓解
细胞损伤，具有抗炎作用［９－１０］。其余的许多成分亦具

有抗炎作用，如洋川芎内酯 Ｉ、洋川芎内酯 Ｈ和丹酚酸
Ｂ，且具有强效拮抗由内源性炎性递质失控性释放的作
用，从而从根本上减轻因内毒素引发的炎症瀑布反应，

从而最终改善微循环，减轻症状，提高疗效，降低病死

率［１１－１３］。

血必净注射液通过在急性肾功能衰竭，严重的脓

毒症感染、改善脑血管的功能等大量的临床应用，均证

实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也进行了相关机 （下转第９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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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锁髓内钉早期动力化促进骨折愈合的临床研究
张建新，潘志军，厉勇，周杨

摘要：目的　研究及探讨交锁髓内钉早期动力化在促进胫骨骨折愈合及控制不良情况发生中的效果，以为其应
用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行治疗的７８例胫骨骨
折患者为研究对象，将７８例以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常规交锁髓内钉治疗组）３９例和观察组（交锁髓内钉
早期动力化治疗组）３９例，然后将２组中不同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的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评分结果与不良情况发生率、治疗前
后的血清ＶＥＧＦ、ＥＧＦ、足甲襞微循环指标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中不同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的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评分结
果优于对照组，不良情况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血清ＶＥＧＦ、ＥＧＦ、足甲襞微循环指标检测水平也明显好于对照组，Ｐ
均＜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后的比较项目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交锁髓内钉早期动力化不仅可有效促进胫
骨骨折愈合，而且对控制不良情况发生也发挥着积极的临床作用，因此其临床综合应用价值较高。

关键词：交锁髓内钉；早期动力化；胫骨骨折；愈合；不良情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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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胫骨骨折在所有骨折中所占比例较高，其对患者
造成的不良影响较为突出，主要为其可对患者的行动

等造成的不便极为明显，而这种不良影响在老年患者

中表现尤为突出，为达到早期治疗的目的，对于本类患

者的治疗临床主张早期进行手术治疗，较多治疗方法

中交锁髓内钉为应用率较高且效果较好的一类，但是

较多研究报道其仍有较高的延迟愈合等不良情况发

生，因此对于如何促进骨折有效愈合即成为研究热点，

而早期动力化治疗即是在此种情况下发展起来

的［１－２］，但也有较多研究并不认可此种干预治疗方式，

因此，本文中我们即就交锁髓内钉早期动力化在促进

胫骨骨折愈合及控制不良情况发生中的效果进行观

察，观察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于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２１２３８）
作者单位：３２３９００浙江省青田县人民医院骨科（张建新，厉勇，

周杨）；３１００５８杭州市，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
（张建新）；３１００５２杭州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骨科（潘志军）

通讯作者：张建新，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ｎｄｒ＠１６３．ｃｏｍ

本院进行治疗的 ７８例胫骨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将
７８例患者根据随机分配的方式分为对照组（常规交锁
髓内钉治疗组）３９例和观察组（交锁髓内钉早期动力
化治疗组）３９例。对照组的３９例患者中，男性２４例，
女性１５例，年龄２１～６４岁，平均年龄（３５．３±５．７）岁，
骨折至手术时间１．５～１０．０ｄ，平均（３．７±０．７）ｄ，ＡＯ／
ＡＳＩＦ分型：Ａ及Ｂ型２２例，Ｃ型１７例；致伤原因：车祸
致伤２９例，摔落致伤６例，其他原因致伤４例。观察
组的３９例患者中，男性２５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２０～６５
岁，平均年龄（３５．４±５．６）岁，骨折至手术时间１．０～
１０．０ｄ，平均（３．８±０．６）ｄ，ＡＯ／ＡＳＩＦ分型：Ａ及 Ｂ型
２２例，Ｃ型１７例；致伤原因：车祸致伤３０例，摔落致伤
７例，其他原因致伤２例。将２组胫骨骨折患者的性
别构成、平均年龄、骨折至手术时间、ＡＯ／ＡＳＩＦ分型及
致伤原因构成等方面进行比较，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因此认为２组患者之间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对照组按照常规交锁髓内钉治疗
方法进行干预，麻醉后于髌韧带内侧做切口，打开髓腔

后置入导针，然后以 Ｃ臂 Ｘ线机辅助进行复位处理，
然后进行常规扩髓，再将其进行静力性固定处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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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组于术后６周即进行动力化处理，Ｃ型骨折可根据
情况适当延后１～２周进行动力化处理。然后将２组
患者中不同 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的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评分结果
与不良情况发生率、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
周后的血清 ＶＥＧＦ、ＥＧＦ水平及足甲襞微循环指标水
平进行统计及比较。

１２２　检测方法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４周、８
周、１２周时取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５．０ｍｌ作为血液检
测标本，血液标本在采集后的０．５ｈ内送检，将其首先
进行离心处理，离心机为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艾本德）
５８１０Ｒ高速冷冻式离心机，将血标本以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的
速度离心处理 １５ｍｉｎ，然后取处理后的上清液进行
ＶＥＧＦ、ＥＧＦ水平的检测，其分别采用上海沪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ＥＬＩＳＡ检
测试剂盒及人表皮生长因子（ＥＧＦ）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进行
检测；足甲襞微循环检测指标为襻顶直径及管襻数目，

上述指标均采用ＭＣ９８０甲襞微血循环检测仪进行检
测，并且上述两个大方面的评估指标均由２名经验丰
富者进行多次检测取平均值的方法进行统计。

１３　评价标准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评分量表对患者的膝关节
的５个方面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其主要为膝活动度、
疼痛感、行走情况、稳定性及屈伸等，其中总分在２７分
及以上表示优，评分在 ２０～２６分之间为良，评分在
１０～１９分之间为可，在１０分以下为差［３］。总优良为

优加良。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的年龄、骨折至手术时
间、血清 ＶＥＧＦ、ＥＧＦ、足甲襞微循环指标（计量资料）
进行 ｔ检验处理，而性别构成、ＡＯ／ＡＳＩＦ分型构成、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评分结果、不良情况发生率（计数资料）进
行χ２检验处理，数据处理软件为ＳＡＳ６．０，Ｐ＜０．０５则
表示比较数据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中不同 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的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评分
结果比较　观察组中不同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的Ｒａｓｍｕｓ
ｓｅｎ评分优良率均高于对照组同样分型患者的优良率，
Ｐ均＜０．０５，２组患者的上述比较项目之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胫骨骨折患者中不同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的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评分结果比较（ｎ，％）

组别 类型 例数 优 良 可 差 总优良

对照组 Ａ与Ｂ型 ２２ １５（６８．１８） ４（１８．１８） ２（９．０９） １（４．５５） １９（８６．３６）
Ｃ型 １７ １０（５８．８２） ４（２３．５３）２（１１．７６） １（５．８８） １４（８２．３５）
合计 ３９ ２５（６４．１０） ８（２０．５１）４（１０．２６） ２（５．１３） ３３（８４．６２）

观察组 Ａ与Ｂ型 ２２ ２０（９０．９１） ２（９．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１００．００）ａ

Ｃ型 １７ １３（７６．４７） ３（１７．６５） １（５．８８） ０（０．００） １６（９４．１２）ａ

合计 ３９ ３３（８４．６２） ５（１２．８２） １（２．５６） ０（０．００） ３８（９７．４４）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中不同 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不良情况发生率比
较　观察组中不同 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不良情况发生率
均低于对照组同样分型者的不良情况发生率，Ｐ均 ＜

０．０５，２组患者的上述比较项目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胫骨骨折患者中不同ＡＯ／ＡＳＩＦ分型者不良情况

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类型　　 例数 延迟愈合 骨不连 其他 总数

对照组 Ａ与Ｂ型 ２２ １（４．５５） ０（０．００） １（４．５５） ２（９．０９）
Ｃ型　　 １７ １（５．８８） １（５．８８） １（５．８８） ３（１７．６５）
总数　　 ３９ ２（５．１３） １（２．５６） ２（５．１３） ５（１２．８２）

观察组 Ａ与Ｂ型 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ａ

Ｃ型　　 １７ １（５．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８８）ａ

总数　　 ３９ １（２．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６）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 ＶＥＧＦ、ＥＧＦ、足甲襞微
循环指标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者的血清 ＶＥＧＦ、ＥＧＦ、
足甲襞微循环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
而治疗后４周、８周及１２周观察组的血清 ＶＥＧＦ、ＥＧＦ
及足甲襞微循环指标均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３。
表３　２组胫骨骨折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ＶＥＧＦ、ＥＧＦ、

足甲襞微循环指标比较（ｎｉ＝３９）

组别 时间　　　
ＶＥＧＦ
（ｐｇ／ｍｌ）

ＥＧＦ
（μｇ／Ｌ）

襻顶直径

（μｍ）
管襻数目

（条／ｍｍ）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６５．３４±１５．４２ ３．３４±０．５３ ６．０３±０．６１ ４．３６±０．４６

治疗后４周 １７２．６４±１６．８８ ４．２０±０．６６ ６．４５±０．６７ ４．６８±０．４８
治疗后８周 ２０１．３３±１７．６９ ５．８７±０．７２ ７．１２±０．７４ ５．１２±０．５０
治疗后１２周 ２２３．７４±１８．５８ ８．９９±１．１５ ７．８９±０．７８ ５．６４±０．５６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６５．３６±１５．３９ ３．３６±０．５２ ６．０５±０．６０ ４．３８±０．４３
治疗后４周 ２３６．７８±１９．３５ ６．７３±０．７５ ８．５１±０．８２ ６．７８±０．６０
治疗后８周 ２５２．６９±２１．０４ａ ９．２４±１．３６ａ ９．４８±０．９２ａ ７．２１±０．６１ａ

治疗后１２周 ２７４．９７±２３．１３ａ １１．６２±１．４８ａ １１．０４±０．９８ａ ７．８７±０．６８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胫骨骨折是临床骨折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其临床
发生率较高，因此临床对于本类骨折的相关研究也较

多，尤其是治疗方面的研究极多［４－５］。其中交锁髓内

钉是临床研究较多，且效果较佳的一类应用于本类骨

折治疗的方法，其具有对骨折部位血供不良影响较小

及稳定性较佳等优点，因此临床对其肯定价值较高，应

用率也较高，广受临床肯定。但是较多研究显示，此类

方法治疗的患者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其术后的功能

恢复空间仍较大等，因此如何改进治疗效果则成为观

察研究的另一个重点。而有研究认为，动力化治疗是

改善交锁髓内钉治疗不足之处的重要方法，其可通过

将静力转换为动力型固定来达到改善局部压力及血供

的目的，因此具有较佳的促进骨折愈合的效果［６］，另

外，早期的动力化治疗有助于将骨折断端的应力平衡，

从而有助于减小骨折断端的间隙，从而为骨折两断端

的紧密接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为骨折断端的骨代谢

愈合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并且其动力化的因素有效弥

补了交锁髓内钉内固定而形成的应力遮挡效应，对于

骨痂的改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从而进一步影响及控

制到骨质疏松的发生，故临床对其肯定程度较高。但

是与此同时，临床也存在不少研究并不 （下转第９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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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腹腔镜技术在腹部闭合伤中的应用价值
史佩东，陈跃宇，郭润生

摘要：目的　分析腹腔镜技术在腹部闭合性外伤中的诊断与治疗的临床价值。方法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对１００例腹部闭合伤患者使用腹腔镜探查，并根据腹腔镜探查结果决定是否行镜下治疗或中转开腹手术。结
果　１００例患者９８例经探查后均获明确诊断，２例探查阴性。中转开腹２５例。平均手术时间９１ｍｉｎ（２９～２０１
ｍｉｎ），对于治疗性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为１２１ｍｉｎ（５０～１８２ｍｉｎ）。住院时间３～２０ｄ，平均８．９ｄ。其中腹腔镜
手术的患者住院时间为３～１２ｄ，平均６．５ｄ，其中２例探查阴性的患者住院时间为３ｄ。中转开腹的住院时间为
８～２２ｄ，平均１０．４ｄ。７５例闭合性外伤患者避免了开腹手术。其中包括５例胆囊破裂，６例脾脏包膜下小血肿，
１４例小肠破裂，５例大网膜破裂出血，９例肠系膜出血，３例结肠浆膜破裂，１１例后腹膜血肿，均在腹腔镜下行手
术治疗。有１１例术后有并发症，均为中转开腹患者，其中肺部感染６例，切口感染４例，１例肠梗阻。所有患者均
康复出院。结论　腹腔镜诊治腹部闭合伤具有创伤小、安全可靠、诊断率高、能有效降低阴性剖腹探查率、住院时
间缩短、并发症少等优点。对于临床诊断困难的腹部闭合性损伤可达到诊断与治疗的双重目的，对于腹腔镜下不

能完成诊治的病例，也可给中转开腹指明方向。

关键词：腹部闭合伤；腹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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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ｉｇｈ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ｌｏｗ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ｙｒａｔ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ｎｄｌｅｓ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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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ｌｕｎｔ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虽然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等辅助检查技术能
提高腹部闭合伤患者的术前诊断率，但是仍然有许多

患者因为病情较重（如伴有骨盆骨折等）无法送到放

射科行放射性检查，或当时的各项辅助检查无明确的

诊断意义，从而导致疾病诊治的延误，产生严重的并发

症［１－２］。腹腔镜技术在普外科的应用很广泛，比如腹

腔镜胆囊切除术、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等。但是对创伤

患者腹腔镜的使用却相对较少，这是由于外伤人群中

的内在因素和腹腔镜技术的一些局限性。随着腹腔镜

技术的发展及人员的培训，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腹部闭

合伤患者的诊断及治疗上。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使用

腹腔镜技术对腹部闭合伤患者的诊断及治疗中的作

用，从而能使更多的患者受益。我院于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用腹腔镜对１００例腹部闭合伤患者进行
了诊治，效果理想，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上海市

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专科资金资助（ＺＫ２０１２Ａ１５）；上海市嘉
定区卫生局课题（ＫＹＸＭ２００９１２３）

作者单位：２０１８００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普外科
通讯作者：郭润生，Ｅｍａｉｌ：ｇｒｓ９８２６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嘉定区中心医院普外科收治１００例腹部闭合性外伤患
者，其中男性６３例，女性３７例。年龄１７～６６岁，平均
年龄（３７．２７±１０．１６）岁。受伤原因：车祸７２例、高处
坠落１２例、重物挤压７例、打伤５例、摔伤４例。单脏
器损伤７６例，多发伤２４例。多发伤合并为颅脑外伤、
多发骨折、多脏器损伤。受伤至手术时间０．２～７２ｈ，
平均７ｈ。所有患者均血流动力学稳定（血压及心律正
常），均有腹痛症状，体检均有腹部压痛，２３例有反跳
痛。所有病例均行腹部超声检查，６３例有腹腔积液，
腹腔液性暗区７～３２ｍｍ，其中合并有胸腔液性暗区者
１０例。所有患者均行胸片检查，立位或者床边胸片，
其中１８例有气胸，单肺压缩２％～８０％；６例膈下游离
气体。８１例行腹部ＣＴ检查。有４５例患者，从急诊室
直接入手术室手术。５５例患者在急诊检查无明显手
术指征，仅有腹部弥散性压痛，故予以住院，入院１～３
ｄ后，患者腹部体征加重或Ｂ超示腹腔积液增多，而予
以行腹腔镜探查。

１２　诊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经吸氧、输液、留置
血液标本做常规化验，并常规行床边心电图、Ｂ超，并
放射科行胸片、ＣＴ检查。考虑消化道穿孔者行胃肠减
压，并给予留置导尿。有胸腔积液或者气胸者请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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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会诊后予以留置胸腔闭式引流管。所有病例均采用

气管插管麻醉，大多采取头高脚低位，麻醉成功后于脐

上做一纵行１ｃｍ切口（以方便中转开腹时直接延长切
口），建立气腹，气腹压 １２～１４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插入腹腔镜套管，用３０°镜探查腹腔，自左
膈顶开始逆时针旋转窥视全腹，了解腹腔内出血程度、

血凝块所在位置、有无活动性出血、消化道内容物有无

外溢及部位、大网膜汇集部位等。根据初步探查情况

再作２～３个操作孔，并适当调整患者体位，使用抓嵌
辅助使充分暴露，吸尽积血或积液，仔细探查，根据探

查结果决定进一步治疗方案。有下列情况时不能行腹

腔镜探查术：明确的开腹手术指征、凝血功能障碍、腹

部感染、腹腔内压较高（大于１５ｍｍＨｇ，内压的测量可
根据测量膀胱内压判断）。所有手术均为同一操作团

队，同一套腹腔镜设备完成。

２　结　果
　　１００例患者９８例经探查后均获明确诊断，２例探
查阴性。中转开腹２５例。平均手术时间９１ｍｉｎ（２９～
２０１ｍｉｎ），对于治疗性的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为１２１
ｍｉｎ（５０～１８２ｍｉｎ）。肝挫裂伤２８例，其中８例伤口较
深，多处裂伤，且有活动性出血而中转开腹。１２例予
以缝合、电凝、超声刀、明胶海绵、泰陵、生物蛋白胶封

闭创面止血。５例胆囊破裂，予以腹腔镜下胆囊切除
术。脾脏破裂１０例，６例包膜下小血肿未予处理外，
其他４例均中转开腹切除脾脏。小肠破裂１９例，２例
多处裂口，３例伴肠系膜破裂活动性出血，部分肠壁坏
死，予以中转开腹，１４例均行腹腔镜下修补术。大网
膜破裂出血５例，钛夹夹闭止血。肠系膜出血１１例，２
例因破裂范围较大，出血量多中转开腹，９例腹腔镜下
缝合、或钛夹夹闭止血。结肠破裂４例，１例为乙状结
肠，且破口较大予以中转开腹，３例为浆膜破裂，腹腔
镜下修补。胰腺损伤５例，均中转开腹。后腹膜血肿
１１例，无明显活动性出血，于盆腔放置皮管、小网膜孔
放置负压引流管引流。阴性探查２例。７５例闭合性
外伤患者避免了开腹手术。住院时间３～２０ｄ，平均
８．９ｄ。其中腹腔镜手术的患者住院时间为３～１２ｄ，
平均６．５ｄ，其中２例探查阴性的患者住院时间为３ｄ。
中转开腹的住院时间为８～２２ｄ，平均１０．４ｄ。有１１
例术后有并发症，均为中转开腹患者，其中肺部感染６
例，切口感染４例，１例肠梗阻，所有患者均康复出院。

３　讨　论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外伤在外科中的地位越来
越重要［３］。而腹部外伤是外伤发生时的常见部位，分

为开放性损伤及闭合性损伤。开放性损伤诊断相对较

容易，而闭合性腹部外伤患者具有起病急、进展快、变

化多的特点，手术时机难以把握。准确诊断腹部损伤

患者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几种方式可协助评估腹部损

伤。非侵入性的方法，如血流动力学监测、体格检查、

影像学检查。侵入性的方法，如腹腔穿刺、诊断性腹腔

灌洗术、诊断性腹腔镜探查及最终的剖腹探查术。闭

合性损伤的患者，部分患者仅有轻微腹痛，没有反跳痛

及肌紧张，即使行各种无创检查如 Ｂ超、Ｘｒａｙ、ＣＴ等，
仍然难以做出明确诊断［４］。在面临是否手术时，外科

医生很难做出抉择。根据无创检查而行剖腹探查阴性

率较高，且不必要的剖腹探查，增加患者痛苦及费用。

近年来，随着电视腹腔镜技术和器械的发展，腹腔镜在

腹部闭合伤的诊断和治疗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腹腔镜技术在腹部外伤中的应用并没有普及的原因

有：许多操作的紧急性、缺乏专业和高技术水平的外科

医生、相关的设备缺乏、腹膜后损伤诊断的困难及对漏

诊的恐惧［５］。

对于腹部闭合伤患者，血液动力学稳定，仅有腹胀

及腹部弥散性压痛，可暂予以保守治疗，若腹痛加剧后

再予以行腹腔镜探查。ＥｔｔｏｒｅＭａｒｚａｎｏ等对于一例腹
部闭合伤导致的肝脏外伤患者，入院４ｄ后行腹腔镜
探查，发现右肝管有小的胆漏，予以行腹腔镜下胆囊切

除＋术中经胆囊管造影 ＋Ｔ管引流术，术后患者恢复
较好，无明显并发症［６］。本研究组５５例患者入院后，
因腹痛加剧，出现腹膜炎症状；或Ｂ超示腹腔积液增加
及腹穿抽出不凝血，予以行腹腔镜探查，并予以相应治

疗，患者均恢复良好，说明对于腹部闭合伤患者，腹腔

镜探查及治疗是整体治疗的有效补充。

腹腔镜探查术在诊治腹部闭合伤中有明显的优

点［７－１３］，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明确诊断，降低阴性剖腹探查率：由于腹腔镜直视

下可清楚地观察腹腔内脏的情况，明确定性、定位诊断

腹腔内脏的损伤程度，避免遗漏腹腔内脏损伤，从而降

低阴性剖腹探查手术率，并减少了延误手术治疗的可

能。本研究的９８例行腹腔镜手术患者，全部明确诊
断，无一例遗漏，明确诊断率１００％。我院有２例探查
阴性患者，６例腹腔镜探查脾脏包膜下血肿而未予处
理者，避免了阴性及不必要的剖腹探查。

降低治疗性剖腹手术率：有些腹腔内脏损伤，可行

腹腔镜下止血、修补、缝合，从而降低治疗性剖腹手术

率。本组患者有７３例内脏损伤者，均在腹腔镜下完成
手术，避免了剖腹探查的手术率，所有腹腔镜下手术的

患者术后均恢复较好。

指导选择剖腹手术切口及术式：腹腔镜探查发现

腹腔内脏器损伤而不能在腹腔镜下处理时，可根据损

伤脏器的部位、程度选择合适的切口及术式，避免盲目

扩大切口的剖腹探查术，从而减少了手术创伤的打击，

有利于患者的恢复。本组４０例中转开 （下转第９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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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二氧化锆全瓷冠在前牙修复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武庆华，张晓东，朱坤

摘要：目的　探讨二氧化锆全瓷冠修复前牙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７月在蚌埠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口腔科就诊的前牙需要全冠修复的患者７８例共１３２颗患牙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３１例
５８颗患牙采用二氧化锆全瓷冠修复和对照组４７例７４颗患牙采用镍铬合金烤瓷冠修复，所有患者在修复完成后
每隔６个月复查一次，观察记录并比较２组修复体外形、颜色匹配、边缘密合度、龈缘着色及牙龈健康状况。结
果　１３２颗患牙修复１～２年后，观察组５８颗修复体在外形、颜色匹配、边缘密合度、龈缘着色方面满意合格率为
１００％，８颗患牙牙龈出现轻度炎症，龈不良反应率为１３．８％。对照组７４颗修复体，外形上，７０颗合格，４颗不合
格（２颗崩瓷，２颗有可见裂纹），满意合格率９４．６％；颜色匹配上，５７颗与邻牙颜色基本一致，满意合格率７７．０％；
边缘密合度方面，６３颗较满意，合格率为８５．１％；牙龈着色上，有５８颗牙龈无着色，满意合格率７８．４％；牙龈反应
方面，２６颗牙龈有不同程度的炎症，龈不良反应率为３５．１％。２组修复体相比，在外形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颜色匹配、边缘密合度、龈着色及牙龈健康方面差异较为显著（Ｐ均＜０．０５）。结论　二氧化锆全瓷冠比
较镍铬合金烤瓷冠修复前牙美学效果更佳，且耐用性好，对牙周组织影响小，是前牙修复的理想材料。

关键词：二氧化锆全瓷冠；镍铬合金烤瓷冠；前牙；修复体；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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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
对前牙区牙体牙列缺损的修复提出了更高的美学要

求。临床上较为常用的镍铬合金烤瓷冠因其强度高，

价格低，形态、色泽相对美观，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

但是近年来，有文献报道，镍铬合金烤瓷冠修复前牙后

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导致牙龈炎症，并可能出现龈缘黑

线，对美观要求较高的患者往往难以接受［１］。二氧化

锆全瓷冠生物相容性好，色泽稳定自然，耐腐蚀，耐磨

损，低导热，不导电，不会导致牙龈黑线［２］，且无金属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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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不产生ＣＴ伪影［３］，是取代金属烤瓷冠的理想修复

体，在临床上被越来越多的医师和患者所喜爱。为探

讨二氧化锆全瓷冠的临床疗效，笔者回顾性分析近几

年在我科就诊的７８例１３２颗冠修复患者的诊疗资料，
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７月在我
科就诊的前牙需全冠修复的患者７８例１３２颗患牙，其
中男性４２例７０颗，女性３６例６２颗，年龄１９～５６岁。
病例纳入标准：①颜色和形态异常，以及位置或轴向异
常因求美观需要冠修复者，例如四环素牙、氟斑牙、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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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缺损及切角缺损等；②牙体病变需要冠修复者［４］；③
死髓变色牙、切角缺损露髓、牙体牙髓病变以及个别牙

错位、扭转需改形修复者，术前行完善的根管治疗，Ｘ
线片示根充恰填，牙根完整，牙槽骨无明显吸收，根尖

周无阴影；④患者无夜磨牙或紧咬牙习惯，牙齿无松
动，牙根有足够的长度，无对刃牙合 、反牙合 ，所选患

者均能按约复诊，否则不在选择之列。１３２颗患牙按
照其所使用的修复材料随机分为观察组５８颗采用二
氧化锆全瓷冠修复和对照组７４颗采用镍铬合金烤瓷
冠修复，２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患牙情况相似，无显著
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修复方法　死髓牙需在完善的根管治疗１～２周
后，患者无不适主诉，牙龈健康的情况下进行牙体预

备，残根残冠预备前用玻璃纤维桩光固化树脂恢复核

型。活髓牙在局麻下进行牙体预备。牙体预备前用排

龈线常规排龈，观察组（二氧化锆全瓷冠组）按照全瓷

冠的牙体预备要求进行基于预备 ［５］：切端磨除量为

１．５～２．０ｍｍ；唇侧、舌侧预备１．０～１．５ｍｍ间隙，聚
合度６°～８°；邻面预备量为１．０ｍｍ；颈缘预备出宽１．０
ｍｍ位于龈下０．５～１．０ｍｍ的９０°肩台，各线角圆钝光
滑连续。对照组（镍铬合金烤瓷冠组）按烤瓷冠的要

求进行牙体预备：切端磨除１．５～２．０ｍｍ，唇面磨除
１．５ｍｍ，邻面去除倒凹颈缘形成０．８ｍｍ的肩台，舌侧
磨除１．０ｍｍ，颈缘预备出０．５～１．０ｍｍ宽位于龈下
０．５ｍｍ的连续肩台，聚合度２°～５°。牙体制备完成后
用排龈线重新收缩牙龈，使颈部肩台清晰可见，３Ｍ硅
橡胶夹心法制取印模，超硬石膏灌注模型，ＶＩＴ３Ｄ比色
板自然光下比色，临时冠修复，模型送同一技工中心制

作相应的修复体。修复体制作完成后口内试戴，注意

检查修复体边缘密合度、形态、色泽、邻接关系及咬合

关系等，进行必要的调磨，高度抛光，各项指标均满意

后，消毒牙面，３Ｍ玻璃离子粘固粉粘固，嘱患者修复后
勿用患牙咀嚼过硬食物，每隔半年复查一次，观察记录

修复体外形、颜色匹配、边缘密合度、龈缘着色及牙龈

健康状况等。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①修复体外形的完整性：修复体
没有脱落、折断、裂纹、崩瓷为合格；修复体出现脱落、

折断、裂纹、崩瓷为不合格。②颜色匹配：修复体与邻
牙颜色一致为匹配，否则为不匹配。③边缘密合度：修
复体与牙体间紧密贴合，边缘没有可以勾住探针的缝

隙为合格；反之为不合格。④牙龈健康状况：牙龈完好
无退缩、无充血及红肿、无牙周袋为健康；牙龈有不同

程度充血红肿或有牙周袋形成为不健康。⑤龈着色：
牙龈无颜色改变为合格；牙龈有颜色改变（呈现灰色或

青色）为不合格［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资料满意合格率比较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１３２颗患牙全冠修复后随访１～２年，二氧化锆全
瓷冠组５８颗修复体在外形、颜色匹配、边缘密合度、龈
缘着色方面满意合格率为１００％，８颗患牙牙龈有轻度
炎症，龈缘微红，但探诊不出血，龈不良反应率为

１３．８％。镍铬合金烤瓷冠组 ７４颗修复体，在外形方
面，７０颗合格，４颗不合格（２颗崩瓷，２颗有可见裂
纹），满意合格率９４．６％；颜色匹配上，５７颗修复体与
邻牙颜色基本一致，１７颗修复体明度上与邻牙不一
致，满意合格率 ７７．０％；边缘密合度方面，６３颗较满
意，１１颗有不同程度的间隙或悬突，满意合格率
８５．１％；牙龈着色上，５８颗牙龈无着色，１６颗牙龈出现
不同程度的灰色或青色，满意合格率７８．４％；牙龈反
应方面，２６颗患牙牙龈有不同程度的炎症，龈不良反
应率为３５．１％。２组修复体相比，在外形上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２３，Ｐ＞０．０５），在颜色匹配、边缘密
合度、龈着色及牙龈健康方面差异较为显著（χ２分别
为１５．２９、９．４１、１４．２７、７．７４，Ｐ均＜０．０５）。

３　讨　论
　　烤瓷冠修复是治疗牙体缺损、缺失、牙体畸形等疾
病的主要修复手段［７］。烤瓷冠主要分为金属烤瓷冠和

全瓷冠两大类，其中二氧化锆全瓷冠和镍铬合金烤瓷

冠是目前用于前牙修复的主要材料［８］。镍铬合金烤瓷

冠兼有金属的强度和瓷的美观，其颜色、外观逼真，色

泽相对自然稳定，具有一定美学修复效果，且有一定的

耐腐蚀性，价格低廉，患者容易接受，便于推广应用，因

此镍铬合金烤瓷冠作为一种前牙修复体已被广泛应用

于临床。但是近几年许多研究表明，镍铬合金烤瓷冠

金属具有不稳定性，当烤瓷冠戴入后，镍铬合金长期在

口腔环境中易被腐蚀，常引发牙龈炎、龈缘黑线等不良

反应，伤及患牙牙周组织 ［９］，其生物安全性令人担忧。

镍铬合金烤瓷冠且具有金属基底，使用足量的遮色瓷

后，在强光的照下就会失去自然光泽，明度和透光性上

很难与邻牙协调一致，若遮色瓷层过薄，修复体颜色泛

青，与邻牙颜色也不协调，影响前牙的美学修复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７４颗镍铬合金烤瓷冠中，出
现牙龈着色者１６颗，占２１．６％，２６颗患牙有不同程度
的牙龈炎症，占３５．１％，颜色匹配上有１７颗与邻牙不
一致，占２３．０％，远高于二氧化锆全瓷冠组。可见镍
铬合金烤瓷冠修复长期效果不理想，影响前牙修复的

美观。

二氧化锆是一种新型的牙齿修复材料，是近几年

发展较快的材料之一［１０］，因其稳定的生物和理化性能

及逼真的修复效果，得到越来越多患者的喜爱［１１］。二

氧化锆在自然界中是以斜锆石存在的一种矿物质，医

用的二氧化锆经过清洁加工，具有较高的强度和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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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相容性。我们在临床修复中常用的二氧化锆是

ＹＴＺＰ即钇稳定四方体聚晶二氧化锆，属于合成类锆，
其内部高密度晶体结构提供了较强的抗弯强度，有文

献报道［１２］，二氧化锆瓷三点弯曲强度达 ９００～１２００
Ｍｐａ，断裂韧性达８．５Ｍｐａｍ１／２以上，较金属烤瓷饰瓷
１．１Ｍｐａｍ１／２大，且全瓷冠修复避免了金属和瓷结合的
薄弱环节，不易崩瓷或出现裂纹。本研究中二氧化锆

全瓷冠组无一例崩瓷或裂纹，而镍铬合金烤瓷冠组出

现２颗崩瓷，２颗有可见裂纹，支持此观点。还有文献
报道［１３］，二氧化锆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其作为牙体修

复材料在硬度和抗折强度上比金属烤瓷冠更有优势，

同时因为二氧化锆全瓷冠还具有抗破裂性与破裂后强

韧的固化性能，增加了全瓷冠的适用范围，可以制作６
个单位以上的烤瓷桥，突破了全瓷系统不能做长桥的

问题。

二氧化锆全瓷冠没有金属基底，光透性强，牙冠透

明，修复体颜色为牙白色，折射率与牙釉质相似，色泽

自然，能体现逼真的、有深度感的天然牙颜色［１４］，美学

性能极佳，且无金属离子释放所引起的牙龈着色，颈部

也不会出现变暗发青，适用于对美学要求较高的患者。

本研究中，二氧化锆全瓷冠组在颜色匹配方面均较为

满意，可能是因为残根残冠病例我们选用的是玻璃纤

维桩树脂核，不会因金属桩核的反射和不透光性而变

得不协调。另外，由于二氧化锆全瓷冠有较高透光性

能，粘结剂的颜色也会直接影响到修复体的色泽，故临

床医师在粘接修复体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粘结剂。

二氧化锆全瓷冠的推广应用还得益于计算机辅助

设计和制造技术的推动，因为传统的加工方法很难制

造出高性能的陶瓷［１５］，随着 ＣＡＤ／ＣＡＭ技术被应用于
假牙的制作，经计算机辅助设计、激光扫描及计算机控

制研磨程序而制作出来的二氧化锆全瓷冠，因其省去

了制作蜡型、包埋及铸造过程［１６］，使其冠边缘高度密

合，避免了微渗漏引起继发龋，同时也降低了牙龈炎的

发病率，从而延长了修复体的寿命。本研究中，二氧化

锆全瓷冠组修复体边缘密合度满意合格率１００％，镍
铬合金烤瓷冠组７４颗镍铬合金烤瓷冠修复体中１１颗
冠边缘有不同程度的间隙或悬突，满意合格率８５．１％，
２组比较差异明显（Ｐ＜０．０５），从而说明经过计算机辅
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作的二氧化锆全瓷冠在边缘密

合性上明显优于镍铬合金烤瓷冠。

二氧化锆是一种较好的高科技生物材料，具有良

好的生物相容性，优于各种金属合金，对牙龈无刺激，

无过敏反应，不导电，质量轻，不会导致牙龈变色，不损

伤牙周组织，较适用于口内，避免了金属在口腔内产生

的过敏、炎症、腐蚀等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有较好的

安全性。曾有文献报道［１７］，牙体预备在龈下的前牙二

氧化锆全瓷冠，患者龈沟内的出血指数、龈沟液质量及

龈沟液中白细胞介素１β和ＴＮＦα的含量在修复前后
无明显变化，对牙周组织无明显不利影响。二氧化锆

全瓷冠对于镍铬合金烤瓷冠而言还具有较低的热传导

性，使牙周及牙髓得以更好地保护，有效避免了基牙受

到温度变化时刺激牙髓引起不适或痛觉。

综上所述，镍铬合金烤瓷冠易引起牙龈变色和牙

龈炎，远期修复效果不理想。而二氧化锆全瓷冠具有

极佳的生物相容性、优良的机械性能、无可比拟的美学

修复效果、良好的制作工艺及方便性，在颜色匹配、边

缘密合度、龈缘着色及牙龈健康状况方面明显优于镍

铬合金烤瓷冠，是前牙美容修复的理想材料，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１］　张华忠．前牙金属烤瓷冠与氧化锆全瓷冠修复后牙周组织变化对

比［Ｊ］．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９（１８）：１３６７１３６８．
［２］　秦云．全瓷修复的临床观察［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１４

（２４）：９１９２．
［３］　邓薇，杨永进，蔡兴伟，等．二氧化锆全瓷冠在前牙美容修复中的

应用［Ｊ］．口腔颌面修复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２（２）：１０１１０３．
［４］　顾延猛．二氧化锆全瓷在口腔修复中的临床应用［Ｊ］．当代医学，

２０１２，１８（３２）：１３９１４０．
［５］　曹永烈，陈吉华，朱智敏．口腔修复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０２．
［６］　赵梅，刘瑶．二氧化锆全瓷冠、桥用于修复前牙的临床效果评价

［Ｊ］．中国美容医学，２０１１，２０（８）：１３００１３０２．
［７］　李春生．二氧化锆全瓷冠与金属烤瓷冠在前牙修复中的应用研究

［Ｊ］．海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１９（３）：３９６３９８．
［８］　ＢｏｇｎａＳ，ＭｕｔｌｕＯ，ＭａｌｇｏｒｚａｔａＲ，ｅｔａｌ．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ａｉｌ

ｕｒｅｘｉｒｃｏｎｉａｃｒ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ｗｎｓｖｅｎｅ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
ｌａｙ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Ｄｅｎ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１，２７（１０）：１０４５１０５３．

［９］　李小杰，刘向辉．前牙镍铬合金烤瓷冠与二氧化锆全瓷冠修复的
临床应用比较［Ｊ］．淮海医药，２０１１，２９（５）：３７９３８１．

［１０］　ＢａｌｄｗｉｎＷＭ，Ｓｈｏｋｏ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ＢＭ，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ｚｉｒｃｏｎｉａｄｅｓｉｇｎｓｆｏｒｃｒｏｗｎｓａｎｄｆｉｘｅｄｄ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ｅｓ：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Ｊ］．Ｊ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Ｄｅｎｔ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１０６（３）：１４５１５２．

［１１］　张雪平．玻璃纤维桩与全瓷冠用于前牙修复的临床评价［Ｊ］．浙
江医学，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１６５４１６５６．

［１２］　陈亚琴，陈渊华．二氧化锆全瓷冠的临床应用体会［Ｊ］．临床口腔
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１１）：６９１６９３．

［１３］　马世春，刘应凯．前牙二氧化锆全瓷冠与镍铬合金烤瓷冠修复的
临床对比分析［Ｊ］．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２５（１）：１９２０．

［１４］　费其芳，叶衡峰，蔡琪．四类烤瓷修复体颈缘的临床效果评价
［Ｊ］．浙江实用医学，２０１２，１７（５）：３４６３４８．

［１５］　张兰．二氧化锆全瓷系统在口腔修复科中的临床应用与发展趋
势［Ｊ］．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２４（５）：５２０５２２．

［１６］　蒋序，尹晓春．金属烤瓷与二氧化锆全瓷冠边缘密合度的比较
［Ｊ］．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２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９４．

［１７］　李洪洋，钟丽芳．氧化锆全瓷冠对患牙牙周组织的影响［Ｊ］．中国
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９（１２）：１０２８１０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０９

·８６８·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全科医学论著·

视网膜全光凝与次全光凝在糖尿病性视网膜
病变中的治疗效果分析

戴琦，诸力伟，盛文燕，杨莅

摘要：目的　探析视网膜全光凝和次全光凝对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治疗效果。方法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３
年８月来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治疗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中随机抽取１３０例（视网膜病变眼２５０只），
按照随机分配与自愿的原则平均分成Ａ组和Ｂ组，其中６５例Ａ组患者采用视网膜全光凝进行治疗，６５例Ｂ组患
者采用视网膜次全光凝进行治疗。根据治疗疗效与视力变化评定标准分析并比较 Ａ、Ｂ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
疗效及视力恢复情况。结果　采用视网膜全光凝术治疗的Ａ组患者治疗后总体有效率为８０．００％（１０４／１３０），采
用视网膜次全光凝术治疗的Ｂ组患者总体有效率为７７．５０％（９３／１２０），２组患者的总体有效率基本一致（χ２＝
０．２９６，Ｐ＝０．２８６）；在视力变化方面，Ａ组患者治疗后视力提高的比例为１１．５５％（１５／１３０），与 Ｂ组的１１．６７％
（１４／１２０）也基本一致，且２组视力稳定与视力下降的比例也基本一致（χ２＝０．０１７，Ｐ＝０．９９１），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　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治疗方面，视网膜全光凝与视网膜次全光凝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且两种方法的治疗疗效相当。

关键词：视网膜全光凝；视网膜次全光凝；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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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Ｔｈｅ６５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ｐａｎ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６５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ｉｍｅｓｐａｒａ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
ｇｅｓｉｎ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ｖｉ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ｐａｎ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８０．００％（１０４／
１３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７７．５０％（９３／１２０）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ｉｍｅｓｐａｎ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χ２＝０．２９６，Ｐ＝
０．２８６）．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１１．５５％（１５／１３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１１．６７％（１４／１２０）ｉｎｇｒｏｕｐＢ（χ２＝０．０１７，Ｐ＝０．９９１）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ｖｉｓｉｏｎａｃｕｉｔ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ｏｏ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ｎ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ａ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ｈａｖｅ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ｓｑｕｉ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ｎ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ｐｈｏｔ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是临床上糖尿病患者疾病发
展到后期常见的一种较为严重的慢性并发症［１－２］，已

发展成为主要的致盲原因之一。近年来，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膳食结构的改变，糖尿病患者逐年增加。对

糖尿病病史有１０年的患者，其发生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的比率高达５０％，而对于糖尿病病史为２０年的患
者，该病的发病率几乎为１００％，如若不及时治疗，常
导致患者失明。目前对该病的发病机理仍不统一，一

般认为其可能与患者糖尿病病程的长短、血压、血压的

高低以及血脂等多种因素有关。对糖尿病进行控制、

采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甚至手术治疗均是目前治疗该

疾病的主要方法。其中手术方式的治疗以玻璃体切割

术治疗和激光治疗为主，而激光治疗则被认为是目前

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最有效的手段。光凝产生的

热效应可对视网膜内的光感受器造成破坏，使其中的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眼科
通讯作者：戴琦，Ｅｍａｉｌ：ｓｕｍｍｅｒｄｑ＠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感光细胞被胶质细胞所取代，而前者的耗氧量明显高

于后者，此举可明显使得子视网膜对氧的消耗下降。

激光视网膜光凝术又可分为全视网膜光凝和次全视网

膜光凝术［３－４］。为深入探析视网膜全光凝与次全光凝

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治疗方面的治疗效果，我们随

机抽取了本院１３０例患者进行分组治疗，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来我院
进行治疗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中随机抽取１３０
例（视网膜病变眼 ２５０只），其中男性 ７２例，女性 ５８
例。年龄３５～７３岁之间，平均年龄（５５．７±３．１）岁，患
者的糖尿病病程６～１９年之间，平均（１０．５±１．９）年。
所选患者应排除以下几种情况的患者：①在就诊前就
已应用激光光凝术治疗的患者；②不能单一应用视网
膜激光光凝术治疗的患者；③合并较为严重的肾功能
不全。按照随机分配与自愿的原则将所选患者平均分

成Ａ组和Ｂ组，其中６５例（１３０只视网膜病变眼）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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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采用视网膜全光凝进行治疗，６５例（１２０只视网膜
病变眼）Ｂ组患者采用视网膜次全光凝进行治疗。２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方面的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选用美国科医人生产的 ＮｏｖｕｓＳｐｅｃ
ｔｒａ５３２ｎｍ激光机对所选患者进行治疗，并在治疗前对
所有患者进行视力、眼压等常规检查。治疗时激光机

的参数设置为：光斑大小设为后极部２００μｍ，中周部
３００～４００μｍ；能量设为２００～５００ｍＷ；曝光时间设为
０．１５～０．２０ｓ；可查见较为明显的灰白色反应出现在
光斑之中心部位。对采用视网膜全光凝治疗的 Ａ组
患者每次光凝５００点，总光凝１２００～１５００点之间，分
２～３次完成；对采用视网膜次全光凝治疗的Ｂ组患者
每次光凝４００点，总光凝８００点左右，分１～２次完成。
患者每次光凝治疗的时间间隔为２周，其光斑间隔为
１～２个光斑直径，治疗患者以３～６个月为一个治疗
疗程。治疗结束后对所有患者的视力、眼压等再一次

进行检查。

１３　疗效评定　根据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治疗疗
效评定标准对治疗患者进行疗效评定［５］。其具体准则

为：患者治疗后若视网膜原有水肿消退，出血吸收，无

灌注区缩小或消失且没有新生血管与无灌注区出现，

微血管瘤消失或减少，则可评定为治疗达显著有效状

态；若患者原有视网膜病变减轻且原有无灌注区缩小

则可评定为治疗达有效状态；其他情况则为治疗为无

效状态。

根据视力变化评定标准对治疗患者的视力变化情

况进行评定［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对以上糖尿病性
视网膜病变患者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患者治疗后的总体
有效率为治疗达显著有效状态与有效状态的患者占该

组总患者的比例。２组患者的疗效比较详见表１，采用
视网膜全光凝术治疗的 Ａ组患者治疗后总体有效率
为８０．００％，而采用视网膜次全光凝术治疗的 Ｂ组患
者总体有效率为７７．５０％，２组总体有效率比较，χ２＝
０．２９６，Ｐ＝０．８６２＞０．０５，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２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分别经不同方法
治疗后疗效比较（只，％）

组别 例数
视网膜病

变眼数（只）
显著有效 有效 无效

总体有

效率（％）
Ａ组 ６５ １３０ ６０（４６．１５） ４４（３３．８５） ２６（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Ｂ组 ６５ １２０ ５２（４３．３３） ４１（３４．１７） ２７（２２．５０） ７７．５０

２２　２组患者视力变化情况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后的
视力变化比较详见表２。Ａ组有１１．５５％的患者治疗
后视力有所提高，Ｂ组视力提高的患者所占比例为
１１．６７％，２组患者治疗后视力提高患者所占比例基本
相同，其视力稳定以及视力下降患者所占比例也基本

一致，且２组比较，χ２＝０．０１７，Ｐ＝０．９９１＞０．０５，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２　２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分别经不同方法
治疗后视力变化情况比较（只，％）

组别 例数 视网膜病变眼数（只） 视力提高 视力稳定 视力下降

Ａ组 ６５ １３０ １５（１１．５５） ７５（５７．６９） ４０（３０．７６）
Ｂ组 ６５ １２０ １４（１１．６７） ７０（５８．３３） ３６（３０．００）

３　讨　论
　　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增加，我国糖尿病患
者９２４０万，居全球第一位［７］，且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

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发病率呈现一个上升的

趋势［８］。而作为糖尿病后期并发症之一的糖尿病性视

网膜病变的发生率亦逐年增加。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患者一方面受血糖控制影响，视力逐渐下降、视功能发

生障碍，甚至会失明；另一方面患者视力的下降或丧失

又严重的影响了其生理功能，使自身生存质量进一步

恶化。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主要临床特征是视网膜

新生血管形成与血－视网膜屏障的破坏［９］。其中新生

血管的生成主要是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在高糖条件下

缺血缺氧，内环境改变，血管周细胞减少，视网膜血管

山梨醇和白细胞聚集，微血管堵塞，血液循环不畅，血

管渗漏而致。糖尿病黄斑水肿将破坏患者内部血－视
网膜屏障，进而导致细胞外液积聚。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发病机制目前仍不明了，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病理过程，是多因素、多阶段作用的

结果［１０－１１］。近些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以下几个方面可

能是导致该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①非酶糖基化作
用：当机体在长时间处于高糖环境中时，葡萄糖会与体

内相应的蛋白质或脂质相结合形成糖基化合物，该产

物可能诱导患者视网膜发生病变。②蛋白激酶 Ｃβ１／
２（ＰＫＣβ１／２）：有研究称高糖环境介导的 ＰＫＣβ１／２
的激活可引起人体内毛细血管周细胞的减少，同时可

改变组织细胞，使基底膜增厚，位于视网膜内的毛细血

管的通透性发生改变，刺激生成新生的毛细血管等。

③炎症：发生在糖尿病患者体内其他部位的炎症反应
亦可促进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和发展。④多元醇旁路：
糖尿病患者体内通过多元醇转化进行代谢的葡萄糖的

量明显高于正常人。⑤氧化应激：人体内的视网膜是
一种富含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的组织，该组织具有较强

的葡萄糖氧化以及摄取氧气的能力，而糖尿病患者的

视网膜却很容易受到氧化应激的损伤。⑥血流动力学
改变：机体内血管本身的自动调节能力的丧失以及视

网膜中血流量的异常改变均能诱导视网膜病变的发

生。

当前对该病的治疗主要有药物治疗［１２－１３］、激光治

疗以及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１４］等。而视网膜激光光

凝术是其中安全性最好、疗效最为确切的治疗手段。

激光治疗机克服了以往各种光源成分混杂、能量不够

集中、光斑太宽和非控制因素太多等缺点，为眼科激光

治疗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用于光凝术治疗的激光波

长通常只能有一种波长，而这一状况在近些年得到了

明显改善，能发出多波长的激光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临床，这样医生可通过对激光参数的调整来准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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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治疗方案。激光光凝术的治疗原理在于：①对位于
视网膜内缺血缺氧的部位进行破坏，可明显减少促进

新生血管形成的生长因子的量；②破坏视网膜外屏障，
利于营养物质的进入；③视网膜对氧的需求量被降低，
因为视网膜中对氧需求相对较高的光感受器被破坏，

并以耗氧量相对低的胶原组织来替代，从而进一步改

善患者残留视网膜组织的供氧与供血循环，有效减少

渗漏。

采用激光光凝术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可有效

改善和稳定患者病情，提高治疗成功比例，但选择合适

的光凝方法，对治疗的成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激

光的治疗时机及治疗方式，在临床上尚存在很大的分

歧。根据光凝斑的分布密度及其分布范围的不同，又

可将光凝手术分为全视网膜光凝，次全视网膜光凝和

超全视网膜光凝等。其中，全视网膜光凝是治疗糖尿

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最常用方法，该方法中的光凝斑大

小一般为 ２００～５００μｍ，时间约为 ０．２ｓ。其光凝的范
围是从视乳头外一个视盘直径到眼底赤道部，保留视

盘黄斑与颞侧上下血管弓之间的后极部位不予光凝。

光凝的治疗顺序一般是从患者的鼻侧到颞侧，对于伴

有严重性的增殖性病变患者，应该首先考虑治疗其下

方视网膜。全视网膜光凝一般可分３～４次完成。合
理地分期进行光凝治疗，可以有效减少光凝的副作用。

次全视网膜光凝则是指周边部或赤道部范围内环形光

凝，保留后极部。该种手术方法主要适用于毛细血管

广泛渗漏，以视网膜水肿为主要表现的患者。对于大

多数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患者采用轻度的全视网

膜光凝就足够用。本文为探析视网膜全光凝与次全光

凝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方面的治疗效果，我们对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１３０例
患者进行分组治疗对比。结果显示，分别应用视网膜

全光凝与次全光凝两种方法治疗的２组患者的总治疗
有效率分别为８０．００％和７７．５０％，即两者总有效比例
相当且２组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视力变化情况在本资料中 Ａ、Ｂ两组间无明显差异。
也即表明视网膜全光凝与次全光凝在治疗糖尿病性视

网膜病变方面的治疗效果相差不大。另外，我们还应

注意的是虽然激光光凝在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方

面取得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但在治疗中亦有以下几

个方面需要注意，如：①视网膜光凝前应结合全身病情
以及专科检查结果对预后进行评估。②该方法不需要
进行球后麻醉，在治疗过程中应避免对睫状神经造成

刺激而引起患者产生不必要的疼痛。③对每位患者制
定个性化的随诊计划，病情稳定的患者应安排在３个
月内再次进行复查。

另外，从视网膜全光凝与视网膜次全光凝两种方

法是比较来看，全光凝手术存在的缺点是光凝范围广

且激光的点数也相对较多，其对视网膜的破坏也比较

大。而次全光凝相对来说不存在这些缺点，且只要把

握好治疗的时机，选择的合理光凝方法，也同样可达到

全光凝的治疗效果，且会减少对视网膜的损害程度。

该方法同时还可减轻患者的痛苦与医生的劳动强度。

但总体来看，影响激光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因

素有多种，其主要因素可有：①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
因视网膜病变的发展与血糖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②
患者眼屈光间质的清晰程度；③激光光斑的大小与密
度、输出能量以及曝光时间等技术参数的合理使用。

故激光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的影响作用，把握好合理的治疗时机，选用适应于患

者的光凝方法，才能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

综上，视网膜全光凝与视网膜次全光凝在糖尿病

性视网膜病变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且两种

方法的治疗疗效相当，患者在采用该方法治疗时，可根

据自身情况择优选择适宜的光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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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物对血液透析补铁患者微炎症状态表达的影响
高云洁

摘要：目的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补铁期间，促红细胞生成素与ＶｉｔＣ对终末期肾病贫血患者微炎症状态表达的
影响。方法　选取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间血透室终末期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贫
血患者８８例进行研究，随治疗方法不同分为３组，Ａ组３０例以促红细胞生成素１５０ＩＵ／（ｋｇ·周）皮下注射治疗；
Ｂ组２９例于口服维生素Ｃ片；Ｃ组２９例采用Ａ组联合Ｂ组方法治疗。观察３组补铁治疗前后对不同时间超敏Ｃ
反应蛋白（ＨｓＣＰＲ）、白细胞介素（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丙二醛（ＭＤＡ）、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
（ＧＳＨＰｘ）的影响。结果　补铁前３组微炎症因子、氧化应激及抗氧化因子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Ｃ组治疗５周、７周ＨｓＣＰＲ、ＩＬ６、ＴＮＦα、ＭＤＡ、ＧＳＨＰｘ五种微炎症因子，与治疗前及Ａ组、Ｂ组对比，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期间均有轻度胃肠反应发生，Ａ组２例，Ｂ组２例，Ｃ组３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比，χ２＝０．３４，Ｐ＝０．８４４＞０．０５。结论　联合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与口服维生素Ｃ片，可使氧化应激反应降低，
抗氧化应激反应增强，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补铁患者微炎症状态表达。

关键词：促红细胞生成素；ＶｉｔＣ；血液透析；补铁；微炎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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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５ｗｅｅｋｓａｎｄ７ｗｅｅｋｓｉｎＣｇｒｏｕｐ，Ｈｓ
ＣＰＲ，ＩＬ６，ＴＮＦα，ＭＤＡ，ＧＳＨＰｘｏｆ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Ａ，ｇｒｏｕｐＢ，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ｈａｄｔｈｅｍｉｌｄ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２ｃａｓｅｓｉｎ
ｇｒｏｕｐＡ，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３ｃａｓｅ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χ２＝０．３４，Ｐ＝０．８４４＞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ｕｓｅｏｆ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ｏｉｅｔｉｎａ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Ｃｃｏｕｌｄｒｅｄｕｃ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ｒｏｎ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ｏｉｅｔｉｎ；ＶｉｔＣ；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Ｉ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终末期肾病是各种肾病长期损害肾实质破坏引
发，主要治疗方法为血液透析，重要并发症为肾性贫

血，为多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其中以缺乏促红细胞生成

素为最常见原因，其次为铁缺乏。为缓解肾性贫血，临

床多给予促红细胞生成素、铁剂治疗，然相关文献报

道，补充铁剂治疗期间，易加重终末期肾病患者微炎症

状态［１］。为对比促红细胞生成素与维生素 Ｃ（ＶｉｔＣ）
对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补铁患者微炎症状态表达影

响，特对我院收治患者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间血透室终末期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８８例
为研究对象，年龄年龄２０～８４岁，透析时间最短８个
月，最长２．３７年，平均（２３．６１±１０．６４）月；透析频率为
２～３次／周，（３．５～４．５）ｈ／次。其中糖尿病肾病 １８
例，高血压性肾病２４例，慢性肾小球肾炎４０例，慢性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５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肾内科

间质性肾炎３例，多囊肾２例，狼疮性肾炎１例。所有
患者均病情稳定３个月以上，且临床检查确诊为肾性
贫血。排除对本研究用药过敏、严重肝功能异常、不

愿意参加本研究、既往有输血或红细胞输注史等患者，

并排除感染、结缔组织病等其它可影响微炎症状态改

变因素。随治疗方法不同分为３组，Ａ组３０例以促红
细胞生成素治疗，男性２３例，女性７例，年龄（４７．６４±
１５．７９）岁，体重（５４．３１±１６．４６）ｋｇ；Ｂ组２９例采用口
服维生素 Ｃ片，男性２０例，女性９例，年龄（４８．５７±
１５．２６）岁，体重（５３．２６±１６．２７）ｋｇ；Ｃ组２９例采用促
红细胞生成素联合 ＶｉｔＣ治疗，男性２４例，女性５例，
年龄（４８．１２±１５．１９）岁，体重（５５．０７±１７．０７）ｋｇ。３
组年龄、性别、体重等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疗方法　３组均继续给予常规透析，透析器为
ＴＯＲＡＹ中空纤维膜；厂家：日本 ＴＯＲＡＹ株式会社；规
格：表面积：１．６ｍ２；血流量：２５０ｍｌ／ｍｉｎ；透析液流量：
５００ｍｌ／ｍｉｎ维持以往透析频率。给予静脉补铁治疗，

·２７８·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蔗糖铁注射液（商品名：蔗糖铁注射液；厂家：南京恒生

药厂；规格：１００ｍｇ／５ｍｌ×１支）取１支蔗糖铁注射液
以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１００ｍｌ稀释后，透析中通过透
析器静脉端给药，３０ｍｉｎ以上完成给药，如果血清铁蛋
白＜１００μｇ／Ｌ，给予 １００ｍｇ２次／周；当血清铁白蛋 ＞
１００ｕｇ／Ｌ，给予 １００ｍｇ１次／周；当血清铁蛋白达 ５００
μｇ／Ｌ时暂停使用。预计补铁量为体重（ｋｇ）×Ｈｂ缺乏
量（ｇ／Ｌ）×０．２４＋５００ｍｇ。Ａ组于常规透析结束后给
予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商品名：益比奥；厂家：沈阳三

生制药；规格：３０００ＩＵ／支）静脉注射，１５０ＩＵ／（ｋｇ·
周），分２～３次给药，每２～４周检测血红蛋白水平１
次，如每月增长 ＜１０ｇ／Ｌ，除去其他原因，增加重组人
红细胞生成素剂量２５％；当 Ｈｂ＞１１０ｇ／Ｌ时停用；当
Ｈｂ再次＜１１０ｇ／Ｌ，给予维持剂量重组人红细胞生成
素１００ＩＵ／ｋｇ／周，分２～３次给药）。Ｂ组选择ＶｉｔＣ治
疗，（商品名：维生素 Ｃ片；厂家：浙江瑞新制药厂；规
格：１００ｍｇ／片）每次１００ｍｇ，每日２次，口服。Ｃ组联
合以上２种方法，选择维生素 Ｃ联合透析后注射重组
人红细胞生成素治疗。３组均于补铁治疗前及补铁治
疗后５周、７周分别抽空腹静脉血进行微炎症因子及

氧化应激因子监测。其中白细胞介素（ＩＬ６）、肿瘤坏
死因子（ＴＮＦ）α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丙二醛（ＭＤＡ）、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ＧＳＨＰｘ）采用可见光分光
光度法测定，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ＰＲ）采用全自动分
析仪检测。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３组不同时间微炎症因子及氧
化应激因子状态。并对补铁治疗期间不良反应进行统

计。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６统计软件分析，计
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以ｔ检验，组间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补铁前后微炎症指标变化　补铁前３组微炎症
因子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组不同
时间点与补铁前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３组补铁后不同时间点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与 Ｂ组不同时间点对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３组终末期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补铁前及补铁后微炎症因子对比（ｘ±ｓ）

组别 例数
ＨｓＣＰＲ（ｍｇ／Ｌ）

补铁前 ５周 ７周
ＩＬ６（ｎｇ／Ｌ）

补铁前 ５周 ７周
ＴＮＦα（ｎｇ／Ｌ）

补铁前 ５周 ７周
Ａ组 ３０ ８．１７±３．０８ ７．７５±２．９７ ６．３２±１．９３ １４．１５±２．４２１３．３２±２．５０１２．４７±２．７２ １８．３９±３．２０１６．７２±３．１８１５．９４±３．５９
Ｂ组 ２９ ８．１３±２．５４ ７．８０±２．３７ ６．５４±１．７６ １４．２７±２．５１１３．２４±２．４１１２．４９±２．６８ １８．４３±３．２７１６．９３±３．２４１５．７５±３．２２
Ｃ组 ２９ ８．１０±２．４２ ６．０４±３．０４ ３．０４±０．１３ １４．２１±２．９４１１．４３±２．４７１０．１９±２．３９ １８．９４±３．９４１４．６８±３．２２１３．９５±３．０８
Ｆ值 ０．００１ ３．７０ ４８．７４ ０．０１ ５．５１ ７．５３ ０．２３ ４．３６ ３．２２
Ｐ值 ０．９９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７８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５

　　注：不同时间各项比较，Ａ组各项依次 Ｆ＝３．８４，３．２６，４．２４，Ｐ＝０．０２５，０．０４３，０．０１７；Ｂ组各项依次 Ｆ＝４．０４，３．６７，５．０６，Ｐ＝０．０２１，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Ｃ组各项依次Ｆ＝３７．２７，１８．３４，１７．８６，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Ａ组以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Ｂ组采用ＶｉｔＣ为透析液，Ｃ组采用促红细胞生
成素联合ＶｉｔＣ治疗。

２２　补铁前后氧化应激及抗氧化因子变化　补铁前３
组氧化应激及抗氧化因子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同组补铁后不同时间氧化因子及抗氧
化因子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组补铁

后不同时间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Ａ组与Ｂ组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详见表２。

表２　３组终末期肾病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补铁前后氧化应激及抗氧化因子对比（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ＤＡ（μｍｏｌ／Ｌ）

补铁前 ５周 ７周
ＧＳＨｐｘ（Ｕ／Ｌ）增高

补铁前 ５周 ７周
Ａ组 ３０ ５６．２４±１８．２４ ４２．１５±９．６４ ３４．２３±７．５４ ２８．１６±１６．４２ ３０．４５±１５．３１ ４２．６３±１４．１２
Ｂ组 ２９ ５７．１３±１８．３２ ３５．５７±１０．２４ ２９．６４±４．５４ ２７．６３±１６．９７ ３２．６２±１６．８４ ４０．２６±１３．３５
Ｃ组 ２９ ５６．７６±１８．４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 １６．４９±２．２４ ２８．３０±１６．４７ ４２．４７±１２．５３ ５８．３０±１５．４７
Ｆ值 ０．０２ ５５．４４ ９１．４８ ０．０１ ５．３４ １３．６１
Ｐ值 ０．９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注：不同时间各项比较，Ａ组各项依次Ｆ＝２３．１８，７．５５，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Ｂ组各项依次 Ｆ＝３９．４９，４．７０，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Ｃ组各项依次 Ｆ＝
１２３．４８，２９．７６，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Ａ组以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Ｂ组采用ＶｉｔＣ为透析液，Ｃ组采用促红细胞生成素联合ＶｉｔＣ治疗。

２３　不良反应　３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无严重并发症
发生，仅为轻微胃肠道不适，其中Ａ组２例，Ｂ组２例，
Ｃ组 ３例，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χ２ ＝０．３４，Ｐ＝
０．８４４＞０．０５。

３　讨　论
　　肾性贫血是各种终末期肾病患者维持性血液透析
期间常见严重并发症，发生原因与肾损害呈正相关，引

发原因为肾脏减少或者缺乏促红细胞生成素、红细胞

破坏或渗透增加、失血及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缺乏

等，或毒素、炎症细胞及维持血液透析等抑制骨髓红细

胞生成、造血原料缺乏而引发红细胞生成障碍，其中缺

铁是肾性贫血较常见因素［２］。故临床多给予补铁以治

疗肾性贫血。但诸多学者均报道，终末期肾病患者均

呈微炎症状态，静脉或口服补铁后，均可导致微炎症状

态加重；增加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且铁剂对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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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严重，增加患者不适［３］。故合理有效补铁，降低患

者不适及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是临床各学者研究重

点。

３１　终末期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状态原
因　终末期肾病患者肾功能均严重受损，使机体自身
细胞或体液免疫功能异常，对细菌或病毒清除功能降

低，促进炎症因子清除功能下降，无法彻底消除炎症因

子长期刺激，均可使机体微炎症状态长期存在。其次，

终末期肾病患者需以血液透析替代肾脏功能，清除有

害物质，但透析膜的生物不相容性、透析液污染、血管

通路刺激及感染、炎症介质清除不充分等原因，亦可增

加微炎症状态持续存在［４－５］。

３２　补铁治疗加重微炎症状态原因、机理及危害　正
常机体补铁后，以储存铁形式储存于巨噬细胞系统内，

机体缺乏后释放并与血液铁蛋白、转铁蛋白结合，与幼

稚细胞表面铁蛋白受体结合，形成血红蛋白促使红细

胞成熟，几乎无游离铁存在。但终末期肾病患者补铁

后，或超过转铁蛋白结合能力，诱使血液内铁以不同程

度游离铁形式存在，催化 Ｆｅｎｔｏｎ／ＨａｂｅｒＷｅｉｓｓ反应，产
生氧化应激状态［６］。相关研究也显示，氧化应激反应

加重，相应抗氧化能力降低，可加剧微炎症状态。ＧＳＨ
ｐｘ为低分子氧自由基清除剂，其水平高低可反应机体
抗氧化能力，水平越高抗氧化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差。

ＭＤＡ为过氧化产物，水平高低可反应机体氧化损伤情
况，水平越高损伤越严重［７］。本组研究显示，３组补铁
治疗后ＭＤＡ水平均有一定能力下降，而 ＧＳＨｐｘ水平
增高，同组补铁后不同时间氧化因子及抗氧化因子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组补铁后不同时间
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通过治
疗后，机体抗氧化能力增高，氧化应激反应下降。

３３　维生素Ｃ作用机理　维生素Ｃ为强还原剂，对多
种氧自由基具有清除作用，可还原脂质过氧化物，阻断

脂质过氧化反应，从而避免自由基对机体及血管损害。

其次可与α２生育酚自由基、苯并氢吡喃环伸向膜表面
的维生素Ｅ偶联，到达还原维生素Ｅ作用，发挥软化血
管、链阻断剂作用，以降低心血管受损。相关研究表

明，维持性血液透析终末期肾病患者维生素 Ｃ水平均
低于正常，且血液透析后较透析前再下降约 ４０％ ～
６０％［８］。表明，血液透析后可增加自由基对机体损害，

增加血管粥样硬化程度，增加微炎症状态程度，也是临

床应用维生素Ｃ改善微炎症状态原因。本组研究Ｂ组
补铁前后对比，微炎症因子、氧化应激及抗氧化因子均

优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表明维生素Ｃ可降低补铁透析
微炎症状态。

３４　促红细胞生成素作用机理　临床证实，促红细胞
生成素可有效提高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Ｈｂ水平，然前
提条件为，机体有充足游离或储存铁［９］。促红细胞生

成素并不直接参与微炎症状态表达。本组研究发现，Ａ
组补铁前后对比，微炎症因子、氧化应激及抗氧化因子

均优于治疗前，Ｐ＞０．０５，微炎症因子、氧化应激均呈下
降趋势，而抗氧化因子明显增高。表明促红细胞生成

素应用于终末期肾病维持性血液透析补铁患者，可改

善患者微炎症状态，与戴建平等学者报道不符［１０］。分

析原因，可能与其作用有关，补铁期间可增加游离铁及

储存铁含量，增加微炎症状态，给予促红细胞生成素

后，可促进幼稚红细胞与铁结合、成熟，达到抗贫血作

用，而促进红细胞生成同时，可快速结合游离铁，达到

减少对机体及血管刺激，达到改善微炎症状态作用，需

进一步研究此推论。

３５　联合应用效果　本组研究显示，Ｃ组治疗后微炎
症因子、氧化应激均呈下降趋势，而抗氧化因子明显增

高，与补铁前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优于其它 ２组同期。Ｐ＜０．０５，不良反应对比，Ｐ＞
０．０５。表明，联合应用可有效改善维持性血液透析补
铁患者微炎症状态表达，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分析原

因，维持性血液透析补铁患者微炎症状态引发原因较

多，透析原因、机体自身因素、补铁等均可影响。２种
药物联合应用，可联合改善游离铁对机体微炎症状态

表达，且可有效保护血管、清除氧自由基等，达到改善

已存在微炎症状态。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与维生素 Ｃ，
可使氧化应激反应降低，抗氧化应激反应增强，改善维

持性血液透析补铁患者微炎症状态表达，且不增加不

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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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例伴有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灶的临床症状轻微的
脑炎／脑病临床分析

张扬，陈为安，毕涌，张旭

摘要：目的　探讨伴有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灶的临床症状轻微的脑炎／脑病（ＭＥＲＳ）的病因、临床特点、实验室检
查、磁共振影像学特征、脑电图特点、治疗、预后及发病机制。方法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期
刊万方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及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为限，共检索到中文文献５篇（１２例），
英文文献２９篇（９４例），结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诊治１例，对共１０７例伴有胼胝体压部可逆性
病灶的临床症状轻微的脑炎／脑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综合分析。结果　本病以日本儿童多见（８８／
１０７），病因多种多样，以流感病毒Ａ／Ｂ（２０／１０７）、轮状病毒（４／１０７）、腺病毒（４／１０７）感染多见，患者表现为发热、
头痛、呕吐、行为异常、谵妄、短暂性意识障碍及痫性发作，可出现低钠血症（３７／１０７），头颅 ＭＲＩ检查发现孤立的
胼胝体压部有可逆性的Ｔ２、ＦＬＡＩＲ及ＤＷＩ高信号病灶，部分病例可出现胼胝体外部位 ＤＷＩ高信号病灶，脑电图
检查４６例患者出现慢波，经抗病毒、抗菌或激素、对症治疗，大多数患者１周内临床症状完全缓解。结论　伴有
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灶的临床症状轻微的脑炎／脑病以头颅 ＭＲＩ上发现胼胝体压部可逆性孤立病灶为特点，无
增强效应，病灶在短时间消失，临床症状轻微，预后良好，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关键词：临床症状轻微脑炎；可逆性胼胝体病灶；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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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ｏｗｗａｖ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ｏｎＥＥＧｉｎ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ｏｒｂｙ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ｍｏｓ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１ｗｅｅｋ．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ＲＩｓｈｏｗｅｄｈｉｇｈ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ｎ
Ｔ２，ＦＬＡＩＲ，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ＲＳ．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ｂｙ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ｒｅｏｆｍｉ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ｇｏｏｄ．Ｉｔｓ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ｍａｉｎｓｕｎｃｌｅ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ｍｉｌｄ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ｓｐｌｅｎｉｕｍｌｅｓｉｏｎ；ＭＲＩ

　　１９９９年 Ｋｉｍ等报道了一组癫痫患者的胼胝体压
部病变，当时考虑可能为抗癫痫药物引起。２００４年，
Ｔａｄａ等分析报告了１５例伴有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灶
的临床症状轻微的脑炎／脑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ｍｉｌｄｅｎｃｅｐｈａ
ｌｏｐａｔｈｙｗｉｔｈ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ｓｐｌｅｎ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ＭＥＲＳ）。临床
症状相对较轻，预后良好，头颅 ＭＲＩ表现为胼胝体压
部孤立的可逆性病灶。国内自２００８年以来陆续有个
案报道［１］，我院诊治１例，结合最近１０年内国内外文
献，共１０７例，对其进行病因、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
磁共振影像学特征、脑电图特点、治疗和预后及发病机

制进行分析，以探讨ＭＥＲＳ的特征。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张旭，Ｅｍａｉｌ：ｄｒｚｈａｎｇｘ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检索的３４篇文献１０６例伴有胼
胝体压部可逆性病灶的临床症状轻微的脑炎／脑病及
我院诊治的１例病例共１０７例病例资料。
１２　研究方法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
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及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据库。发表时间为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检
索词为伴有体压部可逆性病灶的临床症状轻微的脑

炎／脑病、胼胝体、脑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ｍｉｌｄ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
ｗｉｔｈ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ｓｐｌｅｎ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共检索到有关伴有体压
部可逆性病灶的临床症状轻微的脑炎／脑病中文文献
５篇，英文文献３６篇，剔除综述３篇，不合格英文文献
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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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特点及病因　１０７例患者中男性５３例，女
性５４例，男∶女比例约为１∶１。最小年龄为３个月，
最大年龄为６０岁，大于４０岁者１０例，２０～４０岁 １６
例，１０～２０岁１７例，＜１０岁６４例（６０％）。日本人报
道８８例，中国人报道１４例，韩国报道１例，比利时报
道１例，美国报道１例，匈牙利报道２例。病因：１７例
为流感病毒Ａ感染，５例为支原体肺炎感染［２］，４例为
轮状病毒感染［３－４］，４例为腺病毒感染，３例为流感病
毒Ｂ感染，１０例伴有川崎病［５］，少量为大肠杆菌、粪肠

球菌、ＥＢ病毒、新型隐球菌、１例为猪流感病变感染，１
例为流行性腮腺炎疫苗接种后，１例为肺炎双球菌，其
余病因不明。１例患者为长期饮酒者。１例为尿路感
染出现发热后出现。我科收治患者为２５岁男性，感冒
后出现发热、头痛，７ｄ后出现恶心、呕吐，入院后查体
示体温 ３８．５℃，神志清，颈项强直阳性，Ｋｅｒｎｉｇ征阳
性，脑脊液检查蛋白、糖均正常范围，头颅磁共振示胼

胝体压部孤立性微小病灶。经阿昔洛韦针抗病毒治疗

１０ｄ临床症状完全缓解。
２２　临床表现　主要前驱症状包括发热（９４％，１０２／
１０７）、呕吐（２５％）、腹泻（１４％）、咳嗽（１３％）［６］，１～３
ｄ后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症状为行
为异常（５３％），之后出现意识模糊（３７％）、痫性发作
（３５％），经抗病毒、抗细菌等治疗后绝大多数１个月
内完全恢复，１例３月内恢复正常，无遗留后遗症。其
他少见表现包括：构音障碍、吞咽困难、共济失调步态、

急性尿潴留［７］。１７例流感病毒感染者，１５例出现行为
异常，提示流感病毒感染后的 ＭＥＲＳ较易出现行为异
常［８］。

实验室检查：文献中能检索到腰椎穿刺７３例，脑
脊液检查细胞数增多（白细胞 ＞１０／μｌ）为３１例，压力
多轻度升高或正常范围，７例 ＞２５０ｍｍ Ｈ２Ｏ（１
ｍｍＨ２Ｏ＝０．００９８ｋＰａ）。脑脊液中蛋白质含量多为正
常范围，少数患者轻中度升高。血清钠浓度明显低于

正常范围３９例［（１３２．６±４．３）ｍｍｏｌ／Ｌ］［９］。
２３　特殊检查　脑电图：１０７例患者中行脑电图检查
者８５例，其中４２例脑电图表现异常，１５例表现为局
部脑叶慢波，２７例表现为弥漫性慢波，４３例表现正常
范围。

　　影像学特征：１０７例患者中，９２例头颅 ＭＲＩ表现
为胼胝体压部孤立的椭圆形病灶（长 Ｔ１、长 Ｔ２信号，
ＤＷＩ高信号），５例表现为胼胝体膝部及压部病灶，３
例累及全部胼胝体。６例病灶累及全部胼胝体及双侧
对称性白质，１例累及胼胝体压部及双侧丘脑。３～６０
ｄ内复查头颅ＭＲＩ病灶完全消失。但其中１例３个月
内复查头颅ＭＲＩ示ＤＷＩ高信号仍然存在［１０］。

２４　治疗与预后　类固醇激素（１５例应用甲强龙针，
９例应用地塞米松针）是最经常使用的药物，２２例短暂
应用抗癫痫药物，１９例应用阿昔洛韦针抗病毒治疗，
１７例使用静脉用免疫球蛋白针。其他治疗包括使用
甘露醇针等对症处理。而４２例患者未使用特异性药
物治疗。１０６例患者１个月内完全恢复正常，１例３个
月内恢复正常，无遗留明显后遗症。我们收治的１例
ＭＥＲＳ患者给予甘露醇针脱水降颅压、阿昔洛韦针抗
病毒治疗，患者１周内临床症状完全缓解，无遗留后遗
症。

３　讨　论
　　ＭＥＲＳ是一组临床综合征，常见于日本儿童的发
热性疾病。最早由日本学者Ｔａｄａ报道，其临床表现为
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相对较轻，１个月内完全恢复，头颅
磁共振表现为弥散加权像（ＤＷＩ）表现为高信号的可逆
性的胼胝体压部孤立性病灶。

导致ＭＥＲＳ的病因主要为病毒感染，主要是流感
病毒感染、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水痘 －带状病毒、腺病
毒，少数为支原体、军团菌或隐球菌感染后。也有少量

报道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减量过快时易于发生。本组

病例的病因最常见的依次为 Ａ型流感病毒感染，其次
为支原体肺炎感染伴发、轮状病毒感染及腺病毒感染，

少见病因为肠杆菌、粪肠球菌、ＥＢ病毒、新型隐球菌、
猪流感病变感染、流行性腮腺炎疫苗接种后、肺炎双球

菌。日本学者Ｔａｋａｎａｓｈｉ基于对日本５４例ＭＥＲＳ患者
分析认为［１１］，季节性的流感病毒Ａ和Ｂ是最常见的致
病病原体，患者的发病年龄为５岁以上，平均年龄为９
岁，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症状为谵妄，随后出现意识障

碍、痫性发作，这些症状常出现于前驱症状之后１～３
ｄ。这与我们的分析一致。Ｚｅｎｉｃｈｉｒｏ等研究了发现，５
岁以下感染者以轮状病毒感染多见，临床表现为腹泻、

呕吐、发热，意识模糊、易激惹、痫性发作、精神异常，头

颅磁共振显示胼胝体压部病变持续时间为 ４ｄ。而
Ｉｗａｔａ等报道了１例由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病毒感染引起
的ＭＥＲＳ［１２］，临床表现为先出现发热，５ｄ后出现构音
障碍、吞咽困难，发病后第６天头颅磁共振 ＤＷＩ示胼
胝体压部及双侧额颞叶白质病灶，该患者临床上仅表

现为假性球麻痹症状，如双侧面瘫、构音障碍、吞咽困

难及伸舌不能，而没有意识障碍或痫性发作，考虑病变

累及双侧放射冠而造成双侧上运动神经元瘫痪体征。

提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亦可引起ＭＥＲＳ，这进一步扩
大了ＭＥＲＳ的致病病原体。ＨａｒａＭ等［１３］首次报道了

一例由于流行性腮腺炎疫苗接种引起的 ＭＥＲＳ，该患
者为一日本的８岁男性儿童，患者接受流行性腮腺炎
疫苗（Ｔｏｒｉｉ株）接种后２０ｄ出现发热、脑膜刺激征、意
识障碍，脑脊液中分离出流行性腮腺炎 Ｔｏｒｉｉ疫苗菌
株，该患者同时伴发低钠血症（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

合征）。经抗病毒及激素治疗后１周内临床症状完全
缓解，头颅磁共振显示胼胝体压部弥散加权像高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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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病灶，无增强效应，发病初期磁共振扩散成像

ＡＤＣ值降低，１周内复查头颅磁共振胼胝体上病灶消
失。ＯｋａｍｏｔｏＴ等［１４］报道了１例由于尿路感染引起的
ＭＥＲＳ，患者为１６岁系统性红斑狼疮女性，出现发热、
头痛、呕吐、背痛，尿液检查示白细胞增多，尿培养示肺

炎克雷伯菌，因此认为细菌感染亦可引起ＭＥＲＳ。
胼胝体位于大脑纵裂底部，由连接左、右大脑半球

新皮质的纤维构成，由前向后分为嘴、膝、干和压部四

个部分。胼胝体压部由来自枕叶、颞叶和顶叶的纤维

构成。胼胝体为白质纤维，胼胝体压部容易受到损害

的机制可能与胼胝体的结构特征与血供特点有关。胼

胝体压部髓鞘内含水量较高，胼胝体压部主要由椎 －
基底动脉系统供血，胼胝体其他部位如嘴部、膝部和干

主要由颈动脉系统供血，血管支配较为丰富，不容易发

生缺血等损害，易于发生髓鞘内水肿及炎症细胞浸润。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新生儿胼胝体压部髓鞘发育尚不

完全，也易于发生胼胝体压部病变，因此不支持髓鞘内

水肿假说。

目前对ＭＥＲＳ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大量的证据
表明，ＭＥＲＳ的神经系统表现是由体内促炎症细胞因
子，如白介素６、肿瘤坏死因子α、可溶性肿瘤坏死因
子受体１等引起。其中血浆白介素６水平与 ＭＥＲＳ
的神经系统症状严重性及预后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

白介素６可作为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ＭＥＲＳ病情的一
个较好的预测标志物。但 Ｋｏｕｓａｋｕ等研究结果发现，
ＭＥＲＳ患者急性期血浆及脑脊液中炎症因子水平如白
介素６、肿瘤坏死因子α及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１没有增高，他们因此推测胼胝体压部的损伤不是由
于细胞炎症因子水平升高引起神经毒性所造成的。有

学者认为，病灶的可逆性是由于髓鞘磷脂层炎症反应

引起短暂性脑白质髓鞘水肿所引起的。有学者亦发

现，与流感病毒感染而没有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相比，

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ＭＥＲＳ患者外周血中白介素６及
肿瘤坏死因子α转录水平上调。有学者认为，由于电
解质紊乱造成髓鞘水肿可能部分的解释短暂的胼胝体

压部可逆性病灶，然而，胼胝体压部病灶短期内的可逆

性也表明病变机制与细胞能量衰竭所导致的细胞毒性

水肿不同，因细胞毒性水肿是不可逆的，如急性脑梗死

所造成的脑损伤，通常是不可逆的。也有学者认为，感

染后局部炎细胞浸润造成胼胝体压部高信号改变。

ＭｉｙａｔａＲ等［１５］研究发现，ＭＥＲＳ患者脑脊液中 ｔａｕ蛋
白及细胞因子增多，认为脑局部渗透压的改变引起氧

化应激反应，造成脑白质髓鞘蛋白的破坏，而参与了

ＭＥＲＳ的发病过程。ＳａｔｏＴ等［１６］报道了临床诊断为川

崎病伴发ＭＥＲＳ的ＳＰＥＣＴ表现：患者ＳＰＥＣＴ检查提示
双侧扣带回、丘脑、基底节、脑干和额叶皮层低灌注，提

出ＭＥＲＳ的发病机制是由于血管炎或脑血管脱水致脑
低灌注。ＭＥＲＳ在日本报道最多，且有报道姐妹俩个
均发生ＭＥＲＳ［１７］，头颅磁共振示病灶累及胼胝体压部
及双侧额叶，病变范围较大，提示遗传因素可能也参与

ＭＥＲＳ的发生，特别是磁共振显示病灶范围较大的患
者。总而言之，目前最合理的解释是，由于短暂性局部

能量代谢或离子转运异常，如髓鞘内水肿或轻微的炎

症反应，而细胞炎症因子反应没有增强，病灶部位自由

水弥散能力受到限制，一旦病因解除，病灶部位自由水

弥散能力恢复正常，病灶可快速恢复。近来也有报道

服用抗癫痫药物的患者磁共振检查发现胼胝体压部类

似的病灶，但病灶特征稍有不同，服用抗癫痫药物者形

状为椭圆形或圆形，而ＭＥＲＳ患者病灶为椭圆形，病灶
呈不规则向外延伸。

ＭＥＲＳ的前驱症状以发热、呕吐、腹泻、咳嗽及头
痛最为常见，神经系统症状以行为异常（谵妄）最常

见，随后出现意识障碍、癫痫发作，绝大多数患者１个
月内完全缓解，这与国内外报道一致［１８］。我科收治的

１例患者，临床表现为发热、头痛、呕吐，经阿昔洛韦针
抗病毒治疗，１周内上述症状完全消失，这与国内外报
道一致。Ｔａｋａｎｉｓｈｉ等做了一项研究，３７０例流感患者
中，１１例临床上有谵妄表现，行头颅磁共振及脑电图
检查，结果显示５例发现胼胝体压部孤立性病灶，４例
脑电图显示枕叶慢波，提示感染流感者若出现谵妄等

行为异常要考虑到 ＭＥＲＳ可能，需要行头颅磁共振弥
散成像检查。少数患者出现共济失调及构音障碍、吞

咽困难等假性球麻痹症状。因颅内病灶微小，出现意

识行为异常的机制尚不清楚，有学者推测可能与病变

引起胼胝体暂时性代谢异常有关。ＭＥＲＳ特征性的磁
共振表现为胼胝体压部孤立的类圆形病灶，少数表现

为胼胝体膝部、全部胼胝体或扩展至双侧半卵圆中心

白质的对称性病灶。病灶无增强效应。有学者研究认

为，可根据 ＭＲＩ表现将 ＭＥＲＳ分为Ⅰ型和Ⅱ型，Ⅰ型
是指ＭＲＩ上病灶仅局限于胼胝体压部者，Ⅱ型是指
ＭＲＩ上病灶除了累及胼胝体压部，尚累及其他脑白质
部位如。大多数研究者认为Ⅰ型和Ⅱ型ＭＥＲＳ临床表
现没有差别。另有学者认为，病灶累及胼胝体部位之

外脑白质的患者临床症状较重。也有少数研究发现

ＭＥＲＳ中少数患者磁共振检查显示胼胝体压部病灶３
月后仍然存在。头颅磁共振上ＭＥＲＳ最显著的特征是
胼胝体压部病灶的可逆性，可逆提示病灶不是细胞能

量衰竭引起的细胞性水肿，推测可能与髓鞘水肿和炎

细胞浸润有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报道临床上

有些脑炎／脑病患者头颅磁共振的特征除了胼胝体压
部病灶外，尚可出现额叶白质对称性的可逆性病灶。

由于头颅磁共振的信号特点、患者的临床表现与先前

所报道的“经典 ＭＥＲＳ”完全相同，因此，ＭＥＲＳ的放射
影像学范围扩大了。亦有报道脑白质累及的范围可扩

展至放射冠、内囊。胼胝体压部病变除了见于 ＭＥＲＳ，
也有报道可逆性胼胝体压部孤立病灶也见于痫性发

作、抗癫痫药物毒性或撤药、低糖血症、Ｗｅｒｎｉｃｋｅ脑病、
胼胝体变性、拟交感神经药物诱发的万花筒视幻觉综

合征、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脑外伤［１９］。

我们研究发现，３９例出现低钠血症（血钠 ＜１３６

·７７８·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ｍｍｏｌ／Ｌ）。ＭＥＲＳ发生低钠血症的机制尚不清楚，因多
数患者入院前未静脉输注液体，低钠血症不大可能是

由静脉输入低张液体引起的。低钠血症的可能机制为

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感染引起大脑功能紊乱，抗利

尿激素分泌增多，引起尿排钠增多，从而造成低钠血

症。血浆钠降低导致水进入脑过多，引起脑水肿，颅内

压增高，造成脑损伤，从而出现低钠脑病的表现如头

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及痫性发作，但这些症状无特

异性。

ＭＥＲＳ的诊断主要靠临床表现和头颅ＭＲＩ检查来
确诊。临床症状表现发热、头痛、恶心、呕吐，特别是流

感病毒感染后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如谵妄，临床症状

相对较轻，恢复迅速（１～７ｄ内），磁共振弥散加权成
像上显示孤立性的胼胝体压部病灶，在短时间内（１周
内）消失，没有增强效应。伴有或者不伴有低钠血症。

我们收治的患者表现为发热、头痛、恶心呕吐，脑脊液

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头颅磁共振检查发现弥散加权

像上胼胝体压部孤立的圆形病灶。鉴别诊断主要是与

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ＡＤＥＭ）鉴别。ＡＤＥＭ发生于感
染后或疫苗接种后，呈单相病程，病理特征为脑白质急

性静脉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及广泛融合的脱髓鞘病灶。

临床表现为癫痫发作、局灶性神经体征及意识改变。

病程数天到数周，激素治疗有效，数周内恢复。头颅磁

共振表现为两侧脑皮层下白质非对称性病灶，可累及

胼胝体，但多为非对称性。病灶有增强效应，病灶常在

数周到数月内进展，持续数月。其他的鉴别包括缺血

性脑血管病、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弥漫性轴索损

伤、多发性硬化、脑积水、胼胝体变性（ＭａｒｃｈｉａｆａｖａＢｉｇ
ｎａｍｉ病）、淋巴瘤和脑桥外髓鞘溶解症及高海拔性脑
水肿。这些可通过各个疾病的临床表现及头颅 ＭＲＩ
排除。

该病治疗方面无特异性，国外报道应用激素（甲强

龙针冲击治疗或地塞米松针）、短期使用抗癫痫药物、

抗病毒药物及静脉用丙种球蛋白针，所有患者预后良

好，神经系统症状完全消失，未遗留明显后遗症。一些

未给予特殊药物治疗的患者预后也很好。然而，一例

由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 ＭＥＲＳ遗留了明显
的神经系统后遗症。因此，ＭＥＲＳ预后因病原体不同
有所不同。治疗上也应根据病原体进行针对性治疗。

综上所述，ＭＥＲＳ具有特殊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
特点，预后较好，不留后遗症，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治疗

上以针对致病病原体治疗及对症治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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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ＲＰＨ与 ＰＰＨ治疗中／重度混合痔的比较研究
耿桂飞，王绍臣，兰飞，胡闪明，徐静芳，徐厚兰，兰满

摘要：目的　应用ＲＰＨ串联套扎法治疗中重度混合痔与同期ＰＰＨ治疗中重度混合痔的比较，评价 ＲＰＨ串联套
扎法治疗中重度混合痔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桐庐县中医院肛肠外科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３月ＲＰＨ
串联套扎治疗中重度混合痔３２例（ＲＰＨ组）及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肛肠外科 ＰＰＨ治疗中重度混合痔３５例
（ＰＰＨ组）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种术式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和治愈率
等情况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ＲＰＨ组平均手术时间（１５．０±３．５）分，ＰＰＨ组（２０．０±５．５）分，Ｐ＜０．０５；术中出血
量ＲＰＨ组（５．０±３．５）ｍｌ，ＰＰＨ组（１０．０±５．５）ｍｌ，Ｐ＜０．０５；并发症发生率 ＲＰＨ组８例（２５．０％），ＰＰＨ组２０例
（５７．１％），Ｐ＜０．０５；住院费用ＲＰＨ组（６０００±８００）元，ＰＰＨ组（８０００±１０００）元，Ｐ＜０．０５；住院时间 ＲＰＨ组（７±
２）ｄ，ＰＰＨ组（７±２）ｄ，Ｐ＞０．０５；治愈例数ＲＰＨ组３１（９６．８％），ＰＰＨ组３４（９７．１％），Ｐ＞０．０５。结论　ＲＰＨ治疗
中重度混合痔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法，与ＰＰＨ手术比较具有操作简单，术中出血少、损伤小，并发症发生率
低，住院费用少，不留手术疤痕，对于复发患者手术可重复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ＲＰＨ；ＰＰＨ；混合痔；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７．１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６０８７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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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１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ＲＰＨ）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
ｖｅｒｅｍｉｘｅ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ａ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ＰＰ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ｏｆＲＰＨｔａｎｄｅｍ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ｍｉｘｅ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ｉｎ３２ｃａｓｅｓ（ｇｒｏｕｐＲＰＨ）ａｎｄＰＰＨ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ｍｉｘｅ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ｉｎ３５ｃａｓｅｓ（ｇｒｏｕｐＰＰＨ），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ｃｌｕｄ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ｓｔ，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ｅｔ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ｓｔ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ＲＰＨ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ＰＰＨ（ａｌｌ
Ｐ＜０．０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ＰＨｗａｓａ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ｍｉｘｅ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ｕｉｙｕ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ＲＰＨ）；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ＰＰＨ）；Ｍｉｘｅｄｈｅｍｏｒ
ｒｈｏｉｄ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混合痔是肛肠科多发病，中重度混合痔需手术治
疗，目前多采用外剥内扎术和 ＰＰＨ术（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
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前一种方法创面大、肛垫损
伤大，术后并发症多，愈合慢，后一种方法并发症多且

严重、费用高，混合痔的手术方式逐渐成为目前肛肠科

临床研究热点。近一年来两院施行 ＲＰＨ（Ｒｅｉｙｕｎ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Ｈｏｍｏｒｒｈｏｓ）串联套扎法治疗中重度混合痔
３２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与同期ＰＰＨ３５例作比较
分析，目的是比较２种术式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和治愈率方面的差

异，评价ＲＰＨ串联套扎术临床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两院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３月同期
施行ＲＰＨ串联套扎术治疗中重度混合痔３２例，ＰＰＨ
术３５例，其中 ＲＰＨ组男性 １７例，女性 １５例；年龄
２２～９１岁，平均年龄（３２±６）岁；临床表现为大便时肿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５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肛肠外科（耿
桂飞，王绍臣，徐静芳，徐厚兰，兰满）；３１１５００浙江省
桐庐县中医院肛肠外科（兰飞，胡闪明）

通讯作者：兰飞，Ｅｍａｉｌ：１７７９１１２８３３＠ｑｑ．ｃｏｍ

物脱出或痔核脱出，大便带血２４例，肛门瘙痒２７例，
手助回纳２６例；诊断为混合痔。ＰＰＨ组 ３５例，男性
２０例，女性１５例，平均年龄（３２±５）岁；临床表现大便
时肿物脱出或痔核脱出，大便带血２５例，肛门瘙痒２６
例，手助回纳２８例；诊断混合痔。２组患者均经术前
常规检查如血常规、血凝、生化常规、心电图等，术前肠

道准备，术后随访６～８个月。２组患者性别、年龄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ＲＰＨ组：硬膜外麻醉，截石位，会阴、
肛管、直肠消毒，铺巾。探查肛管、直肠，了解痔核大小

及分布，直肠黏膜脱垂程度伴发直肠息肉等情况，于３
点位齿线上１ｃｍ处将套扎器枪口对准痔核及基底部，
闭合负压吸引按钮，使负压为０．０８～０．０９ｋＰａ之间，
转动棘轮一周，胶圈自动套上痔核根部，打开负压关闭

按钮，使枪口与痔核分离，再在此痔核根部上方２ｃｍ
处痔上黏膜行串联套扎术。同法处理７、１１点痔核和
黏膜。此时可见肛管直肠恢复正常解剖结构，痔核被

“切除”，直肠黏膜被悬吊。如外痔较大需切除，较小

不需处理。ＰＰＨ组：麻醉、体位和消毒同 ＲＰＨ组。扩
肛４指，置入扩肛器并固定，导入缝合器，于齿线上３～
４ｃｍ处用２０丝线行黏膜下层顺时针缝合一周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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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缝合器，置入吻合器头部，收紧缝合线使肠黏膜及

黏膜下层固定于吻合器颈部轴上打结，将尾线从吻合

器体部边孔穿出，边旋转收紧吻合器边牵拉尾线，当指

针进入安全击发区后，打开保险开关，击发吻合器，保

持６０ｓ，反转一周，缓慢抽出吻合器，用干纱布填塞吻
合口，立即检查切除的黏膜带完整性，抽出纱布检查吻

合口出血情况，如有出血，用３０可吸收线８字形缝合
止血，放入太宁栓一枚，拆除扩肛器，如外痔较大行外

痔切除，内痔不与处理，手术结束。女性患者术中注意

保护阴道防止损伤。

１３　术后处理　术后６ｈ进流质，后改普食，抗感染
治疗２～３ｄ，保持大便通畅，大便每日１次，便后坐浴，
每天换药２次（外痔切除者），理疗２次，太宁栓塞肛２
次，保护创面。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２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和治愈率

等指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处理，计
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２组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用频数和构成比来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手术均顺利。ＲＰＨ组患者在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并发症发生率、住院费用方面均优于ＰＰＨ
组，住院时间和治愈率与 ＰＰＨ相同，见表１。ＲＰＨ组
术后出现肛缘水肿３例，经坐浴、理疗、换药后消失；尿
潴留３例，留置导尿，术后第２天拔除尿管；肛门坠胀
感２例，用太宁栓塞肛２０ｄ消失。ＰＰＨ组肛缘水肿２
例，经坐浴、理疗、换药消失；尿潴留８例，第２天拔除
尿管；术后大出血２例，进手术室缝扎止血；肛门坠胀
６例，塞太宁栓２０ｄ后好转；术后排便困难１例，诊断
吻合口狭窄，３个月后行狭窄松解术，症状缓解；慢性
溃疡１例，行太宁栓塞肛、理疗４０ｄ后愈合。随访６～
８个月，ＲＰＨ组治愈３１例，好转 １例，有效率 １００％；
ＰＰＨ组治愈３４例，好转１例，有效率１００％，２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ＲＰＨ组和ＰＰＨ组观察指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并发症发生例数（％） 术后住院时间（ｄ） 住院费用（元） 治愈例数（％）

ＲＰＨ组 ３２ １５．０±３．５ ５．０±３．５ ８（２５．０） ７±２ ６０００±８００ ３１（９６．８）
ＰＰＨ组 ３５ ２０．０±５．５ １０．０±５．５ ２０（５７．１） ７±２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 ３４（９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混合痔是肛肠科常见的多发病，发病原因与年龄
增长、便秘、腹泻、妊娠和生产有关。内痔是肛垫的支

持结构、静脉丛及动静脉吻合支发生病理性肥大或移

位；混合痔是内痔通过丰富的静脉丛吻合支和相应部

位的外痔相互融合而成，任何年龄均可发病。其发病

机理有三种理论体系［１］。①肛垫移位学说：肛管和直
肠交界处黏膜下有一环状的平滑肌、静脉、弹性组织和

结缔组织组成血管垫即肛垫，作用是闭合肛管、节制

排便，随着年龄增长、反复便秘或腹泻，肛垫的弹性回

缩作用减弱或使Ｔｒｅｉｔｚ韧带退化断裂，造成肛垫下移，
窦状静脉淤血，逐步扩张成痔；②直肠海绵体学说：痔
的发生主要原因是动脉血供过剩，随着年龄增长，便秘

和腹泻交替促使痔的发生和发展，局部充血使内痔的

组织结构呈海绵体状；③窦状静脉扩张学说：窦状静脉
血管丛是形成肛垫的主要结构，直肠肛管在腹腔的最

下部，静脉回流受阻，又因此处静脉分属门静脉系统无

静脉瓣，窦状静脉淤血、扩张是发生内痔的主要原因。

这三种理论体系在痔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很难用其中

一种理论体系来解释清楚，因为痔的发生发展是一种

动态过程。仔细研究可发现，实际上三种学说相互联

系、相互重叠，是从痔的病因（充血），痔的发生发展过

程（肛垫移位），痔的形成（窦状静脉淤血）来说明痔的

全过程。从内痔分度也可以看出这个动态演变过程，

Ⅰ度：便时带血、滴血或喷射状出血，便后出血可自行
停止，无痔脱出；Ⅱ度：常有便血，排便时有痔脱出，便

后可自行还纳；Ⅲ度：偶有便血，排便或久站、咳嗽、劳
累、负重时痔脱出，需手还纳；Ⅳ度：偶有便血，痔脱出
不能还纳或还纳后又脱出。也佐证痔核反复脱出于肛

门外（牵拉），其最后结果是随着痔核增大（充血），长

时间反复牵拉脱出导致 Ｔｒｅｉｔｚ韧带拉长、断裂，痔上黏
膜同痔核一同被牵拉下来，也就不难理解先有内痔后

有外痔，混合痔多发的主要原因。

治疗需遵从三个原则：①无症状的痔无需处理；②
有症状的痔重在减轻或消除症状，而不是消除痔的大

小；③以非手术方法治疗为主。从这三个原则中可以
看出传统的治疗方法与现代的治疗理念发生很大变

化。

传统的治疗方法上首先是外剥内扎术（Ｍｉｌｌｉｇａｎ
Ｍｏｒｇａｎ术），这是一个经典手术，手术方法就是在外痔
基底部两侧皮肤上作“Ｖ”形切口，剥离曲张静脉团至
齿线处，钳夹内痔，在钳下方贯穿缝扎，切除结扎线远

端痔核即外剥内扎术，主要目的就是切除痔核，从患者

角度和简单的理解痔核已经切除，问题已经解决了，但

此手术只是处理痔核，没有对脱垂的黏膜进行处理，治

疗的是标，不是本，是造成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另外，

此术式损伤大、换药时间长，恢复慢，易引起肛门狭窄。

为了规避此术式的缺点，后来发明了冷冻、射频、注射、

套扎等方法，都是以消除痔核为目的，术后再次复发让

术者和患者都很难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种术式

能够长久、持续被术者和患者接受而延续的主要原因，

所以混合痔的手术方式成为这几年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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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Ｌｏｎｇｏ利用 ＰＰＨ来治疗混合痔证实了肛
垫下移理论，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成为治疗中重度混合

痔的新方法［２－３］，适应症为Ⅲ度和Ⅳ度内痔、环状混合
痔，直肠黏膜脱垂。手术原理就是把痔上黏膜环状切

除，方法是通过特制管状吻合器在齿线上２ｃｍ以上切
除２～４ｃｍ直肠黏膜同时吻合，把肛垫重新给悬吊上
移固定，不处理脱出的痔核和外痔，其优势微创、无痛，

手术时间短，恢复快，很快在肛肠界成为治疗混合痔的

主要方法，但是欧美专家也质疑手术费用高、手术创伤

大等问题，另外，该术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术后留

疤痕引起吻合口狭窄是本术式最棘手的并发症，姚礼

庆等［４］报告发生率为 ２．５％，谢敏江等［５］报告为

３．７％，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Ｓ等［６］报告为 ３．１％，本组发生率为
２．９％；术后大出血２例，发生率为５．７％，是最凶险的
并发症，需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临床多有因 ＰＰＨ失血
性休克报道，因失血进入肠腔，进入第三间隙，早期发

现困难，另外，其远期疗效还没有多中心、多样本的大

宗病例报告。

套扎术原理是将特制的胶圈套入至内痔的根部，

利用胶圈的弹性作用阻断痔的血液供应，使痔缺血、坏

死、脱落，适应症为Ⅰ、Ⅱ、Ⅲ度痔。ＲＰＨ就是用特制的
套扎器，采取负压吸引将内痔或直肠黏膜吸入套扎，

ＲＰＨ串联套扎法设计原理从外剥内扎术到痔上黏膜环
切术，总结二者优点，标本兼治，在原来痔疮套扎术的

基础上再在痔上２ｃｍ黏膜处进行黏膜套扎，套扎的内
痔核被“切除”（外剥内扎术）同时脱垂的黏膜被悬吊

（痔上黏膜环切术），适应症为Ⅱ、Ⅲ、Ⅳ度痔，通过比较
ＲＰＨ组和ＰＰＨ组临床资料来看，ＰＰＨ组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高且并发症发生后处理难度大；在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住院费用比较中 ＲＰＨ组明显占优势，而胶圈套
扎法也是目前欧美国家治疗痔和直肠黏膜脱垂首选方

法，尤其对Ⅱ、Ⅲ度痔作为一线治疗方案［７－８］，在我国

痔的治疗方法很多，套扎法对大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

良好，成为痔的主要治疗方法［９］。

ＲＰＨ是从痔结扎法而来，只是由线变成橡胶圈，自
动吸入代替了笨拙的套扎。ＲＰＨ组使用痔疮套扎器的
原理：由自动负压吸引装置把痔和痔上黏膜吸入枪内，

转动棘轮将胶圈自动套扎在痔的根部。指标量化，使

吸入套扎的痔核大小、深度适中，克服了原来操作空间

小、视野小、笨拙、套扎痔组织大小和深度随意性和不

稳定性的缺点，从而提高了套扎的效率和治疗效果，通

过２组比较治愈率相似，无显著差异，费用低，手术可
重复操作，总体优势ＲＰＨ组优于ＰＰＨ组。本组手术方
法也不同与原来的套扎法，要求将痔和痔上黏膜串联

套扎既切除了痔核又悬吊被痔牵拉下来脱垂的痔上黏

膜，上提了肛垫，使黏膜袖拉直、缩短，排便更通畅，消

除了痔的发病因素，又由于炎症的粘连作用使黏膜层

和黏膜下层固定于肌层而不留疤痕，阻止了痔的发生

和发展，从而阻止痔的复发。

ＲＰＨ治疗体会 ：ＲＰＨ手术适应症广，对各种痔病
均适应［１０］，本组一位高龄（９１岁）高血压患者，痔出血
严重，四处求医，后行ＲＰＨ手术，患者及家属满意。如
果手术失败可以１个月后再次手术，不留手术疤痕，不
破坏肛管直肠的正常结构，为后续治疗提供了有力保

证，手术可重复。禁忌症为凝血功能障碍［７］或长期口

服抗凝药物如阿司匹林（如允许停 １周左右即可手
术）。在操作中先套扎痔核再套扎痔上黏膜，二者距离

２ｃｍ左右，痔的套扎距离齿线１～１．５ｃｍ左右，否则易
引起疼痛和肛缘水肿；套扎后发现套扎组织较小可用

利多卡因：生理盐水按１∶１混合液注射使痔体苍白或
无名指大小（约２ｃｍ）。多病同治：由于ＲＰＨ是串联套
扎，仅损及黏膜层和黏膜下层，手术损伤小，如有肛周

脓肿（寻出内口者）、肛瘘、肛裂、肛乳头肥大伴发混合

痔者，先处理前者后行串联套扎，不会增加手术风险，

疗效确切，效果肯定。术后随访６～８个月，９８．５％的
患者对疗效满意。注意事项：套扎内痔基底部，不可套

扎齿状线以下肛管皮肤，易引起术后疼痛和肛缘水肿；

如果外痔较大，需行外痔切除。

ＲＰＨ串联套扎法作为治疗中重度混合痔是一种安
全有效的方法［１１］，适应症广，禁忌症少，费用低，损伤

小，并发症少，不留手术疤痕，操作简单，患者痛苦小，

手术可重复，患者更容易接受，成为痔的主要治疗方

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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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血清肿瘤标志物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
在胃癌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甘建春，刘宁，王德侯，王鹏，白铁成

摘要：目的　探讨ＣＥＡ、ＣＡ１９９以及ＣＡ７２４在胃癌诊断、病理特征及疗效评价中的参考价值。方法　选取胃癌
初诊患者为胃癌组，同期收治的胃良性病变患者和门诊体检者为对照组，分别测定２组病例血清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浓度，并分析胃癌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最后采用判别分析建立胃癌诊断判别式以及术前预测胃癌是
否伴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判别式。结果　胃癌患者３种标志物的血清浓度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表达阳性
率也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检测灵敏度。Ⅲ ～Ⅳ期胃癌标志物的阳性率高于Ⅰ ～Ⅱ期
（Ｐ＜０．０１），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肿瘤标志物的阳性率高于无区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Ｐ＜０．０５）。术后好转
的患者３种标志物的血清浓度均低于术前（Ｐ＜０．０１）。所建立的两个判别函数的灵敏度、特异性、总正确率分别
为２７．９％、９７．５％、６４．２％和３２．３％、９５．９％、６０．４％。结论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是胃癌诊断的良好辅助手
段，也是预测胃癌分期及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因子，并且是胃癌疗效评价的参考因子之一，所建立的判别函数具有

良好的判别效能。

关键词：胃癌；血清肿瘤标志物；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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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Ｎｉｎｇ，ＷＡＮＧＤｅｈｏｕ，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ｒｄ２，ｔｈｅ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Ｙａ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ａｎ７１６０００，
Ｓｈ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ｅｒｕｍ
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ａｎｄＣＡ７２４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ｇａｓｔｒｉｃｂｅｎｉｇ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ｒ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ｓｅｒ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ａｎｄＣＡ７２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ｗｏ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Ｊ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Ⅲ－Ⅳ ｓｔａｇｅ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Ⅰ－Ⅱ
ｓｔａｇｅ（Ｐ＜０．０１）．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０．０１）．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２７．９％，９７．５％，６４．２％ ａｎｄ３２．３％，９５．９％，６０．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ａｎｄＣＡ７２４ｗａｓａｇｏｏｄ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ｙ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ｇｏｏ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Ｓｅｒｕｍ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４

　　胃癌是人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虽然近年来
其发病率有所下降，然而其病死率仍居高不下，改善胃

癌的预后效果不甚理想的现状仍有赖于胃癌早期发现

率和早期诊断率的提高。目前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已成为临床上诊断胃癌的常用辅助手段之一，事实上，

其不仅在提高胃癌早期诊断率中发挥着一定作用，而

且还与胃癌的病理特征及疗效有很大的相关性［１］。本

文通过对我科收治的胃癌患者以及胃良性病变患者和

门诊体检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深入全面探讨 ＣＥＡ、
ＣＡ１９９以及ＣＡ７２４在胃癌中的应用价值，并通过判
别分析方法建立胃癌诊断判别式以及术前预测胃癌是

否伴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判别式。

作者单位：７１６０００陕西省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二病区
通讯作者：白铁成，Ｅｍａｉｌ：ｂｔｃｈ６８４９＠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７月我科
收治的胃癌初诊患者１１１例，其中男性８５例，女性２６
例，患者年龄为３０～７５岁，平均年龄为（５４．６５±８．５２）
岁，以上所有胃癌患者均经胃镜及术后病理诊断确诊。

根据最新版胃癌ＴＮＭ分期法，Ⅰ期患者４９例，Ⅱ期２９
例，Ⅲ期２０例，Ⅳ期１３例。另选取我院同期收治的胃
良性病变患者和门诊体检者１２１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性６７例，女性 ５４例，年龄为 １８～８７岁，平均年龄为
（５３．９８±１５．４６）岁。其中胃息肉１１例，慢性胃炎１６
例，胃溃疡１０例，门诊体检者８４例，均排除其他恶性
肿瘤。

１２　测定方法及参考值范围　所有住院患者均于入
院后第２天清晨空腹采血，门诊患者则当日早晨空腹
采血。肘静脉采血４ｍｌ送我院检验科，凝固后以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分离血清，采用罗氏Ｃｏｂａｓｅ６０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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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以及配套的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定量测定试
剂盒进行浓度测定。３种肿瘤标志物的参考值范围分
别为：ＣＥＡ：０～１５ｎｇ／ｍｌ，ＣＡ１９９：０～３９Ｕ／ｍｌ，ＣＡ７２
４：０～６．９Ｕ／ｍ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对数
据进行处理。根据相关数据的分布类型决定统计方

法，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均数比较采
用ｔ检验；不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２５％位
数～７５％位数）［Ｐ５０（Ｐ２５～Ｐ７５）］表示，总体分布的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总体率的比较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卡方检验。所有统计分析均以α＝０．０５（双侧）为检验
水准，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血清浓度的比较　
由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正态性检验可知，２组 ＣＥＡ、
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的血清浓度均不呈正态分布（精确
概率Ｐ均＜０．００１），详见表１。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
验对胃癌组和对照组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血清
浓度进行比较可知，胃癌组３种标志物的血清浓度中
位数均高于对照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精确概率Ｐ
均＜０．００１），详见表２。

表１　胃癌组和对照组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的
血清浓度正态性检验

组别 例数
ＣＥＡ

Ｚ值 精确Ｐ值
ＣＡ１９９

Ｚ值 精确Ｐ值
ＣＡ７２４

Ｚ值 精确Ｐ值
胃癌组 １１１ ４．４８８ ＜０．００１ ４．３２３ ＜０．００１ ３．８９５ ＜０．００１
对照组 １２１ ４．０８６ ＜０．００１ ３．６０４ ＜０．００１ ３．３４５ ＜０．００１

表２　胃癌组和对照组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
浓度比较［Ｐ５０（Ｐ２５～Ｐ７５）］

组别 例数 ＣＥＡ（ｎｇ／ｍｌ） ＣＡ１９９（Ｕ／ｍｌ） ＣＡ７２４（Ｕ／ｍｌ）

胃癌组 １１１ ２．８１（１．６０～８．２５） ９．２１（５．７５～２９．２５） ２．７７（１．４５～８．６１）
对照组 １２１ １．３３（０．８３～２．３６） ６．４０（４．５０～９．９７） １．２１（０．８４～２．１７）
Ｕ值 ３４７４．５００ ４５９７．０００ ３４１９．５００
精确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２组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阳性率比较　胃
癌组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４的阳性率分别为 １７．１％、
２２．５％、２９．７％，均高于对照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３。

表３　胃癌组和对照组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
的阳性率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ＥＡ ＣＡ１９９ ＣＡ７２４

胃癌组 １１１ １７．１（１９／１１１） ２２．５（２５／１１１） ２９．７（３３／１１１）
对照组 １２１ ８．３（１０／１２１） ６．６（８／１２１） ５．０（６／１２１）
χ２值 ４．１４８ １２．０１２ ２５．４０２
精确Ｐ值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３种标志物单项及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及特异性
比较　单项检测对诊断胃癌的灵敏度以 ＣＡ７２４的灵
敏度最高，为２９．７％；２项联合检测以 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
４的灵敏度最高，为３７．８％；３项联合检测灵敏度可达
４３．２％。３种标志物单项检测对诊断胃癌的特异性均
可高达９０％以上，其中 ＣＡ７２４可高达９５．０％。联合
检测可降低检测的特异性，并且联合项目越多，特异性

越低，详见表４。

表４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４单项及联合检测
的灵敏度及特异性比较

检测项目 胃癌组阳性例数 灵敏度（％） 对照组阴性例数 特异性（％）

ＣＥＡ １９ １７．１ １１１ ９１．７
ＣＡ１９９ ２５ ２２．５ １１３ ９３．４
ＣＡ７２４ ３３ ２９．７ １１５ ９５．０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 ３４ ３０．６ａ １０４ ８６．０
ＣＥＡ＋ＣＡ７２４ ４０ ３６．０ａ １０７ ８８．４
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４ ４２ ３７．８ｂ １０８ ８９．２
３项联合 ４８ ４３．２ａｂｃ １０１ ８３．５

　　注：与单项检测 ＣＥＡ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单项检测 ＣＡ１９９比较，
ｂＰ＜０．０５；与单项检测ＣＡ７２４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４　３种标志物的表达与胃癌分期及区域淋巴结转
移的关系　Ⅲ～Ⅳ期胃癌３种标志物的阳性率均高于
Ⅰ～Ⅱ期胃癌，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有区域淋巴结
转移的患者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表达阳性率均
高于无区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５。
表５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的表达与胃癌分期及

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临床病理特征 ＣＥＡ阳性率 ＣＡ１９９阳性率 ＣＡ７２４阳性率

ＴＮＭ分期 Ⅰ～Ⅱ ６．４（５／７８） １５．４（１２／７８） １５．４（１２／７８）
Ⅲ～Ⅳ ４２．４（１４／３３）ａ ３９．４（１３／３３）ｂ ６３．６（２１／３３）ａ

区域淋巴结转移情况 无 ６．１（３／４９） １２．２（６／４９） １２．２（６／４９）
有 ２５．８（１６／６２）ｃ ３０．６（１９／６２）ｄ ４３．５（２７／６２）ｅ

　　注：与Ⅰ～Ⅱ期胃癌比较，ａＰ＜０．００１；与Ⅰ ～Ⅱ期胃癌比较，ｂＰ＜
０．０１；与无区域淋巴结转移比较，ｃＰ＜０．０１；与无区域淋巴结转移比
较，ｄＰ＜０．０５；与无区域淋巴结转移比较，ｅＰ＜０．００１。

２５　３种标志物与疗效的关系　术后１个月有１０７例
患者病情好转，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带符号秩检验分别比较
这１０７例患者术前与术后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
血清浓度可知，术后好转的患者３种标志物的血清浓
度中位数均低于术前，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６。
表６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术前与术后好转的

浓度比较［Ｐ５０（Ｐ２５～Ｐ７５）］

时间 ＣＥＡ（ｎｇ／ｍｌ） ＣＡ１９９（Ｕ／ｍｌ） ＣＡ７２４（Ｕ／ｍｌ）

术前 ２．７６（１．６０～８．２５） ８．８５（５．６７～２９．２５） ２．８９（１．５０～８．７３）
术后好转 ２．０１（１．３１～３．４９） ８．０５（５．７４～１８．２１） １．７６（１．０８～４．３３）
Ｚ值 －５．５２３ －２．８４１ －４．２６９
精确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２６　判别分析　将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的血清浓
度作为３个变量，分别建立胃癌诊断判别式以及术前
预测胃癌是否伴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判别式。

２６１　胃癌诊断判别式的建立　表７列出了典型判
别式函数系数，将函数系数代入判别式，可得典型判别

函数为：Ｙ＝－０．３８４－０．００２Χ１＋０．００４Χ２＋０．０２６Χ３，
其中，Χ１、Χ２、Χ３分别指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血
清浓度。若 Ｙ＞０，则诊断为胃癌。经 Ｗｉｌｋｓ检验，精
确Ｐ值＜０．００１，表明判别式有意义。回代分类结果显
示，该判别式对 ２７．９％的胃癌病例正确判别，对
９７．５％的对照组病例正确判别，总正确率为６４．２％，
详见表８。
２６２　术前预测胃癌是否伴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判
别式的建立　表９列出了典型判别式函数系数，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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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系数代入判别式可得，典型判别函数为：Ｙ＝
－０．４９７－０．００１Χ１＋０．００３Χ２＋０．０１７Χ３，其中，Χ１、
Χ２、Χ３分别指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血清浓度。
若Ｙ＞０，则预测胃癌伴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经 Ｗｉｌｋｓ
检验，精确Ｐ值为０．０１４，表明判别式有意义。回代分
类结果显示该判别函数对３２．３％的有区域淋巴结转
移的病例正确判别，对９５．９％的无区域淋巴结转移的
病例正确判别，总正确率为６０．４％，详见表１０。

表７　判别式函数系数

项目 典型判别式函数系数

ＣＥＡ值 －０．００２
ＣＡ１９９值 ０．００４
ＣＡ７２４值 ０．０２６
常量 －０．３８４

表８　典型判别函数回代分类结果（ｎ，％）

初始组别
预测组别

胃癌组 对照组
合计

胃癌组 ３１（２７．９） ８０（７２．１） １１１（１００．０）
对照组 ３（２．５） １１８（９７．５） １２１（１００．０）

表９　判别式函数系数

项目 典型判别式函数系数

ＣＥＡ值 －０．００１
ＣＡ１９９值 ０．００３
ＣＡ７２４值 ０．０１７
常量 －０．４９７

表１０　典型判别函数回代分类结果（ｎ，％）

初始组别
预测组别

淋巴结转移 无淋巴结转移
合计

淋巴结转移 ２０（３２．３） ４２（６７．７） ６２（１００．０）
无淋巴结转移 ２（４．１） ４７（９５．９） ４９（１００．０）

３　讨　论
　　血清肿瘤标志物是肿瘤细胞在发生和增殖过程中
产生的某些生化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类、糖类、酶类

等肿瘤标志，可存在于肿瘤细胞内或释放入患者体液

中。通过对患者体液肿瘤标志的分析，可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肿瘤的存在与否。本研究结果也证实胃癌患者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的血清浓度会有不同程度的
升高，这是其作为肿瘤标志物的基础。进一步的研究

表明，胃癌患者这３种标志物的表达阳性率均高于胃
良性病变者及健康者。

理想的肿瘤标志物应该具有高灵敏度、高特异性、

便于检测、可用于预测癌症的期别及评估预后等特点。

然而，由于肿瘤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复杂性与多态性，目

前仍没有单一的肿瘤标志物能达到人们的期望。国内

外多项研究资料表明，ＣＥＡ的阳性率在 １０．６％ ～
５７．６％之间，ＣＡ１９９在 ８．７％ ～５０．０％之间，ＣＡ７２４
在１８．６％ ～５８．０％之间，并且 ＣＡ７２４相比其他标志
物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２－５］。本研究胃癌组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４的阳性率分别为 １７．１％、
２２．５％、２９．７％，均在这些范围内。单项及联合检测的
灵敏度及特异性表明，ＣＡ７２４单项检测的灵敏度最
高，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４两项联合检测的灵敏度最高，３
项联合检测灵敏度可达４３．２％。然而联合检测可降
低检测特异性，并且联合项目越多，特异性越低。因

此，临床上选择最佳的检测组合既可以提高灵敏度又

可避免特异性过低。

有文献报道，ＣＥＡ、ＣＡ１９９、ＣＡ７２４与淋巴结转移
有关，并且 ＣＡ７２４还是胃癌分期的良好预测因
子［６－８］。本研究表明，ＣＡ７２４作为区域淋巴结转移的
预测因子优于 ＣＥＡ及 ＣＡ１９９。Ⅲ ～Ⅳ期胃癌 ＣＥＡ、
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表达阳性率均高于Ⅰ ～Ⅱ期胃
癌，并且在预测胃癌分期方面 ＣＥＡ及 ＣＡ７２４要更优
于ＣＡ１９９。这也充分表明肿瘤标志物与胃癌的病理
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

有研究表明，ＣＥＡ、ＣＡ１９９术前浓度升高对预后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有将ＣＡ７２４作为预后的最佳预
测因子［９－１１］。通过术后 １个月好转的患者 ＣＥＡ、
ＣＡ１９９及ＣＡ７２４的血清浓度的术前术后比较，术后
这３种标志物浓度均低于术前，这表明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
及ＣＡ７２４在胃癌疗效评价中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可
作为胃癌疗效评价的参考因子之一。

判别分析就是为了得到体现分类的判别函数，其

目标是使所得到的判别函数在对观测量进行判别其所

属类别时的错判率最小。余国行等［１２］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二
分类判别分析建立胃癌诊断判别方程，结果显示，诊断

总正确率为９５．０％，在正常组为９６．１％，在胃癌组为
４３．７％。本研究将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血清浓
度作为３个变量，分别建立胃癌诊断判别式以及术前
预测胃癌是否伴有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判别式。回代分

类结果表明，两个判别函数的灵敏度、特异性、总正确

率分别为２７．９％、９７．５％、６４．２％和３２．３％、９５．９％、
６０．４％，显示出了良好的判别效能，具有一定的临床应
用价值。

血清肿瘤标志物在发现之初，人们便对其寄予很

大的期望。经过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研究和临床应用，

尽管有一系列新的肿瘤标志物被发现，但是由于各种

因素导致单一肿瘤标志物难以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

采用多项联合检测，通过标志物间的互补作用，势必会

克服单一检测的不足。本研究通过对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７２４的多角度分析，系统阐明了这３种标志物与胃
癌病理参数的关系以及在疗效评价中的价值，并通过

建立胃癌诊断判别式以及预测胃癌是否伴有区域淋巴

结转移的判别式，为肿瘤标志物在胃癌中的应用价值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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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他汀对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和远期作用的研究
杨晓国，吴曙智

摘要：目的　探讨卒中前应用他汀类药物是否可以改善缺血性脑卒中严重程度和急性期预后，以及卒中后应用
他汀类药物对神经功能恢复和远期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缺血性脑卒中患者６５４例。根据是否应用他
汀类药物分为他汀组和非他汀组。临床特征从病历获得，卒中严重程度应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ＮＩＨＳＳ）评估。随访以门诊随访为主，辅以电话随访、住院随访等，应用改良Ｒａｎｋｉｎ量表（ＭＲＳ）评估神经功能状
态。生存率估算应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组间生存率曲线差异采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结果　卒中前有１０４例患者应用
他汀类药物（他汀组），５５０例未应用他汀类药物（非他汀组）。２组之间 ＮＩＨＳ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０．
４１２，Ｐ＝０．４８４），急性期生存曲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２０１，Ｐ＝０．６５４）。卒中后纳入分析的５２３例患者中
有３１２例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他汀组），２１１例未接受他汀药物治疗（非他汀组）。随访１年时他汀组神经功能
显著优于非他汀组（χ２＝８．５９９，Ｐ＝０．００３），并且２组的生存曲线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１４７，Ｐ＝０．０２３）。
结论　卒中前应用他汀类药物并未明显改善缺血性脑卒中的严重程度和急性期预后，但是卒中后应用他汀类药
物可以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和神经功能，这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和康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缺血性脑卒中；他汀；急性期；远期作用；预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６０８８５０４

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ｎｏｎ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ｏ，ＷＵＳｈｕｚｈ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Ｗｅｎｚｈｏｕ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ｎｚｈｏｕ３２５２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ｐｒｅｓｔｒｏｋｅｕｓ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ｎ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ｒｏｋ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ｎｓｏｎ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６５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ｓｔａｔｉｎ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ｆｒｏｍ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
ｃｏｒｄａｎｄｓｔｒｏｋ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ｗａ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ｒｏｋｅＳｃａｌｅ（ＮＩＨＳＳ）．Ｔｈｅｍａｉｎ
ｆｏｒｍ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ｗａｓ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ｂ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ａｎｄ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ｋｉｎ
Ｓｃａｌｅ（ＭＲＳ）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ｇｒａｎｋ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０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ｔａｔｉｎｓ
（ｓｔ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５５０ｃａｓｅｓｄｉｄｎ’ｔ（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ｏｋｅ．ＮＩＨＳＳ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Ｚ＝０．４１２，Ｐ＝０．４８４）．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ａｃｕｔ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ｃｕｒｖｅｓ（χ２＝０．２０１，Ｐ＝
０．６５４）．Ｉｎ５２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３１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ｔ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ｔ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２１１ｃａｓ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ｒｅ
ｃｅ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ｎｓ（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ｔ１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ｓｔ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χ２＝８．５９９，Ｐ＝０．００３）．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χ２＝５．１４７，Ｐ＝０．０２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ｏｋｅｄｉｄ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ａｃｕｔ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ｕｔｓｔａｔｉｎ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ｓｔｒｏｋｅ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ｕｉ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Ｓｔａｔｉｎ；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卒中是慢性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证
明，他汀能够减少缺血性脑卒中（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ＩＳ）
发生或复发的风险［１－２］，但是关于他汀对卒中严重程

度、病死率和神经功能的影响所知甚少。虽然有研究

发现，应用他汀预处理和早期治疗能够获益［３］，但是临

床试验仍有争议［４］。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

卒中前应用他汀是否可以改善 ＩＳ严重程度和急性期
预后以及卒中后应用他汀对神经功能恢复和远期预后

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以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１月１２月
３１日之间连续的ＩＳ患者６５４例为研究对象，溶栓者排
除。男性３５２例，女性３０２例，年龄（６５．１±１６．３）岁。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杨晓国，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ｏ８８９９＠１６３．ｃｏｍ

根据卒中前是否应用他汀分为卒中前他汀组和卒中前

非他汀组，根据卒中后是否应用他汀分为卒中后他汀

组和卒中后非他汀组。

１２　试验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随访研究。查阅病
历获得入院时资料。ＩＳ诊断依据 ＷＨＯ定义，卒中严
重程度应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ｒｏｋｅＳｃａｌｅ，ＮＩＨＳＳ）评估。根据临
床和影像学进行ＴＯＡＳＴ分型。

随访以门诊随访为主，辅以电话随访、住院随访

等。急性期定义为卒中后３０ｄ。起点事件为卒中，终
点事件为死亡（全死因）。每例患者随访１年，截止至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卒中后１年时应用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
量表（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ＭＲＳ）评估神经功能状态，
较好的状态定义为ＭＲＳ评分≤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分析。两独立样
本比较采用 ｔ检验或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或 χ２检验。
生存率估算应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生存曲线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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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均为双侧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基线特征　卒中前１０４例患者应用他汀（他汀

组），应用时间１５（３～３５）个月。他汀组男性、年龄、高
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既往心梗、ＩＳ和ＴＩＡ的比例
均高于非他汀组，见表１。

表１　２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卒中前临床基线特征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性） 年龄（岁） 高血压病 高脂血症 糖尿病 房颤 心衰 既往心梗 既往脑出血

他汀组 １０４ ６８（６５．４） ６８．５±１０．２ ６０（５７．７） ３３（３１．７） ２２（２１．２） ２８（２６．９） １２（１１．５） ３０（２８．８） ３（２．９）
非他汀组 ５５０ ２８４（５１．６） ６４．５±１２．１ ２３２（４２．２） ５０（９．１） ６５（１１．８） １５１（２７．５） ６０（１０．９） ８２（１４．９） ２３（４．２）
ｔ（χ２或Ｚ）值 ６．６５１ ２．０４７ ８．５１４ ４０．４５８ ６．６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５ １１．９７０ ０．３８６
Ｐ值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９１１ ０．８５１ ０．００１ ０．５３５

组别 例数 既往ＩＳ 既往ＴＩＡ
病因分型

大动脉粥样硬化型 心源性栓塞型 小动脉闭塞型 其他
ＮＩＨＳＳ评分

他汀组 １０４ ４５（４３．３） ２０（１９．２） ４７（４５．２） ３０（２８．８） ２０（１９．２） ７（６．７） １２（２～３０）
非他汀组 ５５０ １２８（２３．３） ４０（７．３） ２０１（３６．５） １６２（２９．５） １５１（２７．５） ３６（６．５） １３（２～３４）
ｔ（χ２或Ｚ）值 １７．９７６ ９．３５６ ４．００２ ０．４１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２６１ ０．４８４

２２　卒中严重程度和急性期生存率　卒中前２组间
ＮＩＨＳ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急性期无失访
病例，他汀组死亡１６例，非他汀组死亡４０例。２组生
存曲线无差异（χ２＝０．２０１，Ｐ＝０．６５４），见图１。

图１　２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性期生存率分析
２３　神经功能恢复和长期生存率　除去急性期死亡
的５６例和７５例（１２．５％）失访者，剩下５２３例中有３１２
例接受他汀治疗（他汀组），２１１例未接受（非他汀组）。
他汀组高脂血症、糖尿病、房颤、既往心梗的比例均高

于非他汀组，见表２。
随访１年时他汀组有２８例（９．０％）停用他汀，服

用时间为８（３～１１）个月。他汀组有２１１例（６７．６％）
ＭＲＳ评分≤２，非他汀组有 １１６例（５５．０％）ＭＲＳ评
分≤２。随访１年他汀组４０例、非他汀组６５例于非急
性期死亡，生存曲线存在差异（χ２＝５．１４７，Ｐ＝０．０２３），
见图２。

图２　２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远期生存率分析

表２　２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基线特征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性别（男性） 年龄（岁） 高血压病 高脂血症 糖尿病 房颤 心衰 既往心梗 既往脑出血

他汀组 １０４ １６７（５３．５） ６４．２±１１．５ １４１（４５．２） ４９（１５．７） ５５（１７．６） ５９（１８．９） ２５（８．０） ４８（１５．４） ９（２．９）
非他汀组 ５５０ １０１（４７．９） ６５．８±１２．３ ９４（４４．５） １０（４．７） ２２（１０．４） ６３（２９．９） ２４（１１．４） ２０（９．５） １０（４．７）
ｔ（χ２或Ｚ）值 １．６１３ ０．９７６ ０．０２１ １５．１２３ ５．２００ ８．４３５ １．６７５ ３．８８１ １．２３７
Ｐ值　　　 ０．２０４ ０．３２８ ０．８８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９ ０．２６６

组别 例数 既往ＩＳ 既往ＴＩＡ
病因分型

大动脉粥样硬化型 心源性栓塞型 小动脉闭塞型 其他
ＮＩＨＳＳ评分 ＭＲＳ评分≤２

他汀组 １０４ ８９（２８．５） ２１（６．７） １２５（４０．１） ９３（２９．８） ７７（２４．７） １７（５．４） １１（２～３２） ２１１（６７．６）
非他汀组 ５５０ ７２（３４．１） １５（７．１） ６６（３１．３） ７９（３７．４） ５５（２６．１） １１（５．２） １３（２～３４） １１６（５５．０）
ｔ（χ２或Ｚ）值 １．８５１ １．０６２ ４．９９９ １．０３５ ８．５９９
Ｐ值　　　 ０．１７４ ０．３０３ ０．１７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３

３　讨　论
　　卒中是全球范围内慢性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增长。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给患者和

家庭造成极其沉重的负担。卒中患者容易复发，卒中

后心血管不良事件也增加，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

因。来自于随机试验的证据表明，他汀类药物可在非

常广泛的年龄范围和血压范围内降低总卒中发生

率［５］，而不管患者以前有无血管疾病，也不管患者的性

别及基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６］。另有试验证

明，他汀类药物不仅能够降低首次缺血性脑卒中的发

生风险，还可降低其复发的风险［７］。然而，尽管他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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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对卒中复发的效果已经很清楚，但是关于它对卒

中后死亡率和神经功能的影响却知之甚少。因此，本

研究以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他汀类

药物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近期和远期影响，主要有

两个发现：①卒中前应用他汀类药物治疗并没有改善
患者的急性期卒中严重程度，也没有增加急性期的生

存率；②卒中后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其长期的
神经功能恢复和生存率要明显优于那些没有接受他汀

类药物治疗的患者。

ＢｅｒｇｅｒＣ等［８］在一个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动物实

验模型中发现，应用他汀类药物早期治疗或者应用他

汀类药物预处理，能够缩小脑梗死的体积，降低神经系

统功能受损的程度。据推测，他汀类药物的急性保护

作用主要与增强缺血半暗区的血管生成和神经元祖细

胞迁移，以及抗氧化、抗炎、抗血栓形成和扩张血管等

有关［９］。然而本研究发现，与非他汀组患者相比，他汀

组卒中严重程度和急性期生存率并无明显改善。以前

ＭｏｏｎｉｓＭ等［１０］的临床研究表明，他汀类药物预处理可

以降低卒中的严重性，但是该研究报告的例数较小，并

且评估卒中严重程度的时间较晚（出院前）。我们的结

果与ＳｔｅａｄＬＧ等［１１］的结果报道基本一致，卒中前使用

他汀类药物不会降低卒中的严重性。ＧｒｅｉｓｅｎｅｇｇｅｒＳ
等［１２］研究结果提示，他汀类药物仅能降低糖尿病患者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严重程度，但是排除糖尿病患者

后，其保护作用降低，没有统计学意义。出现这种现象

的可能原因是，他汀类药物的急性神经保护作用被他

汀组的一个临床基线特点给抵消，即卒中前他汀组的

临床合并症更多。这在临床基线的比较中（见表１）可
以发现，他汀组的心脑血管合并症和糖尿病均高于非

他汀组。这提示，卒中前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卒中前

心脑血管合并症和糖尿病相关，此时他汀类药物可能

仅仅是一个体现病情的标志，而保护作用被掩盖。因

此，有必要进行前瞻性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研究。

前面关于他汀类药物对卒中后神经功能恢复作用

的研究大多数是小样本的研究，神经功能状态的定义

也不同，存在明显异质性［１，４，７］。并且研究对象的平均

年龄较小，合并症较少［４－５］，即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积极降低胆固醇水平的卒中预防试验”（Ｓｔｒｏｋｅ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ｙ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Ｌｅｖｅｌｓ，
ＳＰＡＲＣＬ）［５］，其对纳入的研究对象也有许多要求（如
急性轻度损伤、以前没有卒中病史和／或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病史、年龄１８岁以上等）。本研究以大
样本的连续患者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尽管卒中后他

汀组患者在随访１年时已有部分患者停药，但是他汀
组仍显现出更好的远期生存率和神经功能。该结果与

最近ＮｉＣｒｏｉｎｉｎＤ等［４］的报告一致，后者发现在急性期

他汀类药物治疗与良好的神经功能恢复和较长的生存

期有关。ＢｉｆｆｉＡ等［１３］最近进行了一项荟萃分析，纳入

了１１个先前发表的单中心研究，进一步证明他汀类药
物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所发挥的有益作用。

ＦｌｉｎｔＡＣ等［１４］人的研究从相反的角度证实了他汀类药

物对缺血性脑卒中的作用，他们发现，缺血性脑卒中患

者早期停用他汀类药物可能会导致早期神经功能恶

化，增加死亡率。缺血性脑卒中死亡与胆固醇升高和

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而他汀类药物不仅有降低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的作用，而且有明显的抗动脉粥样硬化

作用［１５］，因此，他汀类药物改善预后的作用可能与此

相关。综合本研究和前面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认为，

卒中后应用他汀类药物能够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

长期预后，减轻神经功能缺损，如果没有禁忌症应该早

期应用。

本研究的优点在于，这是国内较早探讨预使用他

汀类药物对卒中严重程度和急性期预后、卒中后应用

他汀类药物对长期预后和神经功能影响的随访研究，

并且样本数量较大，同时患者为连续住院人群，能够反

映日常临床工作所见患者的特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首先，这是一个回归性的分析，而不是一个前

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这导致卒中前他汀组患者人数较

小，由于许多因素会影响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因此这些

因素在２组之间分布难以完全一致；其次，难以确保卒
中后他汀组在随访期间他汀类药物的使用，本研究只

有９１．０％的患者在随访结束时仍在应用他汀类药物；
第三，本研究失访人群达１２．５％，因此可能存在选择偏
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总之，本研究发现，卒中前应用他汀类药物并未明

显改善缺血性脑卒中的严重程度和急性期预后，但是

卒中后应用他汀类药物可以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和神

经功能，这对于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和康复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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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不同屈膝角度下 ＡＣＬ重建股骨隧道的解剖研究
董伊隆，蔡春元，钱约男，姜文辉，姜刚毅，杨国敬

摘要：目的　探讨膝关节镜手术在不同屈膝角度下前交叉韧带（ＡＣＬ）单束解剖重建股骨隧道的解剖特点，以期
为临床中ＡＣＬ解剖重建提供解剖学数据。方法　采用２０例成人尸体双膝部标本，保留膝关节上下至少２０ｃｍ，
排除关节明显退变、畸形及关节损伤。男性１２例，女性８例，年龄在２４～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７．３岁。标本固定于
手术台上，允许膝关节９０°～１３０°范围活动。分别屈膝９０°、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及１３０°经前内辅助入路（ＡＭＰ）钻取
股骨隧道，并用克氏针标记。镜下操作结束，切除膝关节标本周围软组织，暴露隧道的外口。用游标卡尺测量裸

露在股骨隧道外的克氏针长度，间接计算股骨隧道长度。再摄膝关节标本正位 Ｘ线片，摄正位片时股骨侧以内
外股骨髁皮质突出点为旋转标记，测量克氏针与髁间窝外侧壁在水平面的夹角，即横向钻角。结果　本研究发现
在同一尸体标本上，不同的膝关节角度下可以得到不同的股骨隧道长度和横向钻角。不同膝关节下测量的股骨

隧道长度存在统计学差异（Ｆ＝２２８．１５，Ｐ＝０．０００），不同膝关节下测量的横向钻角存在统计学差异（Ｆ＝９３０．７１，
Ｐ＝０．００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股骨隧道长度和横向钻角二者间存在相关性（ｒ＝－０．９０８），股骨隧道长度与横
向钻角存在负相关。结论　国家级下经ＡＭＰ入路解剖重建ＡＣＬ时不同的膝关节角度影响股骨隧道的方向和长
度。

关键词：膝关节；解剖；重建；隧道；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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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ｇｅｄｆｒｏｍ２４ｔｏ６５ｙｅａｒｓ，３７．３ｙｅａｒｓｆｏ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ｋｎｅｅａｔ９０°，
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ａｎｄ１３０°ｐｒ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ＭＰ）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ｍｏｒａｌｔｕｎｎｅｌ，ａｎｄｗｉ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ｗｉｔｈＫｉｒ
ｓｃｈｎｅｒ．Ｔｈｅｆｅｍｏｒａｌｔｕｎｎｅｌ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ｎｅｅａｎｇｌｅｓｃａｎｆｏｒ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ｍｏｒａｌｔｕｎｎｅｌ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ｅｍｏｒａｌｔｕｎｎｅｌ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ｈａ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ｎｅｅｊ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ｃａｎｉｍｐａ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ｆｅｍｏｒａｌｔｕｎｎｅｌｗｈｅｎＡＣ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ＡＭ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ｎｅｅｊｏｉｎｔ；Ａｎａｔｏｍ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ｕｎｎｅｌ；Ｘｒａｙ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ｕｃｉａｔｅ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ＡＣＬ）是维持膝关节稳定的重要结构之一，断裂后可能
会引起膝关节向前及旋转不稳，从而严重影响膝关节

功能。ＡＣＬ重建使大多数患者成功地恢复了运动能力
并恢复了充满活力的生活。尽管如此，目前的术式依

然存在问题。ＶａｎＥｃｋＣＦ等［１］所倡导单束解剖重建

很好地解决了 ＡＣＬ股骨端的定位问题。而目前对于
膝关节屈曲角度对于 ＡＣＬ单束解剖重建股骨隧道的
研究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对不同膝关节屈曲角度

下ＡＣＬ单束解剖重建股骨隧道的形态参数进行解剖
学研究，以获得详细的解剖学资料，并以此为临床ＡＣＬ
解剖重建术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标本及器械　采用２０例成人尸体双膝部标
本，保留膝关节上下至少２０ｃｍ，排除关节明显退变、
畸形及关节损伤。本研究所有尸体标本均有温州医科

大学解剖教研室提供，标本部分曾用于胫骨上段后方

解剖研究，其膝关节关节囊、交叉韧带、半月板、髌骨及

作者单位：３２５２００浙江省瑞安市，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骨科

通讯作者：董伊隆，Ｅｍａｉｌ：ｄｏｎｇｙｉｌｏｎｇｄｅｌ＠１６３．ｃｏｍ

膝前、左、右软组织完整。排除畸形、骨折、发育未完全

及退行性病变。标本中男性１２例，女性８例，年龄在
２４～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７．３岁。
１２　实验仪器及器械　Ｓｔｒｙｋｅｒ公司关节镜系统（美
国）；ＳｍｉｔｈＮｅｐｈｅｗ公司镜下操作系统：兰钳，前内侧入
路定位器，测量尺；电钻（Ｓｔｒｙｋｅｒ公司）；国产２．０ｍｍ
克氏针；膝关节固定器（自制）；数显游标卡尺（精确度

０．０１ｍｍ，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Ａ３１００
数码相机（Ｃａｎｏｎ公司，日本）；ＩｍａｇｅＪ图形处理软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美国）。
１３　实验方法　股骨隧道的标记：将标本固定于手术
台上，允许膝关节９０°～１３０°范围活动。ＡＣＬ解剖重
建常规使用前外（ＬＰ）、中间（ＣＰ）和前内辅助入路
（ＡＭＰ）３个入路，其中 ＡＭＰ置于内侧关节间隙以上，
距离髌腱内侧缘约２ｍ，该入路为器械入路，可定位股
骨止点和钻取骨道［２］。使用刨刀清理关节腔，完整显

露ＡＣＬ。兰钳剪断并逐步咬除ＡＣＬ，直到 ＡＣＬ股骨止
点。并在镜下寻找ＡＣＬ解剖止点的中心（解剖足印点
中心），分别于屈膝９０°、１１０°、１３０°钻入克氏针标记，克
氏针尖端系隧道外口。取同一尸体标本的对侧膝关节

重复上述镜下操作，直至找到 ＡＣＬ解剖止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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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屈膝１００°、１２０°钻入克氏针标记，克氏针尖端系
隧道外口。镜下操作结束，切除膝关节标本周围软组

织，暴露隧道的外口（图１，见封三）。
１４　解剖学测量　用游标卡尺测量裸露在股骨隧道
外的克氏针长度，间接计算股骨隧道长度。完成上述

测量后，用数码相机多角度拍摄标本，将所得图像输入

电脑，采用图形处理软件进行测量及分析，再次测量上

述的各数据并与实测值进行比较。为消除膝关节标本

个体差异，将每个标本转换成标准尺寸的膝关节，即股

骨外上髁和内上髁连线距离为８０ｍｍ，据此对每个标
本测量值进行标准化处理［３］。再摄膝关节标本正位Ｘ
线片，摄正位片时股骨侧以内外股骨髁皮质突出点为

旋转标记，测量克氏针与髁间窝外侧壁在水平面的夹

角，即横向钻角（图２，见封三）。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
公司，美国）对数据进行处理。股骨隧道长度和横向钻

角等资料以（ｘ±ｓ）表示，不同膝关节下测量的股骨隧
道长度和横向钻角采用 Ｆ检验。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分析检验股骨隧道长度和横向钻角二者间有无相关

性，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本研究发现在同一尸体标本上，不同的膝关节角
度下可以得到不同的股骨隧道长度，即屈膝９０°、屈膝
１００°、屈膝１１０°、屈膝１２０°和屈膝１３０°时，其股骨隧道
长度分别为（１９．８８±１．２９）ｍｍ、（２３．４２±１．１８）ｍｍ、
（２５．７３±２．１１）ｍｍ和（２８．４７±１．０６）ｍｍ，并且发现
随着屈膝角度的增加，股骨隧道长度出现相应的增加

（见图３）。统计学分析示Ｆ值大于１，不同膝关节下测
量的股骨隧道长度存在统计学差异（Ｆ＝２２８．１５，Ｐ＝
０．０００），见表１。同时，不同的膝关节角度下可以得到
不同的横向钻角，即屈膝９０°、屈膝１００°、屈膝１１０°、屈
膝１２０°和屈膝 １３０°时，其横向钻角分别为（４１．６２±
１．５１）°、（３６．０５±０．９５）°、（３２．４８±１．６２）°、（２８．０５±
１．１６）°和（１６．２５±１．７８）°，并且发现随着屈膝角度的
增加，横向钻角也相应的减少（见图４）。统计学分析
示Ｆ值大于１，不同膝关节下测量的横向钻角存在统
计学差异（Ｆ＝９３０．７１，Ｐ＝０．０００），见表１。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性分析股骨隧道长度和横向钻角二者间存在相关性

（ｒ＝－０．９０８），即股骨隧道长度与横向钻角存在负相
关（见图５）。

图３　膝关节屈曲角度与股骨隧道长度的关系

图４　膝关节屈曲角度与横向钻角的关系

图５　横向转角与股骨隧道长度的关系
表１　不同屈膝角度下股骨隧道长度和横向钻角（ｘ±ｓ，ｎ＝２０）

屈膝角度 股骨隧道长度（ｍｍ） 横向钻角（°）

屈膝９０° １９．８８±１．２９ ４１．６２±１．５１
屈膝１００° ２３．４２±１．１８ ３６．０５±０．９５
屈膝１１０° ２５．７３±２．１１ ３２．４８±１．６２
屈膝１２０° ２８．４７±１．０６ ２８．０５±１．１６
屈膝１３０° ３１．６３±０．８３ １６．２５±１．７８
Ｆ值 ２２８．１５ ９３０．７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ＡＣＬ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断裂后可能
会引起膝关节向前及旋转不稳，从而严重影响膝关节

功能。目前主张早期进行韧带重建，膝关节镜手术的

发展，无疑为韧带重建提供了最佳选择方案。目前研

究认为股骨侧隧道的定位对于 ＡＣＬ重建术后效果非
常重要，正确的股骨隧道定位是 ＡＣＬ重建术成功与否
的关键。我们研究认为最佳股骨定位点位置应在ＡＣＬ
股骨解剖足印点中心。ＡｒａｕｊｏＰＨ等［２］认为恢复正常

解剖结构永远是不会错的，故主张解剖重建 ＡＣＬ。根
据ＡＣＬ原有解剖特点进行功能重建，从而最大限度、
最大可能地恢复患者ＡＣＬ原有尺寸、韧带胶原走行方
向和止点位置，即ＡＣＬ解剖重建［４］。但是对于相同的

股骨定位点，在不同的屈膝情况下钻取股骨隧道，是否

会得到不同解剖特性的股骨隧道。为此，我们设计对

不同膝关节屈曲角度下 ＡＣＬ单束解剖重建股骨隧道
的形态参数进行解剖学研究，以获得详细的解剖学资

料，并以此为临床ＡＣＬ解剖重建术提供依据。
正常的膝关节运动轨迹研究发现［５］，膝关节屈曲

角度增大时滚动运动和滑动运动同时存在。膝关节在

屈曲１０°～１１０°，股骨外侧髁的屈曲关节面与胫骨相接
触，在屈曲１１０°～１３０°之间，股骨的屈曲面球心比屈曲
９０°时降低１ｍｍ。在屈曲５０°～１３０°之间，股骨的屈曲
面球心相对于胫骨后移了１２ｍｍ。在膝关节屈曲运动
过程中，股骨外侧髁的后向运动范围显著大于股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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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髁，导致股骨的外旋或胫骨的内旋。及松洁等［６］研

究发现膝关节内、外侧间室不对称的运动使胫骨相对

于股骨发生内旋运动，同时随着屈曲角度的增大，股骨

外髁后移幅度明显增大。正是由于膝关节滚动运动和

滑动运动同时存在以及股骨外侧髁的后向运动范围大

于股骨内侧髁，所以在不同膝关节角度下经过同一个

ＡＭＰ入路钻取股骨隧道，将得到不同的解剖学数据。
目前绝大多数的 ＡＣＬ解剖学研究是将 ＡＣＬ股骨

附着处剥离，再用记号笔将附着处轮廓勾画出，将轮廓

最长轴与最短轴的交点确定为附着区的中点，即解剖

中心点，亦是本研究所描述的内口中心点。而本研究

直接利用关节镜，利用关节镜的图像放大作用和镜下

逐步咬除 ＡＣＬ，直至 ＡＣＬ股骨残端，然后利用残端中
心来定位解剖中心点。其结果更贴近临床镜下操作。

而且能保持膝关节标本的完整性，从而能够实现利用

同一个ＡＭＰ入路，在不同的膝关节角度下钻取股骨隧
道，来研究股骨隧道及隧道外口解剖学特点。在研究

中考虑到膝关节屈曲角度以１０°递增时，克氏针在内
口附近存在干扰，故采用同一尸体的两侧膝关节来减

少干扰。即一侧膝关节以膝关节屈曲９０°、１１０°、１３０°
钻孔，另一侧膝关节以膝关节屈曲１００°、１２０°钻孔。对
于膝关节高度屈曲时，关节镜难以观察股骨侧残端，我

们采取屈膝９０°时，克氏针钻入髁间凹外侧壁２～３ｍｍ
以防止移位。然后再屈膝到要求刻度将克氏针从股骨

髁外侧皮质穿出。

本研究发现随着屈膝角度的增加，隧道长度变长。

ＧｒｅｉｓＰＥ等［７］在动物实验中发现，骨隧道内肌腱的长

度差异对拔出载荷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其中骨隧道

内肌腱越长抗拔出载荷越大。我们在临床上认为骨隧

道内的肌腱移植物越长，则术后早期移植肌腱 －骨的
愈合速度也快，进而移植肌腱骨结构的固定强度也越

佳。ＭａｒｋＥ等［８］发现膝关节屈曲角度更大时，隧道更

位于近侧，隧道更长。本研究结果与之相一致。Ｂａｓ
ｄｅｋｉｓＧ等［９］研究膝关节屈曲角度对股骨隧道角度的

影响时，注意到膝关节屈曲９０°时钻取股骨隧道，有较
高的股骨髁后壁爆裂的风险。因此，膝关节高度屈曲

不仅可以避免股骨髁后壁爆裂的风险，又可以解决隧

道过短的问题。同时本研究发现随着屈膝角度的增

加，横向钻角角度减少。意味着屈膝角度的增加，移植

物在冠状位上越倾斜。目前临床上发现移植物在矢状

面、冠状面、轴状面上越倾斜，能降低移植韧带的松弛

度、增加活动能力及减少与重建韧带撞击的可能，对于

膝关节运动学的恢复就越好［１０－１１］。

本研究表明经ＡＭＰ入路解剖重建 ＡＣＬ时不同的
膝关节角度影响股骨隧道的方向和长度。本研究的目

的是在尸体标本上得到不同膝关节角度下股骨隧道的

方向和长度，有助于关节镜外科医生了解在前交叉韧

带重建过程中不同膝关节角度对股骨隧道的方向和长

度的影响，提高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的成功。同时本

研究基于ＡＣＬ股骨端的解剖为基础，对ＡＣＬ解剖重建
股骨隧道进行 Ｘ线测量与统计学分析，结果相对科
学、可靠。但由于一方面受到标本数量、年龄等条件的

制约，使结果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具体拍

摄标准 Ｘ线正位片相当困难，使测量结果存在一定误
差。故有待更多同类解剖研究进一步的比较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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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ＡＦＰ异质体阳性肝细胞癌的超声、超声造影特点分析
袁华琴，王晓?

摘要：目的　探讨ＡＦＰ异质体阳性（ＡＦＰＬ３／ＡＦＰ≥１０％）肝癌的超声及超声造影特点，为 ＡＦＰ异质体阳性肝癌
患者预后差提供超声影像学依据。方法　随机选择ＡＦＰ异质体阳性肝癌５７例（阳性组）和ＡＦＰ异质体阴性肝癌
３０例（阴性组），对比分析２组的超声及超声造影表现，并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阳性组病灶最大径≥５ｃｍ４１例
（７１．９％），多发或弥漫阳性组３４例（５９．６％），边缘不清或不规则阳性组３９例（６８．４％），回声不均匀阳性组４３
例（７５．４％），侵犯血管及肝内转移阳性组为３１例（５６．１％），均显著高于阴性组（Ｐ＜０．０５）；病灶呈高回声３０例
（５２．６％），高于阴性组１０例（３３．３％），而低回声１２例（２１．１％），低于阴性组１２例（４０．０％），但２组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超声造影：阳性组２３例表现为“快进快出”１６例（６９．６％），“快进慢出”７例（３０．４％）；而阴性组
１５例表现为“快进快出”５例（３３．３％），“快进慢出”１０例（６６．７％），２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ＡＦＰ异质体阳性肝癌超声检查具有肿瘤体积大、浸润性生长、易侵犯血管和发生肝内转移，增强以“快进快
出”为主的影像学特点，提示预后不良。

关键词：肝细胞肝癌；甲胎蛋白异质体；二维灰阶超声；超声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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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ＦＰＬ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ＨＣＣｈａｓｔｈｅ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ＦＰ异质体即 ＡＦＰＬ３是根据植物凝集素与 ＡＦＰ
糖链亲和力的不同，由肝细胞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
ｎｏｍａ，ＨＣＣ）产生，被称为新一代ＨＣＣ标志物。文献报
道ＡＦＰＬ３阳性 ＨＣＣ具有预后差的特点，但缺乏相关
超声影像学分析报道。二维超声已被公认为诊断

ＨＣＣ的首选而有效的方法，结合彩色多谱勒能较好的
显示肿瘤内血供情况。超声造影（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ＥＵＳ）是一种无创评价组织灌注和微
循环的新技术，对ＨＣＣ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超声
及超声造影不仅能诊断 ＨＣＣ，还能判断其预后及疗
效。本研究通过ＡＦＰＬ３阳性ＨＣＣ的超声及超声造影
特点分析，寻求 ＡＦＰＬ３阳性 ＨＣＣ患者预后差的超声
影像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期间
经临床和病理确诊的 ＨＣＣ，剔除合并急性肝炎或重型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５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超声科
通讯作者：袁华琴，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ｈｕａｑｉｎ２０１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肝炎患者。其中ＡＦＰ异质体阳性ＨＣＣ５７例（阳性组）
和阴性 ＨＣＣ３０例（阴性组）作为研究对象，男性 ５５
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３３～７２岁，平均年龄（４５±１１）岁。
其中合并肝硬化８１例，ＨｂｓＡｇ阳性７９例，ＨＣＶ抗体阳
性４例。２组在发病年龄、性别、病史及病程上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仪器和方法　使用飞利浦 ｉＵ２２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仪。所有患者均行常规空腹超声检查，探头频率

３．５～５．５ＭＨｚ。其中３８例（阳性组２３例，阴性组１５
例）行ＳｏｎｏＶｕｅ超声造影检查，肝脏机械指数０．０８～
０．１１，造影剂为意大利Ｂｒａｃｃｏ公司生产的 ＳｏｎｏＶｕｅ，微
泡平均直径２．５μｍ，每次经肘正中静脉以２～３ｓ速度
迅速推注２．４ｍｌ造影剂，同时启动仪器内置录像记
录，在谐波状态下实时观察整个增强过程。

１３　超声及超声造影特点分析　由２名具有５年以
上超声诊断工作经验的医师盲法分析病灶大小（以最

大径５ｃｍ为界）、数目（３枚及以上为多发或弥漫）、边
界、回声（高低、均匀和不均匀）、门腔静脉受累及肝内

转移、强化方式情况。如有不统一者，由第３名医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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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统一。

１４　ＡＦＰＬ３检测　ＡＦＰ试剂为雅培 Ｉ２０００化学发光
仪原装配套，ＡＦＰＬ３分离试剂由北京热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ＡＦＰＬ３的分离采用微量离心柱法，离心
柱内装有耦联了小扁豆凝集素（ＬＣＡ）的琼脂糖，可以
特异结合ＡＦＰＬ３，当血清流过离心柱时，与 ＬＣＡ亲和
力强的甲胎蛋白异质体就结合于柱中，经过清洗去除

不结合的甲胎蛋白，再经过离心洗脱后获得 ＡＦＰＬ３，
然后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总 ＡＦＰ和 ＡＦＰＬ３的含量。
计算ＡＦＰＬ３占ＡＦＰ总量的百分比，≥１０％为阳性、＜
１０％为阴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采用 χ２分

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常规超声检查结果比较　在阳性组５７例中，病
灶最大径≥５ｃｍ占 ７１．９％，病灶多发及弥漫占
５９．６％，边缘不清及不规则占６８．４％，病灶内部回声
不均匀占 ７５．４％，侵犯血管和肝内转移分别占
３８．６％、１９．３％，均显著高于阴性组（Ｐ＜０．０５）；病灶
呈高、等、低及混合回声分别占５２．６％、７．０％、２１．１％
及１９．３％，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２组肝细胞癌患者常规超声检查结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最大径＞５ｃｍ 病灶多发或弥漫 边缘不清或不规则 高／等／低／混合回声 内部回声不均匀 侵犯血管 肝内转移

阳性组 ５７ ４１（７１．９） ３４（５９．６） ３９（６８．４） ３０／４／１２／１１（５２．６／７．０／２１．１／１９．３） ４３（７５．４） ２２（３８．６） １１（１９．３）
阴性组 ３０ １４（４６．７） １１（３６．７） １４（４６．７） １０／２／１２／６（３３．３／６．７／４０．０／２０．０） １６（５３．３） ５（１６．７） １（３．３）
合计 ５５ ４５ ５３ ４０／６／２４／１７ ５９ ２７ １２
χ２值 ５．３９５ ４．１５８ ３．９０７ ４．１５８ １．３３９ ４．４１６ ４．２１３
Ｐ值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８ ０．２４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０

２２　超声造影　在阳性组 ２３例中，表现为“快进快
出”１６例，“快进慢出”７例；在阴性组１５例中，表现为
“快进快出”５例，“快进慢出”１０例。２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肝细胞癌患者超声造影增强方式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快进快出 快进慢出 合计 χ２值 Ｐ值

阳性组

阴性组

５７
３０

１６（６９．６）
５（３３．３）

７（３０．４）
１０（６６．７）

２３
１５

４．８２１ ０．０２８

３　讨　论
　　ＡＦＰＬ３不仅能鉴别良恶性肝病、预警和早期诊断
ＨＣＣ，其敏感性和特异性高于 ＡＦＰ［１－２］，还能预测 ＨＣＣ
患者的预后及判断术后疗效［３－５］。２００５年美国 ＦＤＡ
批准ＡＦＰＬ３作为第１个明确用于ＨＣＣ诊断及预警的
生物学指标。如果患者血清中总 ＡＦＰ升高而 ＡＦＰＬ３
所占的比例超过１０％，ＨＣＣ发生危险率增加７倍，故
常以１０％作为阴阳性的阈值。因急性肝病或重型肝炎
不宜行ＡＦＰＬ３检测，所以本研究剔除合并急性肝病或
重型肝炎患者。

ＡＦＰＬ３作为一个独立的ＨＣＣ预后标志物指标，对
晚期ＨＣＣ的特性具有提示作用，其阳性ＨＣＣ患者预后
差。ＺｈａｎｇＸＦ等［３］研究发现，术前、术后血清 ＡＦＰＬ３
持续阳性或者由阴转阳的 ＨＣＣ患者肿瘤复发率较高，
预后较差。ＨＣＣ术后检测 ＡＦＰＬ３％对预后的判断价
值高于单独检测 ＡＦＰ［４］。谭宗宪等［５］认为 ＡＦＰＬ３的
变化可以反映 ＨＣＣ移植手术成功情况。超声及超声
造影作为诊断和预测 ＨＣＣ预后的主要手段。常规超
声对大 ＨＣＣ的确诊率可达９０％［６］，对小 ＨＣＣ敏感性
达 ７７．８％［７］，而超声造影对小 ＨＣＣ敏感性可达
９４．４％［７］。但ＡＦＰＬ３阳性ＨＣＣ患者预后差的超声及
超声造影特点尚无相关研究报道。

本研究通过对 ＡＦＰＬ３阴、阳性 ＨＣＣ的超声及超
声造影特点对比分析，发现 ＡＦＰＬ３阳性 ＨＣＣ具有以
下特点：病灶以大于５ｃｍ为主，占７１．９％，显著高于阴

性组（Ｐ＜０．０５），表明 ＡＦＰＬ３阳性肝细胞癌具有体积
大的特点，对大于５ｃｍＨＣＣ敏感性更高。在病灶数目
上，阳性组以多发或弥漫多见，占５９．６％，显著高于阴
性组（Ｐ＜０．０５），表明 ＡＦＰＬ３阳性肝癌具有多发或弥
漫的特点，即以多中心起源为主。病灶边缘不清或不

规则，提示ＨＣＣ不具假包膜或包膜不完整，具有向外
扩展浸润生长的趋势［８］。本研究阳性组边缘不清或不

规则占６８．４％，显著高于阴性组（Ｐ＜０．０５），表明ＡＦＰ
Ｌ３阳性 ＨＣＣ具有浸润生长的趋势。一般早期肝细胞
癌多呈低回声，而中晚期 ＨＣＣ多呈高回声，这种变化
的病理学基础与肿瘤间质的多少有关。本研究２组间
高低回声虽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阳性组
高回声占５２．６％，高于阴性组的３３．３％；而低回声占
２１．１％，低于阴性组的４０．０％；表明 ＡＦＰＬ３阳性 ＨＣＣ
以中晚期ＨＣＣ多见。病灶内部回声不均匀，与肿瘤内
出血、坏死、囊变等密切相关。本研究阳性组内部回声

不均匀占７５．４％，显著高于阴性组（Ｐ＜０．０５），表明
ＡＦＰＬ３阳性 ＨＣＣ生长过快导致出血、坏死、囊变。侵
犯血管和肝内转移是ＨＣＣ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并且
静脉血管浸润与 ＨＣＣ复发转移密切相关［９］。本研究

阳性组侵犯血管和肝内转移分别占３８．６％、１９．３％，显
著高于阴性组（Ｐ＜０．０５）；表明ＡＦＰＬ３阳性ＨＣＣ易侵
犯血管、发生肝内转移，与文献报道［１０－１１］相一致，且分

期较差，可能与淋巴细胞亚群发生变化、免疫系统受到

抑制有关［１０］；并与癌栓累及范围相关［１１］。超声造影的

强化方式与肿瘤的分化程度有关，分化差的肿瘤廓清

较早。高分化 ＨＣＣ以“快进慢出”为主［１２］，主要由于

较多门静脉供血和部分正常的 Ｋｕｆｆｌｅｒ细胞存在，导致
其廓清延迟。本研究阳性组 ２３例超声造影，表现为
“快进快出”为 ６９．６％，显著高于阴性组；而“快进慢
出”为３０．４％，显著低于阴性组（Ｐ＜０．０５）；表明 ＡＦＰ
Ｌ３阳性ＨＣＣ可能以中低分化为主，提示其恶性程度可
能更高；与国外学者通过 ＡＦＰＬ３与 ＨＣＣ病理学分化
相关性研究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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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ＡＦＰＬ３阳性ＨＣＣ超声检查具有肿瘤体
积大、浸润性生长趋势、易侵犯血管和发生肝内转移、

超声造影以“快进快出”为主的影像学特点，为 ＡＦＰＬ３
阳性ＨＣＣ预后不良提供了相应的超声影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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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于治疗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降低病死率有着
重大意义。

３６　保护因素　本研究中，血液净化患者全部采用连
续静－静脉血液滤过（ＣＶＶＨ）治疗，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血液净化是患者死亡的保护因素，ＯＲ值 ０．２１３。
ＣＶＶＰ治疗可以滤过吸附脓毒症产生的多种炎性介
质，清除代谢产物和内毒素，改善人体内环境，保持稳

态。与此同时，进一步研究表明，ＣＶＶＰ治疗能改善严
重脓毒症患者受损的内皮细胞功能［１５］，有效的缓解炎

症反应，改善患者营养状态［１６］。以较高置换液剂量进

行ＣＶＶＨ更有助于缓解ＭＯＤＳ的病情［１７］。

脓毒症具有起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等一系列特

点，合并ＡＲＤＳ后尤其如此。入院第一周在病程进展
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本组资料中，住院时间≤７ｄ患者
病死率为９３．８７％（６１／６５），住院时间 ＞７ｄ患者病死
率为４７．６２％（２０／４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提示住院时间≥７ｄＯＲ值为 ０．
０６３，是患者预后的保护因素，与相关研究［１１］相符合。

再度提示发病第一周是患者治疗的关键时期，如何做

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治器官功能衰竭和疾病进一

步发展是降低患者病死率的重要环节和目标。

总之，ＡＲＤＳ通常是脓毒症病程进展中的首发症
状。脓毒症并发 ＡＲＤＳ的患者预后差，病死率高。通
过早期积极抢救，使用及时补充凝血因子，运用血液净

化等多种抢救措施，注意基础疾病治疗的同时，注意防

治器官功能衰竭等是降低脓毒症并发ＡＲＤＳ患者病死
率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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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水平在脓毒症患者预后判断中的意义
夏炎火，童秋玲，王丹，余方友，潘景业，林锡芳

摘要：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血脂水平变化及其对预后判断的影响。方法　选取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ＩＣＵ收治的脓毒症患者６７例（脓毒症组），另选同期该院神经内科门诊患者３０例（对照组），测定２组患者血脂、
血糖和血乳酸，记录患者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再将脓毒症组按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通过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和ＲＯＣ曲线分析脓毒症患者血脂、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年龄与预后间的关系。结果　脓毒症组患者血 ＴＣ、
ＨＤＬＣ和ＬＤＬＣ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死亡组患者血ＴＣ、ＨＤＬＣ和ＬＤＬＣ明显低于存活组，而ＡＰＡＣＨＥ
Ⅱ、血乳酸水平和年龄明显高于存活组（Ｐ＜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提示血浆ＨＤＬＣ水平、ＡＰＡＣＨＥⅡ
评分和年龄是影响脓毒症预后的三个危险因素，回归系数分别为－５．２０７、０．１６８和０．０７４。ＲＯＣ曲线显示，应用
ＨＤＬＣ、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判断脓毒症患者预后的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０．７２４±０．０６７（Ｐ＝０．００３）、
０．７４９±０．０６４（Ｐ＝０．００１）和０．６４８±０．０６９（Ｐ＝０．０５４）。结论　脓毒症患者存在脂质代谢紊乱，脂蛋白下降，血
ＨＤＬＣ水平是脓毒症患者预后评估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因素，则评估效果更好。
关键词：脓毒症；血脂；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年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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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ｄｅａｔｈｇｒｏｕｐ，ｐｌａｓｍａＴＣ，ＨＤＬＣａｎｄＬＤＬＣ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ａｇ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
０．０５）．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ＨＤＬＣ，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ａｇｅｗｅｒｅ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ＨＤＬＣ＝－５．２０７，ＡＰＡＣＨＥＩＩｓｃｏｒｅ＝０．１６８，ａｇｅ＝０．０７４）．Ｔｈｅ
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ｗａｓ０．７２４±０．０６７（Ｐ＝０．００３），０．７４９±０．０６４（Ｐ＝０．００１）ａｎｄ
０．６４８±０．０６９（Ｐ＝０．０５４）ｂｙＨＤＬＣ，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ａｇｅ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ｐｓｉｓ．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ｐｓｉｓｈａｄｔｈ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ｏｆｌｉｐ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ＨＤＬＣｌｅｖｅｌｗａｓ
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ｐ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ｓｅｐｔｉｃ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ｆ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ＡＣＨＥ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ｐｓｉｓ；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ＡＰＡＣＨＥⅡ ｓｃｏｒｅ；Ａｇ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全球范围内，严重脓毒症患病率、病死率及相关治
疗费用在逐年增加，全球每年有１８００万人发生严重脓
毒症，每天大约有１４００人死于严重脓毒症。早期预知
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有助于尽早采取针

对性的治疗措施，有效改善预后。近年来，血脂代谢与

危重病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１］。本研究通过观察脓毒

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血脂水平在评估脓毒症患者

预后中的价值。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州市科技局资助项目（Ｙ２０１３００８２）；浙江省
级重点科技创新团队项目（２０１１Ｒ５００１８１１）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ＩＣＵ（夏炎火，王
丹，潘景业，林锡芳）；神经内科（童秋玲）；检验科

（余方友）

通讯作者：潘景业，Ｅｍａｉｌ：ｐａｎｊｉｎｇｙｅ＠ｗｚ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我院
ＩＣＵ收住的脓毒症患者作为脓毒症组，脓毒症诊断标
准参考文献［２］。共纳入脓毒症组患者６７例，男性５５
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２７～８４（６０．０５±１４．２７）岁，其中
原发感染为肺部感染２９例，腹腔感染１７例，尿路感染
１０例，败血症９例，其他感染２例。根据预后，脓毒症
组分为２个亚组：死亡组２１例和存活组４６例。所有
患者入院后，立即予广谱抗生素抗感染、容量复苏、应

用血管活性药物、呼吸支持，以及各脏器功能支持等对

症综合治疗。另外选择同期我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患

者３０例作为对照组，男性２２例，女性８例。要求入选
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稳定且排除感染患者。

病例排除标准：①年龄≤１８岁；②糖尿病患者或
近３月内使用降脂药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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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脓毒症患者在入科２４ｈ内尽早
抽取动静脉血做常规、生化、血气分析和血乳酸（Ｌａｃ）
等检查，入科２４ｈ内空腹状态下抽血做血脂分析，记
录总胆固醇（ＴＣ）、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低密度脂
蛋白（ＬＤＬＣ）及甘油三酯（ＴＧ）等血脂指标。并取入
院２４ｈ内最差参数进行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对照组患
者择期取空腹血样送检血脂、血糖（Ｇｌｕ）。所有检测
指标均由本院检验中心完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两独立样
本ｔ检验，非正态分布，则采用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脓毒症亚组分析，先行单因素
分析得出有统计学有意义的指标后再进行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Ｗａｌｄ法），筛选出对预后有意义的指
标，再对判断预后有意义的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

曲线（ＲＯＣ曲线）。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一般资料和血脂比较　血 ＴＣ、ＨＤＬＣ
和ＬＤＬＣ在脓毒症组和对照组比较，脓毒症组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糖在２组比
较，脓毒症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他如性别构成、年龄、高血压患病率，以及
ＴＧ在２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脓毒症组和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和血脂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高血压

（％）

ＴＣ

（ｍｍｏｌ／Ｌ）

ＴＧ

（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Ｇｌｕ

（ｍｍｏｌ／Ｌ）
脓毒症组 ６７ ５５／１２ ６０．０５±１４．７２ ３７．３１ ３．０７±０．９１ １．５４±１．４１ ０．７０±０．３１ １．６７±０．７４ ８．６６±３．６４
对照组 ３０ ２２／８ ６３．２０±９．４７ ２６．６７ ４．４５±１．０８ １．３４±０．５３ １．０９±０．２３ ２．７２±０．８９ ５．０７±０．５５
Ｐ值 ０．３２５ ０．２８７ ０．３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５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脓毒症亚组一般资料和血脂比较　血 ＴＣ、ＨＤＬ
Ｃ和ＬＤＬＣ在脓毒症死亡组和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明
显低于存活组（Ｐ＜０．０５）；而 ＡＰＡＣＨＥⅡ、血乳酸水平
和年龄比较，死亡组高于存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他如性别构成、高血压患病率、ＴＧ和
血糖等指标在两亚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脓毒症亚组一般资料和血脂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高血压

（％）

ＴＣ

（ｍｍｏｌ／Ｌ）

ＴＧ

（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Ｇｌｕ

（ｍｍｏｌ／Ｌ）

Ｌａｃ

（ｍｍｏｌ／Ｌ）

ＡＰＡＣＨＥⅡ
（分）

死亡组 ２１ １８／３ ６５．３８±１１．８９ ４２．８５ ２．６７±０．６３ １．３５±０．９９ ０．５４±０．２４ １．２８±０．５３ ８．０３±２．６４ ５．４２±２．６５ １６．５７±５．０８
存活组 ４６ ３７／９ ５７．６３±１５．３５ ３４．７８ ３．２５±０．９６ １．６３±１．５７ ０．７７±０．３０ １．８６±０．７６ ８．９５±４．０１ ３．６３±２．１５ １２．５０±４．３１
Ｐ值 ０．６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５２６ ０．０１４ ０．４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３３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２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脓毒症组患者的死亡危
险因素　引入水平为０．０５，剔除水平为０．１０，最终进
入方程的为血浆 ＨＤＬＣ、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得出
回归方程为 ｌｎＯＲ＝－５．２０７ＨＤＬＣ＋０．１６８ＡＰＡＣＨＥ
Ⅱ评分 ＋０．０７４年龄。提示血浆 ＨＤＬＣ水平、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是影响预后的３个独立危险因
素，根据风险比，ＨＤＬＣ水平对预后影响更大。见表
３。

表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死亡
危险因素结果（Ｗａｌｄ法）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Ｐ值 风险比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０．１６８ ０．０７３ ５．２６９ ０．０２２ １．１８３
ＨＤＬＣ －５．２０７ １．７６３ ８．７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年龄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０ ５．９３１ ０．０１５ １．０７６

２４　血浆ＨＤＬＣ水平、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对脓毒
症预后评估的价值　ＲＯＣ曲线显示，应用血浆 ＨＤＬＣ
水平判断脓毒症患者预后的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
为０．７２４±０．０６７（Ｐ＝０．００３）；应用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判
断脓毒症患者预后的 ＡＵＣ为 ０．７４９±０．０６４（Ｐ＝
０．００１）；年龄因素判断脓毒症患者预后的 ＡＵＣ为
０．６４８±０．０６９（Ｐ＝０．０５４）。见图１、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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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ＨＤＬ水平、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判断脓毒症患者预后
的ＲＯＣ曲线

表４　血浆ＨＤＬＣ水平、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对脓毒症
预后判断结果

项目 ＡＵＣ 标准误 Ｐ值 ９５％可信区间 节点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０．７４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１ ０．６２５～０．８７４ １４
ＨＤＬＣ水平 ０．７２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３ ０．５９３～０．８５５ ０．６６
年龄 ０．６４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４ ０．５１２～０．７８３ ５１

３　讨　论
　　严重感染诱发脓毒症，机体多处于应激状态，表现
有体内神经－内分泌系统异常，炎性细胞因子或炎症
介质释放，机体处于高分解代谢状态。 （下转第９７０页）

·５９８·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全科医学论著·

唑来磷酸联合密钙息治疗肺癌骨转移
伴骨质疏松的临床研究

吴跃明

摘要：目的　肺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患者病情复杂，生活质量较差，涉及多学科综合诊疗。探讨唑来磷酸联合密
钙息治疗肺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０例肺癌骨转移
伴骨质疏松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均分为２组，每组各１００例。对照组予常规放化疗抗癌治疗，研究组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使用４ｍｇ唑来磷酸注射液１次／月，联合５０～１００ＩＵ密钙息治疗。治疗３个月后，观察２组骨密度、骨代
谢指标、疼痛、体力状况、骨转移病灶及不良反应等。结果　研究组骨密度（ｔ＝－０．４６８，Ｐ＝０．００）、骨代谢指标
（ＮＴｘ：ｔ＝３．１２７，Ｐ＝０．０３；ＢＳＰ：ｔ＝４．９６１，Ｐ＝０．０２；Ｃａ：ｔ＝－１．３１６，Ｐ＝０．００；ＢＧＰ：ｔ＝３．２７３，Ｐ＝０．０３；ＣＴＸ：ｔ＝
－０．３５１，Ｐ＝０．０１）、疼痛（ｕ＝３．３９１，Ｐ＝０．０２）、体力状况（ｕ＝３．６２１，Ｐ＝０．０４）、骨转移病灶（ｕ＝２．８３２，Ｐ＝
０．００）等情况改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骨骼相关事件（χ２＝４．２７５，Ｐ＝０．０１）及不良反
应发生率（χ２＝３．７８２，Ｐ＝０．０２）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唑来磷酸联合密钙息治疗肺
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有效缓解疼痛，改善骨质疏松临床症状，提高日常生活质量，降低骨转

移病灶发生率，骨骼相关事件及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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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ｏｌｅｄｒ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Ｍｉａｃａｌｃｉｃ；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迅速上升，已成为
最常见的恶性肿瘤［１］。肺癌的恶性标志和高转移性特

征是导致疗效不佳和死亡的主要原因［２］。肺癌最常见

的转移部位是脑转移和骨转移。晚期肺癌以骨转移为

主，转移部位多见于脊椎骨、肢体骨、髂骨等。放化疗

等对骨代谢产生不良影响，导致骨成分丢失增加，引起

骨质疏松，同时骨质疏松症在高龄患者有着较高的发

病率，骨质疏松和骨转移两者相互影响，加重临床症

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肺癌骨转移伴骨质疏

松临床表现为功能障碍、病理性骨折、重度骨痛、椎体

转移的脊髓压迫、高血钙等骨骼相关事件（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作者单位：３２２１００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胸外科

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ＳＲＥ）［３］。骨转移是晚期肺癌患者生
活质量下降及死亡原因之一，预后较差，因此早期发现

治疗极为重要［４］。目前主要疗法包括放化疗、放射性

核素、双磷酸盐、止痛药物等。唑来磷酸（ｚｏｌｅｄｒ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是最新一代双磷酸盐类药物，对恶性肿瘤骨转移
和骨质疏松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５］。密钙息对癌性骨

痛和骨质疏松均有较好的疗效。近年来笔者采用唑来

磷酸联合密钙息治疗肺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取得较好

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该研究方案获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患者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选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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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０例肺癌骨转移伴骨
质疏松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均分为研究组１００例（随访
失落５例），对照组１００例（随访失落６例）。疗程３个
月，随访３个月以上。骨转移瘤部位有脊椎、四肢骨
干、肋骨、颅骨等，伴有中度及以上骨痛。原发肿瘤均

有细胞学或病理学确诊，所有骨转移瘤均经 ＥＣＴ、ＭＲＩ
等影像学检查确诊。参照骨质疏松诊断标准［６］：入选

标准：①年龄≥５０岁；②自发性周身骨骼疼痛或负重
性疼痛；③腰部和／或髋部骨密度（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
ｔｙ，ＢＭＤ）至少有一个部位低于峰值骨量的－２．５ＳＤ，所
有病例确诊为骨质疏松。所有病例治疗前１个月内均
未接受放化疗、双磷酸盐类药物治疗，预计生存期大于

３个月。排除标准：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者；不能自
我评估疼痛程度者；双磷酸盐过敏者。２组病例在年
龄、性别、骨密度、Ｋａｍｏｆｓｋｙ评分、病灶分布等方面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予常规放化疗并按 ＷＨＯ癌
症疼痛三阶梯止痛及其他方法治疗。研究组在常规放

化疗的基础上同时予４ｍｇ唑来磷酸注射液（江苏正大
天晴药业生产，批号２０１０００４５）加入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
静脉滴注，１５～３０ｍｉｎ内输入，每４周１次，至少连续３
个月。用药前予２５０ｍｌ生理盐水静滴补液。研究组
第１周予密钙息５０～１００ＩＵ，１次／ｄ肌肉或皮下注射，
第２周改为５０～１００ＩＵ隔日肌肉或皮下注射，第３～
１２周改为５０～１００ＩＵ每周肌肉或皮下注射一次，疗程
３个月。２组均服用钙尔奇１片，１次／ｄ（辉瑞公司），
骨化三醇１片，２次／ｄ（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１３　观察指标　①生活质量评价［７］：采用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

评分标准，减少１０分者为下降，无变化者为稳定，增加
１０分为改善，增加２０分者为显著改善。②骨转移病
灶疗效评价标准［８］。进展（ＰＤ）：病灶增大或出现新病
灶。无改变（ＮＣ）：病灶无变化。部分缓解（ＰＲ）：至少
４周溶骨性病灶的体积部分缩减或再钙化或密度减
低。完全缓解（ＣＲ）：至少４周影像学检查检查所有病
灶完全消失。③疼痛采用ＶＲＳ分级法（主诉疼痛分级
法）０级：无痛；Ⅰ级：轻度疼痛，可耐受；Ⅱ级：中度疼
痛，影响睡眠，需要服用止痛药；Ⅲ级：重度疼痛，严重
影响睡眠，可伴有植物神经紊乱或被动体位，需要止痛

剂。显效：疼痛分级下降二级；有效：疼痛分级下降一

级；无效：疼痛分级无变化或上升。④活动能力评价：０
级：活动自如；Ⅰ级：活动受限；Ⅱ级：活动明显受限；Ⅲ
级：完全不能活动。显效：活动能力改善提高≥２级；
有效：活动能力提高１级；无效：活动能力无变化或下
降者。⑤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血清 ＮＴｘ、ＢＳＰ、ＢＧＰ、ＣＴＸ
和 Ｃａ浓度 （试剂盒购自华美生物公司，批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７）。⑥毒副反应：按 ＷＨＯ毒性分级标准评
定，观察患者用药后是否出现发烧、肌肉疼痛、恶心呕

吐、肝肾异常和骨骼相关事件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应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等级资料比较
采用秩和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疗效比较　由表１可看出，研究组生存质量
改善、骨转移病灶发生率、镇痛效果、活动能力较对照

组均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肺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患者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生存质量改善评价

无效 有效 显效

骨转移病灶疗效评价

ＣＲ ＰＲ ＮＣ ＰＤ
镇痛效果评价

无效 有效 显效

活动能力评价

无效 有效 显效

研究组 ９５ １０ ２０ ６５ ８ ３０ ４２ １５ ８ ２２ ６５ ９ ２２ ６４
对照组 ９４ ４０ ３０ ２４ ０ ２０ ３０ ４４ ２０ ３０ ４４ １９ ３２ ４３
ｕ值 １．８２３ ２．８３２ ３．３９１ ３．６２１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ＮＴｘ、ＢＳＰ、Ｃａ水平比较　治疗
后２组ＮＴｘ、ＢＳＰ、Ｃａ水平较治疗前有下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研究组 ＮＴｘ：ｔ＝２．３１９，Ｐ＝０．０１；ＢＳＰ：ｔ＝
２．０３５，Ｐ＝０．０２；Ｃａ：ｔ＝－１．０２７，Ｐ＝０．０４。治疗组

ＮＴｘ：ｔ＝３．１０２，Ｐ＝０．０１；ＢＳＰ：ｔ＝２．１２６，Ｐ＝０．０１；Ｃａ：
ｔ＝－１．１３５，Ｐ＝０．０３）。治疗后研究组 ＮＴｘ、ＢＳＰ、Ｃａ
水平较对照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２组肺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ＮＴｘ、ＢＳＰ、Ｃａ水平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ＮＴｘ（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ＢＳＰ（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ａ（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９５ ２６．３５±９．７２ １３．２８±７．３１ ３８．６３±７．３９ ２１．１９±４．２５ ２．６３±０．７２ １．９２±０．３１
对照组 ９４ ２７．１９±８．９３ ２０．６２±７．３９ ３７．９２±８．４６ ３５．７４±７．３９ ２．５８±０．６７ ２．３１±０．５９
ｔ值 ３．１２７ ４．９６１ －１．３１６
Ｐ值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２３　２组治疗前后 ＢＧＰ、ＣＴＸ、ＢＭＤ水平比较　治疗
前 ２组 ＢＧＰ、ＣＴＸ、ＢＭ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ＢＧＰ：ｔ＝１．２３７，Ｐ＝０．１３；ＣＴＸ：ｔ＝－０．２７１，Ｐ＝０．３２；
ＢＭＤ：ｔ＝－０．６２７，Ｐ＝０．２４）。治疗后２组 ＢＧＰ、ＣＴＸ、
ＢＭ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不良反应和骨骼相关事件发生率比较　研

究组不良反应（χ２＝３．７８２，Ｐ＝０．０２＜０．０５）和骨骼相
关事件（χ２＝４．２７５，Ｐ＝０．０１＜０．０５）发生率较对照组
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不良反应：恶心、呕

吐３例，发热２例，肝肾损伤２例；骨骼相关事件：骨折
３例，脊髓压迫２例。对照组不良反应：恶心、呕吐１２
例，发热１１例，肝肾损伤６例；骨骼相关事件：骨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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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脊髓压迫１０例。
表３　２组肺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患者治疗前后ＢＧＰ、ＣＴＸ、ＢＭＤ变化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ＢＧＰ（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ＴＸ（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髋关节骨密度（ｇ／ｃｍ２）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９５ １５．３０±３．１５ ２４．６７±３．９７ ０．５４±０．２７ ０．３２±０．１９ ０．７３１±０．０３６ １．４２８±０．０３５
对照组 ９４ １５．３２±３．１６ １８．６３±３．０４ ０．５５±０．２６ ０．４３±０．２１ ０．７２９±０．０３７ ０．９１５±０．０４１
ｔ值 ３．２７３ －０．３５１ －０．４６８
Ｐ值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０

３　讨　论
　　骨转移是非小细胞肺癌的常见并发症，大约４０％
的发病率，病死率较高，并发症主要是骨痛、骨骼相关

事件及生活质量降低，病理多为溶骨性破坏。基本治

疗目标：缓解疼痛、恢复功能、预防或延缓 ＳＲＥ发
生［３］。骨转移机制是肺癌细胞浸润至骨膜及周围组织

转移到骨并释放可溶介质，激活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加强溶骨过程，破坏骨吸收与骨形成之间的平衡，造成

骨破坏；破骨细胞释放细胞因子促进肿瘤细胞分泌骨

溶解介质，形成恶性循环；肿瘤因子激活骨基质释放增

殖因子、前列腺素、白介素１、肿瘤坏死因子等致痛性
递质，刺激末梢神经，促进肿瘤增生。同时骨转移和年

龄增长，绝经后等诸多因素导致骨质疏松发病率较高。

骨质疏松可能增加肿瘤骨转移的发生率，预防骨质疏

松可增加成骨细胞活性从而抑制肿瘤骨转移。治疗目

标是维持并提高生活质量［９］。

目前，常规疗法包括抗肿瘤治疗（化放疗、内分

泌）、靶向治疗及双膦酸盐类等治疗。化、放疗可以直

接杀死肿瘤细胞，缓解和控制肿瘤进展，止痛作用起效

快，作用时间久，可预防病理性骨折发生，改善临床症

状，但均有较明显的不良反应，并且放射治疗为局部照

射治疗，如果同时对多个转移病灶放疗则毒副作用较

大，耐受性较差，骨转移为多发性病变，对隐匿的骨转

移，无明确放疗部位，使用具有局限性。故目前提倡对

骨转移瘤伴骨质疏松患者进行综合治疗［１０］。钙及维

生素Ｄ补充可改善肢体平衡性，减少骨量丢失和摔跤
发生。唑来膦酸已经被美国临床肿瘤协会 ＡＳＣＯ推荐
为骨转移瘤的一线治疗药物。唑来磷酸是新一代的高

效含氮双磷酸盐，能选择性地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和骨

质破坏，诱导各种肿瘤细胞凋亡，减少骨质破坏、吸收

和病理性骨折发生率；并且能减少炎性介质和前列腺

素，乳酸等致痛性因子释放，减轻疼痛，它具有提高患

者的生存率及生活质量等优点。作用机制：抑制破骨

细胞的活性，阻断破骨细胞对矿物质的吸收；抑制肿瘤

细胞分泌的多种介质诱导破骨细胞活性增加进而导致

骨钙的释放。唑来磷酸联合放疗是肺癌骨转移主要的

疗法，现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各种骨转移瘤的防治［１１］。

密钙息治疗肺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的机制：密钙息为

人工合成的鲑鱼降钙素，其生物活性较高，主要通过抑

制肺癌细胞的生长，诱导其凋亡；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和

防止骨溶解，控制骨质进一步破坏，同时直接作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痛觉感受区的特异性受体而影响痛觉的传

递，升高内源性镇痛物质血浆Ｂ内啡肽的含量，抑制炎

症介质、组胺、前列腺素引起的血管通透性过高，抑制

枸橼酸乳酸及溶酶体等疼痛诱导因子的释放等多重作

用发挥镇痛效果［１２］。

本研究发现：研究组疼痛情况、日常生活体力状

况、骨转移病灶发生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降低血清ＮＴｘ和ＢＳＰ基线水
平，降低血钙浓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研究组ＢＧＰ、ＣＴＸ、ＢＭＤ水平较对照组有
所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骨骼
相关事件及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唑来磷酸联合密盖息能有效地控制肺

癌骨转移伴骨质疏松患者临床症状，有效缓解疼痛，促

进骨的重建，降低病理性骨折的发生率，抑制新的骨转

移灶，改善骨质疏松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

低血钙含量，临床应用安全、可靠，患者耐受性好，副反

应少，值得临床使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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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不同麻醉药物配伍对老年腹腔镜手术患者
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蔡伟红，郑伟萍，应颖

摘要：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七氟醚麻醉药物配伍及咪唑安定＋芬太尼＋异氟醚麻醉药物配伍对
老年腹腔镜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接受全身麻醉下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的４８老年患者按照随机
数表法平均分为Ａ组及Ｂ组。Ａ组接受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 ＋七氟醚药物配伍麻醉，Ｂ组则接受咪唑安定 ＋
芬太尼＋异氟醚药物配伍麻醉。观察并比较２组患者麻醉后不同时刻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心率（ＨＲ）、脑电双频
指数（ＢＩＳ）；观察并比较２组患者自主呼吸恢复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呼之睁眼时间以及拔管时间等麻醉恢复
情况；观察并比较２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简易精神量表（ＭＭＳＥ）评分情况。结果　Ａ组及 Ｂ组患者在接受麻醉
后不同时刻的平均动脉压、心率以及脑电双频指数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与 Ｂ组患者相比，Ａ
组患者术后定向力恢复时间由（２３．０７±３．３１）ｍｉｎ显著缩短至（１７．６５±５．１４）ｍｉ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除此之外，Ａ组患者术后２及１２ｈＭＭＳＥ评分分别为２４．０１±１．６９及２６．３９±２．０５，较Ｂ组的２０．８３±１．６２
及２２．４１±１．９４均有显著改善，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结论　在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的老年患者
中，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七氟醚麻醉药物配伍在术后认知功能恢复方面优于咪唑安定＋芬太尼＋异氟醚麻
醉药物配伍。

关键词：老年；麻醉；术后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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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ｎｄｅｖｅｎｌｙ．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ｇｒｏｕｐ
Ａ，ｗｈｉ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ｉｄａｚｏｌａｍ＋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ｉｓ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ＭＡＰ，ＨＲａｎｄＢＩ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ｆｔｅｒ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ｅｙｅｏ
ｐｅ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ｅｘ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ＭＭＥＳ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
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ＭＡＰ，ＨＲａｎｄＢＩ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ｇｒｏｕｐＢ，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２３．０７±３．３１）ｍｉｎ
ｔｏ（１７．６５±５．１４）ｍｉｎ（Ｐ＜０．０５）；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ＭＭＳＥａｔ２ａｎｄ１２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ｉ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ｇｒｏｕｐ
Ａｔｈａｎ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ｌｌＰ＜０．０５），（２４．０１±１．６９）ｖｓ．（２０．８３±１．６２）ｆｏｒ２ｈａｎｄ（２６．３９±２．０５）ｖｓ．（２２．４１±１．９４）
ｆｏｒ１２ｈ．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ｄｒｕ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ｓｈｏｗｅｄｂｅｔ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ＰＯＣ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ｍｉｄａｚｏｌａｍ＋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ｉｓｏｆｌｕｒａｎｅ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ｌｄｅｒａｇ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
进程的不断深化，老年患者对外科手术的需求也日益

增多。因器官功能发生退行性变等，老年患者具有自

身的病理生理特点，如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代偿能力

不足，且多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基础

性疾病，因此老年患者是麻醉的高危人群，存在较大的

潜在麻醉风险［１－２］。术后认知障碍（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ＯＣＤ）是老年患者麻醉后常见的中
枢神经系统并发症之一［３］，表现为麻醉后所发生的记

忆力、定向力、认知能力以及睡眠等方面的紊乱及障

碍，属于可逆性的急性精神紊乱综合征［４］，与术后康复

延迟、医疗资源浪费、术后并发症增多等有关。因此，

寻找一种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影响小的麻醉药物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００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集团路桥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蔡伟红，Ｅｍａｉｌ：ｗｊｈ６７０９１８＠１２６．ｃｏｍ

配伍显得具有较为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观察并比

较了２种常见的麻醉药物配伍对老年患者ＰＯＣＤ的影
响，并对其麻醉深度及安全性进行评估，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在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期
间与我院接受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的老年患者４８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３３例，女性１５例，平均年
龄（６７．９３±７．６２）岁，美国麻醉师协会（ＡＳＡ）分级均
为Ⅰ～Ⅱ级。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法（ＭＭＳＥ）在术
前对患者认知功能进行评价，均排除认知障碍（ＭＭＳＥ
评分均＞２７）。排除标准：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
研究前１个月服用抗抑郁药及镇静类药物；患者具有
高血压、糖尿病等系统性疾病；患者伴发心脏、肝脏以

及肾脏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等。按照随机数表法将研

究对象平均分为Ａ组及Ｂ组，每组各２４例，分别采用
不同的麻醉药物配伍进行麻醉。Ａ组男性１６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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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例，平均年龄（６６．３７±５．８３）岁；Ｂ组男性１７例，女
性７例，平均年龄（６８．１０±６．１９）岁。２组患者在性别
组成、平均年龄、术前 ＭＭＳＥ评分以及手术时间等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患者入室后对心电图、血氧饱和度、
血压以及脑电双频指数（ＢＩＳ）等进行常规监测并开放
静脉通道。患者均行气管插管并连接呼吸机进行机械

通气，参数设定如下：吸入氧浓度 １００％，氧流量 ２．０
Ｌ／ｍｉｎ，吸呼比１∶２，潮气量１０～１５ｍｌ／ｋｇ，呼吸频率
１０～１５次／ｍｉｎ。Ａ组麻醉诱导采用右美托咪定 ０．５
μｇ／ｋｇ、瑞芬太尼１μｇ／ｋｇ、罗库溴铵０．５ｍｇ／ｋｇ以及丙
泊酚 １．５～２ｍｇ／ｋｇ静脉注射；麻醉维持则采用
２．０％～３．０％七氟醚持续吸入以及０．０５～０．２０μｇ／
（ｋｇ·ｍｉｎ）瑞芬太尼持续泵入。Ｂ组患者麻醉诱导采
用咪唑安定２ｍｇ、芬太尼３μｇ／ｋｇ、罗库溴铵０．５ｍｇ／
ｋｇ以及丙泊酚１．５～２ｍｇ／ｋｇ静脉注射；麻醉维持则采
用１．０％～２．０％异氟醚持续吸入以及０．０３μｇ／（ｋｇ·
ｍｉｎ）芬太尼持续泵入。２组患者麻醉维持均使脑电双
频指数（ＢＩＳ）维持在４０％～６０％之间。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麻醉安全性及效果观察　分别在２组患者麻
醉诱导前（Ｔ１）、切皮时（Ｔ２）、切皮后３０ｍｉｎ（Ｔ３）以及
术毕时（Ｔ４）分别对患者的心率（ＨＲ）、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以及ＢＩＳ进行观察与比较。
１３２　麻醉苏醒评估　在术后对分别记录并比较２
组患者自主呼吸恢复时间、定向力恢复时间、呼之睁眼

时间以及拔管时间。

１３３　术后认知功能评估　分别在麻醉前、术后２ｈ、
术后１２ｈ以及术后２４ｈ对采用 ＭＭＳＥ对患者认知状
态进行评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
件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均采用（ｘ±ｓ）
表示，组间差异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均采用百分比表
示，组间差异采用χ２检验。以上检验均以Ｐ＜０．０５时
视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不同时间点 ＨＲ、ＭＡＰ及 ＢＩＳ比较　本
研究发现，在 Ｔ１、Ｔ２、Ｔ３及 Ｔ４各时间点，２组患者的
ＨＲ、ＭＡＰ及ＢＩ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
详见表１。
２２　２组患者麻醉苏醒状况比较　本研究发现，Ａ组
定向力恢复时间较 Ｂ组显著缩短（Ｐ均 ＜０．０５）；２组
患者自主呼吸恢复时间、睁眼时间及拔管时间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麻醉后认知状态比较　本研究发现，Ａ
组患者在术后２ｈ及１２ｈＭＭＳＥ评分显著高于 Ｂ组，
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３　讨　论
　　术后认知障碍（ＰＯＣＤ）最早在接受全身麻醉的老
年患者中发现，指在术后患者出现的一系列急性中枢

神经系统并发症，临床突出表现为患者认知能力下降，

可伴有记忆力减退、社会能力障碍、理解能力障碍甚至

焦虑等神经精神症状，为思维、意识、认知、定向、记忆

以及睡眠等方面的功能紊乱及功能障碍状态［５］。研究

表明，老年人是ＰＯＣＤ的好发人群，ＰＯＣＤ的发生不但
可对外科疾病恢复造成影响，而且可通过延长住院时

间、增加术后并发症以及治疗费用等潜在作用对患者

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６－７］。研究表明，老年患者是

ＰＯＣＤ发生的高危人群，即年龄增长为 ＰＯＣＤ发生的
危险因素之一，研究发现７５岁以上的患者发生 ＰＯＣＤ
的几率呈现显著增高的趋势，可能与老年人脑血管功

能退化、脑内功能性神经元数量减少、认知相关神经递

质分泌释放水平降低、脑组织减轻以及脑体积减少等

有关，ＰＯＣＤ在老年外科手术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生
率。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发展，老年患者手术

及麻醉需求的不断提高，老年患者 ＰＯＣＤ已经成为当
前临床麻醉研究所关注的热点之一，适当的麻醉药物

配伍不但能够保证麻醉安全性及疗效，还能改善老年

患者的ＰＯＣＤ。
表１　２种麻醉药物配伍方法对老年腹腔镜手术患者

不同时间点ＨＲ、ＭＡＰ及ＢＩＳ比较

组别 例数
ＨＲ（次／ｍｉｎ）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Ａ组 ２４ ７３．３０±６．１８ ６１．２０±５．００ ７８．４９±６．６０ ８８．１１±２．４９
Ｂ组 ２４ ７４．２５±８．２４ ５９．６２±５．８８ ７６．４８±５．６４ ８６．６８±４．７６

组别 例数
ＭＡＰ（ｍｍＨｇ）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Ａ组 ２４ １１１．０５±９．５９ ７７．４２±１２．３７ １１３．１０±１２．４５ ９８．１５±７．５５
Ｂ组 ２４ １０７．１３±７．８７ ７５．７４±９．２８ １０９．３５±９．１８ １００．０２±６．４８

组别 例数
ＢＩＳ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Ａ组 ２４ ９３．６０±１．４４ ５３．７１±６．９４ ５９．５７±４．８３ ８７．５７±１０．０３
Ｂ组 ２４ ９４．２９±１．３４ ５５．５８±５．１１ ５７．１５±５．９２ ８９．２４±９．０３

　　注：Ａ组为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 ＋七氟醚药物配伍麻醉，Ｂ组为
咪唑安定＋芬太尼＋异氟醚药物配伍麻醉；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表２　２种麻醉药物配伍方法对老年腹腔镜手术患者麻醉

苏醒状况比较（ｍｉｎ）

组别 例数 自主呼吸恢复时 定向力恢复时间 睁眼时间 拔管时间

Ａ组 ２４ １５．２０±２．３９ １７．６５±５．１４ａ １４．２５±３．０４ ２０．４４±１．９５
Ｂ组 ２４ １４．９５±３．１０ ２３．０７±３．３１ １５．２８±３．５５ ２１．３０±１．８７

　　注：与Ｂ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Ａ组为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 ＋七氟
醚药物配伍麻醉，Ｂ组为咪唑安定＋芬太尼＋异氟醚药物配伍麻醉。
表３　２种麻醉药物配伍方法对老年腹腔镜手术患者麻醉

前后ＭＭＳＥ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麻醉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１２ｈ 术后２４ｈ

Ａ组 ２４ ２８．２５±１．９６ ２４．０１±１．６９ａ ２６．３９±２．０５ａ ２７．１８±２．０５
Ｂ组 ２４ ２７．９２±２．１２ ２０．８３±１．６２ ２２．４１±１．９４ ２７．３３±２．１０

　　注：与Ｂ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Ａ组为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 ＋七氟
醚药物配伍麻醉，Ｂ组为咪唑安定＋芬太尼＋异氟醚药物配伍麻醉。

　　对于ＰＯＣＤ发生的病因学研究目前还未能完全阐
明，但普遍认为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手术及麻

醉被认为是ＰＯＣＤ发生的主要诱因，而手术及麻醉相
关并发症又可以促进 ＰＯＣＤ的发生，形成循环。手术
创伤及麻醉应激等诱发的机体炎症反应，特别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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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ＩＬ）１、ＩＬ６以及肿瘤
坏死因子（ＴＮＦｓ）等在 ＰＯＣＤ的发病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也得到了初步证实。其次，患者是否伴发慢性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手术持续的时间以及术中失血是否造

成大脑缺血及缺血再灌注损伤等也是ＰＯＣＤ发生的重
要原因。还有研究表明，ＰＯＣＤ的发生可能与麻醉用
药有关，一些抗胆碱药物，如阿托品及东莨菪碱等，可

能通过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兴奋性氨基酸及胆碱能

系统而在ＰＯＣＤ的发生发展中扮演角色。
本研究采用右美托咪定＋瑞芬太尼＋七氟醚的麻

醉药物配伍方式对患者进行麻醉，并与常用的咪唑安

定＋芬太尼＋异氟醚的麻醉药物配伍方式进行比较。
２种麻醉药物配伍均为目前临床上较为常用的配伍，
普遍用于各类外科手术的麻醉。ＭＡＰ及ＨＲ是反映患
者在麻醉状态下的血流动力学状态的简单而可靠的指

标。在麻醉实施后接受两种配伍方式麻醉的患者

ＭＡＰ及ＨＲ无明显差异，说明２种配伍方式对患者血
流动力学影响程度相当；ＢＩＳ可反映大脑皮层状态，是
临床上反映麻醉深度的有效指标之一。本研究发现采

用上述两种麻醉药物配伍的患者，在麻醉后各时间点

ＢＩＳ无显著差异，说明２种配伍方式麻醉效果相仿。
本研究发现，右美托咪定 ＋瑞芬太尼 ＋七氟醚的

麻醉药物配伍较咪唑安定＋芬太尼＋异氟醚的麻醉药
物配伍在定向力恢复以及术后早期认知障碍恢复等方

面更具优势。右美托咪定为新型高效的 α２肾上腺素
受体激动剂，对α２受体具有高选择性，可通过激动 α２
受体，抑制突触前膜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从而抑制交

感神经活性，产生镇痛、镇静等药理作用，具有呼吸抑

制轻微，可降低其他麻醉药用量等特点［８－９］。研究表

明，右美托咪定能够通过提高脑部神经细胞氧利用率、

稳定血流动力学等机制减少术中／术后因缺氧造成的
认知功能障碍；通过激活蓝斑核α２肾上腺素受体而降
低神经细胞内 ｃＡＭＰ的浓度，同时对蛋白激酶 Ａ
（ＰＫＡ）及其对下游蛋白的磷酸化能力起抑制作用，从
而发挥对ＧＡＢＡ神经递质系统的抑制作用，降低伤害
性神经递质对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影响［１０－１１］。还有

研究表明，在与瑞芬太尼及丙泊酚等药物进行配伍时，

右美托咪定可以降低上述药物的使用总量，从而降低

其他麻醉药物带来的诱发ＰＯＣＤ的风险。临床研究表
明，在心脏手术患者麻醉中使用右美托咪定可使术后

瞻望的发生率由５０％显著降低至８％左右［１２］。与芬

太尼类似，瑞芬太尼也属于阿片类药物［１３］，但与芬太

尼不同的是，两者在代谢途径及药理活性等方面具有

较大的差异，瑞芬太尼因其快速消除而显著缩短其作

用时间，可在老年患者体内迅速代谢，从而对认知能力

的干扰降低到最小程度［１４］。动物研究亦表明，与芬太

尼相比，瑞芬太尼的快速输注并不能引起老年大鼠短

期内的认知功能。临床研究也表明，在采用芬太尼和

瑞芬太尼麻醉的手术患者中，接受瑞芬太尼麻醉者术

后认知功能的恢复要快于接受芬太尼麻醉者。老年患

者肝脏及肾脏等重要脏器功能出现下降，瑞芬太尼可

通过其快速消除的代谢特点，不收肝肾功能的影响，而

在老年患者体内迅速代谢，可能为瑞芬太尼在老年患

者术后认知恢复更具优势的机制之一。七氟醚与异氟

醚属于同类药物，作用机理亦类似，虽具体机制尚未完

全清楚，但已经有研究证实，在两者麻醉深度及麻醉恢

复相仿的情况下，七氟醚较异氟醚对老年患者全身麻

醉术后早期认知功能的具有更优的保护作用［１５］，可能

与七氟醚对脑部的保护作用有关。与异氟醚相比，七

氟醚能够增加局部脑血流量、改善脑血液流速、调整颅

内压、降低脑部对二氧化碳的敏感性以及对脑缺血再

灌注损伤产生保护作用，从而促进功能性神经元的术

后恢复。随着对七氟醚研究的不断深入，七氟醚在术

后认知障碍中所表现出的保护作用机制也会逐步探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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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氟比洛芬酯超前镇痛用于胸腔镜对术后炎症
及应激的影响

王振，黄丽霞，汪国香，罗宏，陶凡

摘要：目的　探讨氟比洛芬酯超前镇痛用于静吸复合全身麻醉胸腔镜手术对患者术后炎症及应激反应的影响。
方法　选择１１０例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术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平均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
各５５例。在接受芬太尼七氟烷静吸复合麻醉的基础上，治疗组在麻醉诱导前接受１ｍｇ／ｋｇ的氟比洛芬酯静脉注
射超前镇痛治疗。在术前、术后、术后１２ｈ及２４ｈ收集外周血标本离心法分离血清并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
中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６、皮质醇以及胰高血糖素的水平。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 Ｔ１时开始至 Ｔ３
时，对照组及治疗组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６、皮质醇以及胰高血糖素水平均呈现逐渐升高的趋
势，Ｔ４时出现降低；与术前时相比，在术后、术后１２ｈ及术后２４ｈ，所有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６、
皮质醇以及胰高血糖素水平均显著升高（Ｐ均＜０．０５），而上述因子及激素在术后、术后１２ｈ及术后２４ｈ时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在术后、术后１２ｈ及术后２４ｈ，治疗组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
６、皮质醇以及胰高血糖素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结论　氟比洛芬酯超前镇痛用于胸腔镜手术可
显著抑制术后炎症及应激反应。

关键词：氟比洛芬酯；超前镇痛；胸腔镜手术；炎症反应；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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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ｔａｎｄＧＣ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ｔＴ２ａｎｄＴ３ｂｕ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ｔＴ４．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ＮＦａｌｐｈａ，ＩＬ６，ＣｏｒｔａｎｄＧＣ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Ｔ２，Ｔ３ａｎｄＴ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１（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ｅｒｕｍ
ＴＮＦａｌｐｈａ，ＩＬ６，ＣｏｒｔａｎｄＧＣ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Ｔ２，Ｔ３ａｎｄＴ４（ａｌｌＰ＞０．０５）．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ＮＦａｌｐｈａ，ＩＬ６，
ＣｏｒｔａｎｄＧＣ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Ｔ２，Ｔ３ａｎｄＴ４（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ｕｂｉｐｒｏｆｅｎａｘｅｔｉｌ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ｏｎ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ｏｒａｃｏ
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ｉｅｓｗａ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ｕｂｉｐｒｏｆｅｎａｘｅｔｉｌ；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ｉｅｓ；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ｓｓ

　　在诸多如胸腔、腹腔以及颅腔等重大手术后，机体
可产生炎症及应激反应，过强及过久的炎症反应可通

过影响免疫细胞及组织修复等生理过程，对术后伤口

愈合、感染等产生负面效应，从而削弱手术疗效并影响

疾病预后［１－２］。氟比洛芬酯属于非选择性非甾体类药

物，其以酯微球作为药物载体进入体内，对血管壁穿透

能力较强，能够快速有效在炎症局部分布，通过与巨噬

细胞、内皮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炎症细胞相互作

用，通过抑制花生四烯酸途径，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

达到抑制炎症等作用［３］。本研究在接受胸腔镜手术治

疗患者术前超前镇痛中使用氟比洛芬酯，观察患者炎

症及应激状态，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在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期
间于我院行择期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患者１１０例作为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王振，Ｅｍａｉｌ：Ｍ．ｄｏｃｔｏｒ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研究对象，患者中男性 ６２例，女性 ４８例，平均年龄
（５４．３８±６．１６）岁。

所有患者术前麻醉分级均为美国麻醉师学会

（ＡＳＡ）分级Ⅰ ～Ⅱ级，１秒用力呼吸容积（ＦＥＶ１）／用
力肺活量（ＦＶＣ）比值（ＦＥＶ１／ＦＶＣ）均≥７０％。排除标
准：①患者有既往胸腔手术史；②患者伴有心脏、肾脏
以及肝脏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③患者伴有严重糖尿
病、高血压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系统性疾病；④患者
术前１个月内曾服用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或对非甾体
类解热镇痛药过敏或有过敏史；⑤患者既往有如溃疡
性结肠炎以及克罗恩病等胃肠道病史。所有患者均接

受双腔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并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

平均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每组各５５例。对照组男性
３０例，女性２５例，平均年龄（５４．０９±６．３３）岁；治疗组
男性３２例，女性２３例，平均年龄（５５．１２±５．９８）岁。２
组患者在平均年龄、性别组成、ＡＳＡ分级、疾病类型组
成以及手术时间长短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术前均常规禁食、禁饮。术

·２０９·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前给予阿托品０．５ｍｇ以及苯巴比妥０．１ｇ肌肉注射。
入室后建立静脉通道，连接监护仪对指氧保护度、心电

图、血压以及心率等进行监测。并在麻醉诱导前 ２０
ｍｉｎ，对于治疗组患者，一次性给予氟比洛芬酯１ｍｇ／ｋｇ
静脉推注，而对于对照组患者，则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

静脉推注。以芬太尼３μｇ／ｋｇ，咪达唑仑０．０３ｍｇ／ｋｇ、
依托咪酯０．３ｍｇ／ｋｇ以及维库溴铵０．１ｍｇ／ｋｇ静脉注
射进行麻醉诱导，诱导成功后行双腔气管导管气管插

管并连接麻醉呼吸机，双肺通气时吸入氧浓度

（ＦｉＯ２）＝０．８，氧流量 ＝１．５Ｌ／ｍｉｎ，吸呼比 ＝１∶１．５，
潮气量＝８～１０ｍｇ／ｋｇ，呼吸频率 ＝１２次／ｍｉｎ，单肺通
气时ＦｉＯ２＝１．０，氧流量１．５Ｌ／ｍｉｎ，吸呼比 ＝１∶１．５，
潮气量６～８ｍｌ／ｋｇ，呼吸频率１４次／ｍｉｎ，维持呼气膜
二氧化碳分压３０～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以七氟烷（吸入浓度 １．５％ ～２．５％）吸入及芬太尼
０．２～０．３μｇ／（ｋｇ·ｍｉｎ）持续静脉泵入进行麻醉维持。
术中根据肌松情况，每间隔 ４０ｍｉｎ给予维库溴铵
０．０２～０．０４ｍｇ／ｋｇ静脉注射以维持肌松效果。术后
采用患者自控镇痛（ＰＣＡ）进行镇痛，泵内药物配伍为
芬太尼１ｍｇ＋昂丹司琼４ｍｇ＋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负荷
剂量５ｍｌ，背景剂量２ｍｌ／ｈ，自控镇痛剂量２ｍｌ／次，锁
定时间１５ｍｉｎ。
１３　标本采集与检测指标

１３１　标本采集　分别在麻醉诱导前（Ｔ１）、手术结
束时（Ｔ２）、术后１２ｈ（Ｔ３）以及术后２４ｈ（Ｔ４）分别采
集患者静脉血４ｍｌ，室温下静置３０ｍｉｎ并以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收集上层血清在 －２０℃冰箱内存储
待测。

１３２　检测指标　采用放射免疫发对患者血清白细
胞介素６（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皮质醇
（Ｃｏｒｔ）以及胰高血糖素（ＧＣ）进行检测，试剂盒购自北
京博奥森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步骤均严格按照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均录入统计学软
件ＳＰＳＳ１８．０中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均采用（ｘ±
ｓ）表示，组间差异采用ｔ检验，均以Ｐ＜０．０５时认为所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术后不同时间２组患者炎症状态比较　本研究
发现，与Ｔ１相比，所有患者 Ｔ２、Ｔ３及 Ｔ４时血清 ＩＬ６
及ＴＮＦα水平均显著升高，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组间比较发现，治疗组患者 Ｔ２、Ｔ３及 Ｔ４时血
清ＩＬ６及ＴＮＦα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患者不同时间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ＩＬ６（ｎｇ／Ｌ）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ＮＦα（μｇ／Ｌ）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对照组 ５５ ５７．８６±８．９４ １４４．２０±１８．６２ａ ２２１．０５±３６．３０ａ １８７．６６±１７．５９ａ １．０３±０．１４ ３．９４±０．１０ａ ４．５５±０．２８ａ ２．７１±０．１８ａ

治疗组 ５５ ５８．０３±７．７１ １１３．６５±１１．３９ａｂ １９９．４２±３３．４７ａｂ １２５．７３±２４．８１ａｂ １．０６±０．１１ ３．１０±０．１１ａｂ ３．８６±０．１９ａｂ ２．３１±０．２０ａｂ

　　注：与Ｔ１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治疗组在麻醉诱导前给予氟比洛芬酯静脉推注，对照组则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静脉推注。

２２　术后不同时间２组患者机体应激状态比较　本
研究发现，与Ｔ１时间相比，２组患者Ｔ２、Ｔ３及 Ｔ４时血
清Ｃｏｒｔ及ＧＣ水平均显著升高，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组间比较发现，治疗组患者Ｔ２、Ｔ３及Ｔ４时血
清Ｃｏｒ及ＧＣ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患者不同时间血清应激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ｏｒｔ（ｎｇ／Ｌ）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ＧＣ（ｎｇ／Ｌ）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对照组 ５５ １１．２８±２．１１ ２４．６０±２．９７ａ ３１．５１±３．４０ａ ２２．１８±３．５５ａ ２３３．１４±２１．２９ ３４４．５９±３２．８０ａ ４４５．２８±３６．７２ａ ３９５．６２±３３．１８ａ

治疗组 ５５ １１．０４±２．０７ １５．６６±３．０８ａｂ ２１．４３±３．２７ａｂ １７．９１±３．６８ａｂ ２４０．５５±２３．１０ ３１１．６０±２９．７７ａｂ ４０５．２４±２１．８４ａｂ ３２７．０２±２７．４６ａｂ

　　注：与Ｔ１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治疗组在麻醉诱导前给予氟比洛芬酯静脉推注，对照组则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静脉推注。

３　讨　论
　　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为胸腔内的有创手术操作，
患者可因手术造成的组织损伤等产生炎症反应，免疫

细胞活化后可释放大量炎症因子，过度的炎性因子释

放可导致免疫功能紊乱，机体促炎因子／抗炎因子平衡
失调，与感染、肿瘤原发灶转移、伤口延迟愈合等发生

有关，可对手术临床疗效及预后产生不良影响［４－５］。

麻醉、手术创伤以及术后疼痛等，可同时导致患者应激

反应的发生。机体应激反应包括如交感 －肾上腺髓质
轴、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皮质轴等神经 －内分泌轴
的兴奋等病理生理过程，可引起患者代谢、免疫以及血

流动力学状态发生改变，在临床上可表现为心律失常、

高凝状态、血栓形成等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增高［６－７］。

超前镇痛为在外界不良刺激因素作用于机体前所进行

的镇痛药物干预，能够有效阻断外界刺激对中枢神经

系统痛觉的敏化作用，对应激过程中机体病理生理学

变化进行有效干预。因此，手术治疗前采用具有抗炎

及抗应激反应的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ＴＮＦα在炎症早期即可被炎症细胞释放，主要由
巨噬细胞所合成分泌，主要作用是调节多种免疫细胞

的活性剂功能。作为内源性致热源的一种，ＴＮＦα能
够诱发细胞凋亡，主要机制为 ＴＮＦ与受体结合后进入
细胞后导致细胞内溶酶体稳定性下降，各种蛋白酶从

溶酶体释放后引起细胞溶解，此外 ＴＮＦα还能够活化
磷脂酶Ａ２，通过引起活性氧簇（ＲＯＳ）引起 ＤＮＡ断裂
导致细胞死亡。此外，ＴＮＦα能够作用于血管内皮细
胞并造成其损伤，导致血管功能障碍与通透性异常，从

而加剧组织局部的缺血缺氧状态，使局部的炎症及应

激状态恶化。ＴＮＦα还能够可通过作用与炎症细胞，
促进自身及其他炎症因子如白细胞介素１（ＩＬ１）、ＩＬ８
以及集落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等的进一步释放从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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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炎症级联反应，研究表明其与急性肺损伤（ＡＬＩ）及
多器官功能衰竭（ＭＯＤＳ）的发生显著相关。ＩＬ６是一
种作用广泛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可与其他细胞因子产

生协同作用，促进Ｔ细胞的增殖与Ｂ细胞的活化等，参
与机体的炎症反应与发热反应，是术后导致免疫损伤

的主要因子之一，目前普遍将其作为反映机体炎症状

态的指标之一。在胸科手术中，ＩＬ６的血清浓度与肺
组织内ＩＬ６水平具有良好的相关性［８］。在术后发生

的应激反应中，皮质醇常被用作反映应激反应水平的

可靠指标［９］。另外，在应激反应发生后，机体内可因胰

高血糖素的释放时血糖升高。皮质醇及胰高血糖素等

激素水平的增高标志着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轴的兴
奋，机体处于应激状态。

氟比洛芬酯系包裹了氟比洛芬的脂质微球。该制

剂适合静脉注射使用，注射时对血管内皮刺激轻微，且

较口服氟比洛芬酯起效更快且胃肠反应更为轻微。氟

比洛芬属于非选择性肺甾体类抗炎药，可通过对环氧

合酶的抑制作用阻碍花生四烯酸代谢，最终减少前列

腺素的合成，降低其对内皮细胞、巨噬细胞以及肥大细

胞等的活化作用，使其介导的炎症因子释放及炎症损

伤减轻［１０］。脂质微球具有靶向性、缩短起效时间以及

延长药物作用时间等特点。氟比洛芬的半衰期为５．８
ｈ，药物主要通过尿液排出，在体内不表现出蓄积作用。
在外层包裹的脂质微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为１２ｍｉｎ，
可迅速在血液中溶解［１１］。在静脉注射后，可在手术切

口、局部血管栓塞部位以及炎症反应部位选择性聚集，

可能与手术切口及炎症组织血管壁受损导致血管内皮

细胞间间隙增大，氟比洛芬更易聚集有关［１２］。因此氟

比洛芬酯改变了传统的药物分布，可在一定程度上达

到靶向治疗的作用效果。氟比洛芬酯具有较强的抗炎

活性，研究表明在治疗骨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肿胀过

程中，氟比洛芬酯表现出比其他非甾体抗炎药物更强

的抗炎活性［１３］。在手术、外伤以及病原体感染等因素

作用是，机体内皮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及肥大细

胞等参与的炎症介质释放以及上述应激因素导致的神

经源性炎症反应中，氟比洛芬酯预处理可有效预防、减

轻及阻断该类炎症反应的发生及程度［１４］。还有临床

研究证实，在老年冠心病患者接受非心脏手术前，经静

脉给予氟比洛芬酯预处理可有效降低患者术后血浆内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及 ＩＬ６的水平，表现为对患者术后
局部及全身性炎症反应的预防效果。此外，在患者接

受手术创伤以及疼痛等应激原的作用下产生的应激反

应过程中，机体免疫状态呈现抑制状态，因此在应激状

态下患者发生感染的几率增加，此时应用非甾体类抗

炎药可表现出免疫保护的作用［１５］。超前镇痛指在机

体受到应激源刺激之前对机体进行镇痛干预，可有效

抑制外周及中枢神经系统对疼痛的敏化作用，从而减

弱疼痛给机体带来的应激效应。结合氟比洛芬酯的上

述药理学特性，氟比洛芬酯超前镇痛可提高机体对疼

痛及创伤等应激原的耐受能力，对组织器官起保护作

用。

多项研究已经证实，氟比洛芬酯除了具有肯定的

镇痛作用外，还对炎症反应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本

研究在麻醉诱导前，对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治疗的

患者采用氟比洛芬酯超前镇痛治疗，结果显示从手术

结束时开始直至术后２４ｈ，与对照组相比，氟比洛芬酯
不仅可使血清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明显降低，还能使血
清皮质醇及胰高血糖素水平也显著下降，说明应用氟

比洛芬酯进行的超前镇痛能够促进炎症平衡的维持，

抑制过度的应激反应，从而利于临床疗效及患者的术

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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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炎手术损伤鼓索神经后味觉的变化
与恢复性观察研究

杜欢乐，李栋，尤慧华

摘要：目的　分析中耳炎手术损伤患者鼓索神经后其味觉的变化以及恢复性观察研究，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依
据。方法　本组研究正常人２４例与慢性中耳炎患者６０例；依据患者病变的不同采取不同类型的乳突手术和鼓
室成形术；观察比较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外观正常、水肿的味阈变化及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

慢性中耳炎患者鼓索神经断裂的味阈变化，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结果　鼓索神经断裂组味
觉与鼓索神经正常组、鼓索神经外观正常组、鼓索神经水肿之间对比显著减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切
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外观正常的味阈结果表明，术后１５ｄ、术后３个月及术后６个月的味阈与术
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水肿的味阈结果表明，术后１５ｄ、
术后３个月及术后６个月的味阈与术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的１年进行随访，结果表明，除４
例患者味觉有持续的感觉不舒适外，其余患者无明显的味觉异常。结论　中耳炎可致使味觉异常，但其病理状态
与味觉丧失不呈正比。鼓索神经切除可致使该侧舌味觉丧失，但因多种作用后，味觉会有不同程度地恢复，同时

中耳炎手术时应可能确保鼓索神经的完整性，具有重要临床研究价值，值得推广。

关键词：中耳炎手术；鼓索神经；味觉的变化与恢复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６４．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０５０３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ｔａｓ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　ＤＵＨｕａｎｌｅ，ＬＩＤｏｎｇ，ＹＯＵＨｕｉｈｕ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
ＪｉｎｈｕａＣｉｔ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ｈｕａ３２１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ａｓｔｅａｆｔｅｒｏｔｉｔｉｓ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ｏｆ６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２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ｔａｋ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
ｍａｓｔｏｉｄ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ｔｙｍｐａｎｏｐｌａｓ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ｎｏｒｍａｌ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ｃｅｏｆ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ｔａｓｔｅｅｄｅｍａａｆｔｅｒ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ａｎｄｃｕｔ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ａｓｔ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ＰＳＳ１９．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ａｓｔｅａｎｄ
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
ｎｅｒｖｅｅｄｅｍａ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
ｎｅｒ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ｔａｓｔ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ａｓｔ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１５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ｕｔ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ｔａｓｔ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ｄｅｍ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ａｓｔ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１５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
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１ｙｅａ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ｓｔｅ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ｆｅｅｌｉｎｇ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ｔａｓｔ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ｃａｎ
ｃａｕｓ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ｔａｓｔｅ，ｂｕｔｉｔ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ｌｏｓｓｏｆｔａｓｔｅｗａｓｎｏ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
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ｎｇｕｅ，ｌｏｓｓｏｆｔａｓｔｅ，ｂｕｔ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ｒｏｌｅｓ，ｔｈｅｔａｓｔｅｗｉｌｌｂ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ｗｈｉｌｅｏｔｉｔｉｓ
ｍｅｄｉａｓｕｒｇｅｒ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ａｐｐｌｉ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ｈｏｒｄａｔｙｍｐａｎｉｎｅｒｖｅ；Ｔａｓ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慢性中耳炎时中耳病会影响鼓索神经病变，主要
为胆脂瘤、肉芽及炎症等［１］。鼓索神经为面神经离开

茎乳孔前发出的最粗分支，主要起源于舌前２／３味蕾，
同时鼓索神经也为一种主要传递口腔味觉的神经系

统［２］。人体味觉及味觉感受器的基本单位是味蕾，而

味蕾为一种显微结构，主要分布于腭、舌以及口腔表

面。鼓索神经传递舌前２／３的味觉冲动，主要是分叶
状乳头与舌蕈状乳头内的味蕾；鼓索神经对化学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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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李栋，Ｅｍａｉｌ：ｌｉｄｏｎｇ０５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如酸、苦、甜、咸有反应［３］。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正常人

２４例与慢性中耳炎患者６０例手术前后的味觉变觉变
化及恢复情况。现将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研究正常人２４例与慢性中耳炎
患者６０例，其中男性患者２８例，女性患者３２例，年龄
１４～６８岁，平均（４１．２±７．４）岁，病程１０个月～３８年。
慢性中耳炎患者的分类标准参照 Ｐｕｌｌｅｃ等分类标准，
将病耳分为Ⅰ～Ⅳ型。依据患者病变的不同采取不同
类型的乳突手术和鼓室成形术。

１２　检查方法　术前与术后检查：①对耳科进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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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包括颞骨ＣＴ检查以及听力测试；②在显微镜
下对术前与术后的味蕾形态进行检查；③术前与术后
进行味觉的测试，测试时间主要分为术前、术后１５ｄ
以内、术后３个月以及术后６个月。

味觉的测试参照 Ｍａｙ［４］方法，分别在显微镜下对
术前与术后１５ｄ患者的味蕾形态进行观察。测试溶
液与浓度。具体测试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浓度情况下对溶液测试（％）

溶液 －２ －１ ０ １ ２

蔗糖 ０．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２４．００
醋酸 ０．２５ ０．５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食盐 ０．９０ １．８０ ３．６０ １０．５０ ２１．０
Ｌ赖氨酸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２０

１３　分组情况　不同病理状态下对慢性中耳炎患者
鼓索神经功能进行对比，按照病理状态将鼓索神经患

者分为３组。第一组，鼓索神经正常；第二组，鼓索神
经外观正常；第三组，鼓索神经水肿；第四组，鼓索神经

断裂。对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的味

阈时间进行对比，分为术前、术后１５ｄ、术后３个月及
术后６个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１９．０进行统
计分析处理，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慢性中耳炎患者术前味阈与正常组对比　鼓索
神经断裂组味觉与鼓索神经正常组、鼓索神经外观正

常组、鼓索神经水肿之间进行对比显著减退，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慢性中耳炎患者术前味阈与正常组对比情况

溶液味道 Ｈｃ值 Ｐ值 Ａ与Ｂ ｜ＲＡ－ＲＢ｜ Ｐ值

酸 ２２．０１６ ＜０．０５ 第一组与第四组 ２８．１２ ＜０．０５
第二组与第四组 ２８．９３ ＜０．０５

苦 ２５．４１５ ＜０．０５ 第一组与第四组 ３１．５１ ＜０．０５
第二组与第四组 ２６．３２ ＜０．０５
第一组与第三组 ２０．０１ ＜０．０５

甜 ３４．１１７ ＜０．０５ 第一组与第四组 ３１．７１ ＜０．０５
第二组与第四组 ２９．０４ ＜０．０５
第三组与第四组 ２５．９８ ＜０．０５

咸 ２０．２１４ ＜０．０５ 第一组与第四组 ２４．６３ ＜０．０５
第二组与第四组 ２７．３６ ＜０．０５

　　注：２组之间Ｐ＞０．０５未在表中表明，下表同。

２２　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外观正
常的味阈对比　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
者外观正常的味阈结果表明，术后１５ｄ、术后３个月及
术后 ６个月的味阈与术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水肿的
味阈对比　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水
肿的味阈结果表明，术后１５ｄ、术后３个月及术后６个
月的味阈与术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４。
２４　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鼓索神
经断裂的味阈对比　鼓索神经断裂患者在术前与术后

１５ｄ、术后３个月、术后６个月以及不同测试溶液味阈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　调查及随访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３例
患者表述有味觉改变，其中１例患者有金属味，２例患
者舌麻木；其余患者均无察觉出味觉的变化。且大部

分患者表面可能是由于术侧舌感觉有改变，其中包括

８例患者口干、１４例患者有金属味、２９例患者舌感觉
有变化，尤其多见于女性。术后１年随访结果表明，除
４例患者味觉有持续的感觉不舒适外，其余患者无明
显的味觉异常，且不影响日常生活。

表３　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
外观正常的味阈对比情况

溶液味道 χ２值 Ｐ值 时间 ｑ值 Ｐ值

酸 １８．４６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１５ｄ ３．２２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３个月 ４．７１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５．５８ ＜０．０５

苦 １３．８５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１５ｄ ３．４２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３个月 ３．８１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５．０４ ＜０．０５

甜 １６．１２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１５ｄ ３．４２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３个月 ３．８１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５．５３ ＜０．０５

咸 ２１．４９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１５ｄ ３．２２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３个月 ３．７１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４．２５ ＜０．０５

表４　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性中耳炎患者
水肿的味阈对比情况

溶液味道 χ２值 Ｐ值 时间 ｑ值 Ｐ值

酸 ３２．４６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７．５２ ＜０．０５
术后１５ｄ与术后６个月 ６．５７ ＜０．０５
术后３个月与术后６个月 ４．３５ ＜０．０５

苦 ２１．０４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５．８６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３个月 ３．７６ ＜０．０５

术后１５ｄ与术后６个月 ４．８５ ＜０．０５
甜 ２６．６９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６．８８ ＜０．０５

术后１５ｄ与术后３个月 ５．８３ ＜０．０５
术后３个月与术后６个月 ３．６４ ＜０．０５

咸 ２１．４９ ＜０．０５ 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６．０３ ＜０．０５
术后１５ｄ与术后６个月 ３．６３ ＜０．０５
术后３个月与术后６个月 ４．９３ ＜０．０５

３　讨　论
　　慢性中耳炎时中耳病变会使鼓索神经病变收到累
计，主要包括胆脂瘤、肉芽及炎症等。采取中耳手术中

可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损伤。尽管较多研究报道针对

慢性中耳炎时鼓索神经生理病理改变的一些相关研

究，但鼓索神经受到损伤后，患者的味觉的恢复以及味

觉的影响仍存在很大争议。研究报道显示，接受中耳

手术患者３０％～８０％会出现味觉异常。
有学者研究结果显示，接受中耳手术的 ３１患者

中，在进行手术时将鼓索神经切断，从而导致的味觉异

常经一段时间后其味觉异常会有所恢复，但仍存在超

过３１％的患者持续性味觉异常，而超过一半的患者味
觉异常会在１～２年内有所好转［５］；同时有报道显示，２
例患者初次进行手术后味觉异常，１年后２例患者的
味觉恢复，且表明鼓索神经已再生［６］。本文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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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病变可致使味觉功能损伤；鼓索神经损伤则会致

使手术一侧舌前２／３味觉丧失；经手术后患者的味觉
会不同程度的恢复，但是仍不能够完全恢复，味觉代偿

对Ｌ赖氨酸与蔗糖较为显著。而鼓索神经再生与味
觉的恢复之间关系已得到证实［７］。鼓索神经损伤均会

发生一定程度的味觉障碍，而贝尔氏面瘫患者由于病

毒感染损害鼓索神经，约有７０％会发生异常的味觉障
碍。慢性中耳炎时中耳病会影响鼓索神经病变，主要

为胆脂瘤、肉芽及炎症等，在中耳手术中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损伤或者有意切除鼓索神经，而在手术后会致

使手术一侧的舌前２／３味觉障碍。
味觉主要是通过食物在人的口腔内刺激味觉器官

化学感受系统，从而出现的感觉［８］。从生理角度方面

将味觉主要分为酸、苦、甜、咸四种，这四种味觉主要是

通过食物直接刺激味蕾而产生的［９－１２］。酸味味觉感

受的敏感部位在舌侧后端，苦味的味觉感受敏感部位

在舌根，甜味味觉感受的敏感部位在舌尖，咸味味觉感

受的敏感部位在舌侧前端。舌前２／３的味觉感受器所
感受的刺激，通过面神经之鼓索神经进行传递，舌后

１／３的味觉通过舌咽神经进行传递［１３－１５］。味觉恢复

与鼓索神经再生相关性已得到相关证实。

本组研究发现，以健侧味蕾作为对照组，１８例患
者中有１０例患侧的蕈状乳头萎缩，并通过手术过程中
表明这些患者的鼓索神经已被广泛的胆脂瘤破坏或者

在原手术中被切断。而其他患者味蕾的形态以及数量

较为正常。术后１５ｄ所有患者的术侧味蕾均显著缺
失与萎缩，尤其为女性患者与年轻患者，最为明显的是

叶状乳头与蕈状乳头缺失和萎缩，而轮廓乳头没有显

著的改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与鼓索神经正常组、鼓

索神经外观正常组、鼓索神经水肿味觉进行比较，鼓索

神经断裂组味觉显著减退；切断鼓索神经手术前后慢

性中耳炎患者外观正常与鼓索神经水肿患者的味阈在

术后１５ｄ、术后３个月及术后６个月后较术前有统计
学意义；通过问卷调查仅有３例患者表述有味觉改变，
其中包括１例患者有金属味，２例患者舌麻木；其余患
者均无察觉出味觉的变化，术后的１年进行随访发现
除４例患者味觉有持续的感觉不舒适外，其余患者无
明显的味觉异常，并且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故中

耳炎能够引起味觉异常，但其病理状态与味觉丧失不

呈正相关性，鼓索神经切除可致使该侧舌味觉丧失，但

因多种作用后，味觉会有不同程度地恢复，同时中耳炎

手术时应可能确保鼓索神经的完整性。综上所述，中

耳炎可致使味觉异常，但其病理状态与味觉丧失不呈

正比。鼓索神经切除可致使该侧舌味觉丧失，但因多

种作用后，味觉会有不同程度地恢复，同时中耳炎手术

时应可能确保鼓索神经的完整性，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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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白内障４６例手术临床分析
许国忠，许琦彬，诸力伟

摘要：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白内障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地总结分析２００８年１
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手术的４６例（９２眼）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白内障患者的临床资料。所
有患者行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术后定期随访观察，记录患者术眼视力、眼压和眼底情况，分析

术后视力、术后并发症等。应用配对ｔ检验，对术前、后视力进行统计学分析。术后随访时间为３～１８个月，平均
１０个月。结果　患者术前患眼最佳矫正视力平均为ＬｏｇＭＡＲ１．３７±０．５２，术后１周平均视力为 ＬｏｇＭＡＲ０．３９±
０．４６，术后末次随访平均视力为ＬｏｇＭＡＲ０．３６±０．４１，其中最佳矫正视力＞０．８者６８眼，＞０．３者２２眼，＜０．３者
２眼，术后较术前视力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１１．８２，Ｐ＜０．０５，ｔ＝１３．７０，Ｐ＜０．０５）。６眼术后发生葡
萄膜炎，３眼术后出现后发性白内障，经治疗后视力好转。２眼术后检查发现有明显的眼底病变，视力较差。结
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白内障患者行白内障手术疗效肯定，安全性高，术后定期随访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并发
症如葡萄膜炎、后发性白内障、眼底病变等，有利于维持良好视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白内障；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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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９２ｅｙｅｓ）ｗｉ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
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１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ｐｈａｃｏ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３－ｔｏ１８ｍｏｎ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１０
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ｄｕ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ｖｉｓｕ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ｔｅｓｔｗ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ｍｅａｎｂｅｓ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ＢＣＶＡ）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ＬｏｇＭＡＲ１．３７±０．５２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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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ｗｈｉｃｈＢＣＶＡｗａｓ＞０．８ｉｎ６８ｅｙｅｓ，ＢＣＶＡ＞０．３ｉｎ２２ｅｙｅｓ，ａｎｄＢＣＶＡ＜０．３ｉｎ２ｅｙｅ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ＢＣＶＡ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１１．８２，Ｐ＜０．０５，ｔ＝１３．７０，Ｐ＜０．０５）．６ｅｙｅｓ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ｕｖｅｉｔｉｓａｎｄ３ｅｙｅ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２ｅｙ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ｏｂｖｉｏｕｓ
ｆｕｎｄ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ｏｏｒ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ｆｉｎａｌ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ＬＥｗａ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ｃａｎｔｉｍｅ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ａｎｄｃｕｒｅｔｈｅ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ｕｖｅｉｔｉｓ，ａｆｔｅｒ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ｅｔａｌ，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ｈｅｌｐ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ｇｏｏｄｅｙｅｓ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
ＳＬＥ）是我国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血清中多
种自身抗体及多脏器受累是其重要特点［１］。目前糖皮

质激素是治疗ＳＬＥ的主要药物，而人眼是糖皮质激素
的重要靶器官，全身或局部长期用药会出现白内障等

眼部并发症。本文回顾性分析４６例 ＳＬＥ并发白内障
患者的手术临床资料，观察其术后并发症及影响预后

的因素，探讨手术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我院眼
科收治的４６例ＳＬＥ并发白内障患者，排除先天性、外
伤性及高度近视或其他因素并发的白内障患者。发病

年龄２２～４２岁，平均年龄为３２岁；其中男性４例（８
眼），女性４２例（８４眼）；术前患眼最佳矫正视力（ｂｅｓｔ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眼科
通讯作者：许国忠，Ｅｍａｉｌ：ｔｊｆｘｇｚ＠１６３．ｃｏ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ＢＣＶＡ）平均为 ＬｏｇＭＡＲ１．３７±
０．５２（手动－０．３）；双眼均有不同程度的晶状体混浊，
其中８６眼后囊下混浊为主，６眼为晶状体皮质混浊；
服用糖皮质激素史８～２４年，平均服用史１６年；其中１
例４０岁患者合并狼疮性肾炎，确诊为尿毒症。所有患
者无糖尿病史。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术前检查和准备　所有ＳＬＥ患者病情稳定，无
活动性葡萄膜炎情况，无其它手术禁忌症，糖皮质激素

维持剂量。术前泪道冲洗、角膜曲率 ＋Ａ超、Ｂ超、角
膜内皮细胞计数。人工晶体均选择美国博士伦公司生

产的人工晶体，术前３ｄ可乐必妥眼液滴眼，４次／ｄ。
１２２　手术过程　双眼分次手术，根据眼部情况间隔
４～８周。患者常规球后麻醉下行白内障超声乳化 ＋
人工晶体植入术：透明角膜切口３．０ｍｍ，粘弹剂维持
前房，连续环行撕囊，水分离，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植

入人工晶体，水密切口。手术时间１５～３０ｍｉ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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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ｍｉｎ。
１２３　术后处理和随访观察　所有患者术毕均予典
必殊眼膏涂眼，眼罩盖眼。次日清洁换药，观察术眼视

力、眼压和眼底情况。术后常规典必殊眼液滴眼，全身

糖皮质激素剂量同术前。定期随访观察患者，记录患

者术眼视力、眼压和眼底情况。术后随访时间为３～
１８个月，平均１０个月。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对治
疗前后视力进行配对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手术前后视力比较　术后较术前视力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其中 ＞０．８者６８眼，＞０．３者２２眼，＜
０．３者１例２眼。手术后１周 ＢＣＶＡ平均为 ＬｏｇＭＡＲ
０．３９±０．４６，术后末次随访 ＢＣＶＡ平均为 ＬｏｇＭＡＲ
０．３６±０．４１。与手术前平均 ＬｏｇＭＡＲ视力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１．８２，Ｐ＜０．０５，ｔ＝１３．７０，Ｐ＜
０．０５）。
２２　并发症　术后第１天发现一过性眼压升高５例，
１周复诊时眼压均正常。随访中，４例患者第一只眼术
后５～７ｄ时出现葡萄膜炎，表现为眼红、眼痛、视力下
降，前房渗出，瞳孔缩小，人工晶体前色素沉着，给予静

滴地塞米松针５ｍｇ，每天１次，维持３～５ｄ，局部典必
殊眼液和眼膏点眼、美多丽眼液散瞳等治疗，２周后葡
萄膜炎控制视力好转，这４例患者８周后另一眼行白
内障手术，其中２眼术后也出现葡萄膜炎，经过相同治
疗后恢复良好；另有２例患者年龄为２３岁、２８岁，其
中３眼分别在随访１５个月、１７个月时出现后囊明显
混浊影响视力，行Ｎｄ：ＹＡＧ激光后囊切开，１个月后复
诊视力恢复。９２眼术后随访期间定期检查眼底，少部
分患者眼底可见散在出血和少量棉絮斑，其中１例尿
毒症患者双眼有明显的眼底病变：视网膜大量棉絮斑

和散在出血，静脉迂曲扩张，黄斑区星芒状渗出伴水

肿，双眼矫正视力０．１，该患者给予眼底激光和扩血管
药物等综合治疗，１个月后患者自诉视物变明亮，但矫
正视力未见好转。

３　讨　论
　　ＳＬＥ是自身免疫介导，产生多种自身抗体，多系统
受累的弥漫性结缔组织病［２］。眼部损害主要表现为干

燥性角结膜炎、巩膜炎、葡萄膜炎和眼底病变等［３］。

ＳＬＥ患者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会发生晶体后囊下混
浊，称为糖皮质激素性白内障［４］。近年来对两者关系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糖皮质激素与晶状体的结合和糖皮

质激素使用后晶状体蛋白的氧化两方面［５－６］。本组患

者平均年龄 ３２岁，糖皮质激素使用时间长（平均 １６
年），其中９３．５％患者发生晶体后囊下混浊，视力下降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我们回顾性分析了４６
例９２眼白内障手术的临床资料，发现术后视力大部分

都有较大的提高，且无严重并发症出现，手术安全性

高，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后发性白内障是

白内障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一般矫正视力 ＜０．５时可
以进行Ｎｄ：ＹＡＧ激光后囊切开治疗。我们在随访中
有２例３眼出现后囊明显混浊影响视力，采取激光后
囊切开治疗后视力恢复。

ＳＬＥ与葡萄膜炎的发生密切相关，其发病机制主
要是免疫复合物在眼部沉积，通过免疫反应造成血管

炎症、闭塞从而破坏正常眼部组织［７］。因此术后密切

随访非常重要，本组４例患者６眼术后出现明显的葡
萄膜炎，由于及时的发现和正确的治疗，最终均获得较

好的效果。同时由于患者全身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

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可诱发感染或潜在的病灶扩散，伤

口愈合延缓，手术风险增加，故术前应详细询问全身病

史，注意有无糖尿病等疾病，手术前后眼部加强抗生素

眼液的使用可以有效预防术后感染。许淼等［８］提出

ＳＬＥ患者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减少激素用量和
副作用，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保持病情稳定，防止多器

官损伤的发生。本文所有患者术前在我院风湿免疫科

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全身病情稳定，同时我们采取白

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切口小，伤口愈合较快，故随访中

未发生感染现象。

眼底病变是ＳＬＥ发生眼部损害的表现之一，典型
表现是静脉迂曲扩张、棉絮斑和视网膜大血管阻塞［９］。

眼底受损程度与ＳＬＥ的病程进展密切相关，同时可反
映其他器官的病变状态和程度。本研究中１例确诊为
尿毒症的患者，双眼白内障术后发现有明显的眼底病

变：大量棉絮斑和散在出血，静脉迂曲扩张，黄斑区星

芒状渗出伴水肿，经过激光和药物治疗后矫正视力仅

为０．１，因此ＳＬＥ患者应积极控制病情，防止眼底病变
的发生，这样可以提高白内障术后视力。我们认为

ＳＬＥ患者并发晶状体混浊而不能进行有效的眼底检查
时应尽早手术，为眼底检查创造条件，并根据眼底病变

情况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有利于患者视功能的维持，从

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在临床上若遇到不明原

因的单眼或双眼视网膜病变如眼底出血、棉絮斑或视

神经损害时，应考虑有ＳＬＥ导致的可能性［１０］。另外对

ＳＬＥ患者应和糖尿病患者一样接受定期的眼底检查，
以及时发现眼底病变和评估患者的病变进展与治疗情

况［１１］。

总之，ＳＬＥ并发白内障患者行白内障手术疗效肯
定，安全性高，术后密切随访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并发

症如葡萄膜炎、后发性白内障等，有利于患者获得良好

的视力；同时定期眼底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眼底病变，并

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及时挽救和维持视功能，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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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明显更短，似与标准的快速流程术后住院时间２～
５ｄ相比较长［１９］，一方面考虑到本次研究对象均为结

直肠癌患者，术后康复较一般患者更缓慢，国内外均无

深入的研究，ＦＴ的应用也是处于探索阶段，取得这样
的临床效果已经令人满意。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ＦＴ
组患者均全部采用了限制液体策略，但是其他环节却

未完全实施：下床活动３５例（占７０．００％），经口进食
３１例（占６２．００％），胃管管理４４例（占８８．００％），引
流管安置３０例（占６０．００％）以及尿管安置１４例（占
２８．００％），追溯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国内患者与医师的
传统观念对治疗策略仍有一定影响，ＦＴ各环节实施尚
存在阻力，与国外方案的完整实施尚有一定差距，因此

导致ＦＴ模式在术后康复的优越性无法充分体现。因
此，如何让医师与患者更好的接受快速康复理念，从而

更好地实施快速流程整体方案仍是国内结直肠外科医

师关注的重点。我们发现，经过 ＦＴ术后限制补液后，
ＦＴ组患者各项胃肠功能指标均明显优于常规补液组，
即ＴＣ组，提示我们，术后限制补液方法的患者康复期
各项胃肠功能指标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应该纳入术后常规治疗计划中。另外，在出院时指定

详细的出院计划时减少再住院率，增加患者安全和满

意度的一个重要措施，保证患者在出院后仍然能够得

到继续的服务支持。

综上所述，快速流程模式（ＦＴ）能够促进不同手术
方式下的结直肠癌患者的早期康复，有效降低并发症

的发生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且能够随着 ＦＴ环节完
成度的不断增加而取得更加显著的临床疗效，值得在

临床上加以推广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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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急性重症胰腺炎伴发胰腺脓肿或胰腺感染
坏死的诊疗分析
王世夫，罗斌，陶福正

摘要：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急性重症胰腺炎（ＡＳＰ）患者伴发胰腺脓肿（ＰＡ）或胰腺感染坏死（ＩＰＮ）的诊疗过程，
以确定ＡＳＰ严重并发症的临床治疗原则，达到降低疾病病死率的目的。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３
年６月期间普通外科收治的４４例ＡＳＰ患者临床资料及诊治经过，其中伴发ＰＡ者占２７．３％（１２／４４），伴发ＩＰＮ者
占７２．７％（３２／４４），总结对比２种并发症各自的临床表现、采取的治疗措施及治疗效果。结果　１２例 ＡＳＰ伴发
ＰＡ患者中，８例行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术，４例行胰腺脓肿切开引流术，手术治疗有效率１００％，且术后均康复出
院；３２例ＡＳＰ伴发ＩＰＮ患者均行清创引流术，其中２例因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病死率为４．５％（２／４４），余
３０例均康复出院；所有康复患者出院后行腹部超声及腹部ＣＴ复查，结果显示胰腺轮廓较清晰，密度均匀，无明显
液性暗区，肝、肾功能基本恢复正常。结论　胰腺脓肿（ＰＡ）和胰腺感染坏死（ＩＰＮ）作为急性胰腺炎常见并发症，
两者的发病原因及治疗方法存在很大的不同；针对ＡＳＰ伴发的ＰＡ患者，宜及时行脓肿切开引流术，大多数能达
到较好的治疗效果；而针对ＡＳＰ伴发的ＩＰＮ患者，临床上宜采取延迟手术干预的策略，这样才能够有效降低病死
率。

关键词：急性重症胰腺炎；胰腺脓肿；胰腺感染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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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ｍａｙ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ｕ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ａｂｓｃｅｓ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急性重症胰腺炎（ａｃｕ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ＡＳＰ）是
一种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常可伴发胰腺脓肿（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ｃａｂｓｃｅｓｓ，ＰＡ）或胰腺感染坏死（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ｎｃｒｅａｔ
ｉｃ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ＩＰＮ），其病死率可达１０％～３０％，往往需要
外科干预［１］。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普通外科２００７
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４４例 ＡＳＰ患者，其中伴
发ＩＰＮ者３２例，伴发 ＰＡ者１２例，分别行外科方法干
预后，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共选取４４例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入院时诊断为ＡＳＰ，入院后给予
积极保守治疗，较平稳度过急性期。其中伴发 ＰＡ者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岭市科技局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１１２１２１）
作者单位：３１７５２３浙江省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普外科（王世

夫，罗斌）；ＩＣＵ（陶福正）
通讯作者：王世夫，Ｅｍａｉｌ：２７１００１３１９２＠ｑｑ．ｃｏｍ

１２例，伴发ＩＰＮ者３２例；男性２５例，女性１９例，平均
年龄４７．２岁（１９～６９岁）。ＰＡ或 ＩＰＮ形成出现时间
约为自ＡＳＰ发病后（１１～５８）ｄ，平均为２４．３ｄ。所有
研究对象中出现腹痛者占 １００％（４４／４４），黄疸约占
４３．２％（１９／４４），腹胀者约占９０．９％（４０／４４），寒战高
热者约占 ７９．５％（３５／４４），恶心呕吐者约占 ７７．３％
（３４／４４）。血常规示ＷＢＣ计数超过１０×１０９／Ｌ者约占
９５．５％（４２／４４），血淀粉酶增高超过 ２２８ＩＵ／Ｌ者占
１００％（４４／４４），尿淀粉酶超过 ２４３０ＩＵ／Ｌ者约占
４７．７％（２１／４４），肝肾出现功能异常者约占 ６８．２％
（３０／４４）。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临床诊断　本研究中对 ＡＳＰ合并 ＩＰＮ或 ＰＡ
的临床诊断标准主要根据患者在保守治疗过程中出现

体温较前升高（３８．５℃以上），腹痛加重，腹膜刺激症
状加重，血ＷＢＣ计数增高（１０×１０９／Ｌ以上）。
１２２　影像学诊断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入院后行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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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超声及腹部 ＣＴ平扫 ＋增强扫描，若腹部超声或腹
部ＣＴ影像仅显示胰腺或胰周囊性包块，壁厚不规则，
即可诊断为ＰＡ；若腹部超声或腹部 ＣＴ影像显示胰腺
或胰周弥漫性无增强区域内出现气体影，判定为

ＩＰＮ［２］。
１２３　细菌培养诊断　所有研究对象均行细菌学培
养，结果显示所有病例均出现培养阳性。其中１２例经
皮穿刺脓肿涂片染色＋细菌培养证实，３２例经术中留
取标本涂片染色＋细菌学培养证实。培养结果最常见
为大肠杆菌，依次为肠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和铜绿假

单胞杆菌。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ＰＡ的治疗　本研究中共 １２例 ＡＳＰ伴发 ＰＡ
患者，其中８例行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术，４例行胰腺脓
肿切开引流术。术中脓肿充分切开、清除、引流脓液，

脓液中含少量胰腺坏死组织。１２例患者均经１次手
术即治愈，其中３例患者加行空肠营养造口。所有患
者均于术中留取坏死组织或脓液行涂片染色加细菌培

养。术后行腹腔灌洗，并常规抗感染、营养支持治疗。

１３２　ＩＰＮ的治疗　本研究中共３２例 ＡＳＰ伴发 ＩＰＮ
患者，均行胰腺坏死组织彻底清创引流术，术中可见坏

死组织范围较大，胰周、肝肾及脾肾间隙、腹膜后间隙、

髂窝均可见感染坏死组织。本组研究对象术中常规放

置引流管，数量由２～６根不等，术中加行空肠营养造
口；３２例患者中有２４例患者经１次手术，６例患者行２
次手术、２例患者行３次手术治愈（术中常无法分清坏
死组织与正常组织界限，无法彻底清创从而导致多次

手术）。

２　结　果
　　１２例ＡＳＰ伴发 ＰＡ患者中，８例行经皮穿刺置管
引流术，４例行胰腺脓肿切开引流术，术后均康复出
院；３２例 ＡＳＰ伴发 ＩＰＮ患者均行清创引流术，其中２
例因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病死率约为４．５％（２／
４４），余３０例均康复出院。病程约１～６个月，平均２．７
个月。出院后行腹部超声及腹部 ＣＴ复查，结果显示
胰腺轮廓较清晰，密度均匀，无明显液性暗区，肝、肾功

能基本恢复正常。ＡＳＰ患者４４例，伴发ＰＡ１２例，８例
行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术，４例行胰腺脓肿切开引流术，
伴发ＩＰＮ３２例，２４例患者经１次手术，６例患者行２
次手术、２例患者行３次手术治愈。

３　讨　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ＡＰ）作为急性胰腺炎中的一种
特殊类型，占整个急性胰腺炎的近１／５，其发病险恶、
并发症多且病死率非常高。上世纪多数病例死于发病

早期，直到近１０年来，随着ＳＡＰ外科诊疗技术的发展，
其治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其病死率仍接近 ２０％。
ＳＡＰ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目前学术界普遍认
为与胰腺的自身消化作用和体内免疫功能紊乱有关。

其临床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腹痛，持续时间长，但对

于一些少数患者，尤其是年老体弱者可无腹痛或仅有

轻微腹痛；黄疸，如果出现呈进行性加重性黄疸，又不

能用胆道疾病来解释时，应考虑有重症急性胰腺炎的

可能；休克，重症急性胰腺炎常有程度不同的低血压或

休克，严重时甚至造成死亡；高热，在急性胰腺炎感染

期，由于胰腺组织坏死，加之并发感染或形成胰腺脓

肿，患者多有寒战、高热，进而演变为败血症或霉菌感

染。胰腺脓肿（ＰＡ）和胰腺感染坏死（ＩＰＮ）作为急性
胰腺炎常见并发症，两者的发病原因及治疗方法存在

很大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不仅可以缩短急

性胰腺炎患者的病程，而且还能最大程度减少患者痛

苦，达到提高疾病治疗水平降低病死率的目的。

３１　ＰＡ及ＩＰＮ的诊断　ＰＡ主要是指胰周或胰腺内
出现局限性脓液聚积，最终形成清晰或欠清晰的囊壁

或假性囊肿包裹，多为坏死组织液化感染或假性囊肿

继发感染所致；ＩＰＮ多发生在ＳＡＰ发病后的两周，是胰
腺坏死组织出现的感染，因其周围无脓液聚积和组织

包裹的纤维组织壁，所以病变不局限，感染的坏死组织

非常广泛，同时胰腺内消化酶类物质的外释放同时吸

收细菌毒素，致使 ＩＰＮ的病理现象更加复杂紊乱，对
肺、肾功能的损害的也明显比ＰＡ患者严重。

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进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重症医学科也得到较空前的进步，外加放射影像技

术及药物的更新升级，ＡＳＰ的病死率较前明显下降，但
ＡＳＰ伴发的ＰＡ及ＩＰＮ呈现发病上升趋势［３］。根据国

内外公认的方法，坏死性胰腺炎分为 ＰＡ或 ＩＰＮ及无
菌性坏死胰腺炎；其中 ＰＡ和 ＩＰＮ作为最常见和严重
的并发症引起广大医生的重视。ＰＡ主要指胰腺坏死
脓性物质在胰周或局部聚集，但缺乏明显坏死，最常于

ＡＳＰ发生后６周出现；ＩＰＮ主要指已坏死的胰腺及胰
周组织明确培养出现细菌或出现真菌继发感染。本研

究中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 ＡＳＰ诊断，其中伴发 ＰＡ者
１２例，伴发ＩＰＮ者３２例。

ＰＡ或ＩＰＮ的临床特点及体征变化多样，往往不符
合典型病例特征，但仍遵循一定规律：若患者在保守治

疗过程，大约在病程起始后２周后开始出现体温持续
升高（３８．５℃以上），腹痛腹胀加重，甚至出现休克，腹
膜刺激症状加重，血 ＷＢＣ计数增高（１０×１０９／Ｌ以
上）。所以应高度重视 ＰＡ或 ＩＰＮ的诊断。据文献报
道［４］：上腹部压痛性包块是 ＰＡ最具有价值的诊断体
征之一，而本研究组１２例 ＰＡ均可触及上腹部压痛性
包块。

另外，腹部超声联合腹部ＣＴ对ＰＡ及ＩＰＮ可明显
提高检出率，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若腹部超声或腹

部ＣＴ影像仅显示胰腺或胰周囊性包块，壁厚不规则，
即可诊断为ＰＡ；若腹部超声或腹部 ＣＴ影像显示胰腺
或胰周弥漫性无增强区域内出现气体影，判定为

ＩＰＮ［２］。
对临床上症状及体征高度怀疑 ＰＡ或 ＩＰＮ诊断的

患者，可行脓液穿刺涂片染色或手术取标本行细菌培

养确诊，本研究中所有研究对象均行细菌学培养，结果

显示所有病例均出现培养阳性。其中１２例经皮穿刺
脓肿涂片染色＋细菌培养证实，３２例经术中留取标本
涂片染色＋细菌学培养证实。培养结果最常见为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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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依次为肠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和铜绿假单胞杆

菌。但该方法也有风险，有时可误伤周围正常组织或

器官，甚至可能将细菌带入体内，且若培养结果阴性也

无法否定ＰＡ或ＩＰＮ诊断。
３２　ＰＡ的治疗　对 ＡＳＰ伴发 ＰＡ的患者，由于其临
床症状体征、病情严重程度及病死率均低于ＩＰＡ患者。
因此脓肿穿刺引流是治疗 ＰＡ的较好方法，不需要开
腹手术，只有当引流管梗阻，无法引出脓液时才考虑开

腹行脓肿切开引流。目前引流方式主要有以下４种：
首先是剖腹引流，其作为最经典的引流方法，进腹后经

肝胃、胃结肠韧带或结肠旁沟探查脓肿，可清除大部分

的脓液及坏死组织，同时需置管引流；经皮穿刺置管引

流作为近些年在微创手术影响出现的比较引人注意的

引流方法，其优势在于疗效好且对危重患者减轻手术

损伤，此外还可以达到早期缓解症状的目的；Ｆ管引流
是一种类似于囊肿外内序贯引流的方法，主要针对胰

腺囊肿；此外对于Ⅰ型脓肿，在加强抗感染的同时再做
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ＥＲＣＰ）引流胰胆汁，大多
数患者均可以治愈［５］。

本研究中共１２例ＡＳＰ伴发ＰＡ患者，其中８例行
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术，４例行胰腺脓肿切开引流术。
术中脓肿充分切开、清除、引流脓液，脓液中含少量胰

腺坏死组织。１２例患者均经１次手术即治愈，其中３
例患者加行空肠营养造口。所有患者均于术中留取坏

死组织或脓液行涂片染色加细菌培养。术后行腹腔灌

洗，并常规抗感染、营养支持治疗［６］。因此对于 ＡＳＰ
伴发ＰＡ患者，即将或已经发生脓毒血症可行穿刺减
压引流；对单纯性 ＰＡ、单个脓肿腔存在且脓液完全液
化时可采用穿刺引流减压治疗，如引流失败，可考虑开

腹脓肿切开引流术［７］。若Ⅰ型脓肿与Ⅱ型同时存在，
原则上也是只处理Ⅱ型脓肿，而不轻易处理胰内的Ⅰ
型脓肿。

３３　ＩＰＮ的治疗　胰腺感染性坏死的机制目前尚不
清楚，但目前有研究［８］发现急性重症胰腺炎常伴有肠

黏膜功能障碍，同时肠黏膜功能障碍常可导致感染性

并发症的出现。且大量临床资料及实验研究数据均表

明胃肠道很可能为参与胰腺感染的微生物来源。所以

术后预防性地合理应用抗生素同时给予患者肠内营

养，可以大大减少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的并发症的出

现。针对ＡＳＰ伴发 ＩＰＮ的患者，当诊断明确时应首选
手术治疗，但手术时机不宜过早［８］，因过早手术可能因

为患者胰腺组织或周围坏死组织与正常组织粘连紧

密，无法分清界限导致手术不能完全切除坏死组织，从

而引起二次或多次手术，适当延迟手术可使界限更清

晰，从而使得手术安全性及彻底性更高，在此期间应给

予积极保守治疗［９］。彻底清创术往往在病情后期进

行，此时正常组织与坏死组织界限清晰，可一次性清除

坏死组织，尽量避免二次手术［１０］。本研究中共３２例
ＡＳＰ伴发ＩＰＮ患者，均行胰腺坏死组织彻底清创引流
术，术中可见坏死组织范围较大，胰周、肝肾及脾肾间

隙、腹膜后间隙、髂窝均可见感染坏死组织。本组研究

对象术中常规放置引流管，数量由２～６根不等，术中
加行空肠营养造口；３２例患者中有２４例患者经１次
手术，６例患者行２次手术、２例患者行３次手术治愈
（术中常无法分清坏死组织与正常组织界限，无法彻底

清创从而导致多次手术）。因其病情反复多变，所以术

后要加强病情的观察及监护，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要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

所以对于 ＡＳＰ伴发 ＩＰＮ患者，胰腺坏死组织彻底
清创术关键在于及早明确识别正常组织与坏死组织界

限，彻底清楚坏死组织及周围无生机的区域［１１］。特别

是在患者行腹部ＣＴ检查时，应仔细、重点、全面探查，
包括整个胰腺、胰周、结肠旁沟、小肠及横结肠系膜、肝

肾及脾肾间隙、腹膜后间隙、双侧髂窝都必须认真探

查。在确认组织坏死后，应首先钝性尽可能清除所有

胰腺坏死组织，清除过程中需仔细分辨主要血管，尽量

避免出血，清创完成后，放置腹腔引流管［１２］。

综上，针对伴发的 ＰＡ患者，宜行脓肿切开引流
术，大多数预后较好；针对 ＡＳＰ伴发的 ＩＰＮ患者，宜采
取延迟手术干预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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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损伤１４例临床分析
黄美春，胡岗，陈钦，丁慧登，韩文伦，张仙珍，钟瑜，朱芸芸，鲁盈

摘要：目的　分析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损伤（ＡＫＩ）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肾内科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住院的１４例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损伤患者临床资料。结果　并发急性肾
损伤１４例（１１．０％），男１例，女１３例；平均年龄（５９．４３±２２．３０）岁；基础疾病７例；Ｂ超泌尿系异常５例；使用肾
损药物４例；血容量不足１例；最高体温平均（３８．７４±１．２１）℃；治疗前血白细胞平均（１２．９１±４．４９）×１０９／Ｌ；中
性粒细胞比例：（８５．２３±９．６３）％，超敏ＣＲＰ（１２５．６±１２５．９）ｍｇ／Ｌ，治疗前 α微球蛋白平均（５０．１９±２２．２４）ｍｇ／
Ｌ，治疗前血肌酐平均（１７８．９３±１１３．８６）μｍｏｌ／Ｌ，尿培养阳性６例（４２．９％），大肠埃希菌３例，肺炎克雷伯杆菌１
例，屎肠球菌１例，产气肠杆菌１例。１３例患者抗感染治疗肌酐恢复基础水平，１例患者抗生素联合甲基强的松
龙治疗恢复正常。结论　并发 ＡＫＩ并非少见，且程度重，更易发生在年龄较大、有泌尿系异常、感染重的患者。
早期、有效抗感染治疗多数肾功能快速恢复，但少数需联合激素治疗。

关键词：急性肾盂肾炎；急性肾损伤；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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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ｅｒｏｉ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ＫＩ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ｎｏｌ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ｒｉｎａｒｙａｂｎｏｒ
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ｒｓｅｖ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ｔｅｒｏｉｄ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ｓｏｍｅｃａ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ｕｔｅｐｙｅ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急性肾盂肾炎在女性患者是一种很常见的泌尿系
感染疾病，主要是细菌侵犯肾上皮细胞，致肾盂黏膜和

实质感染。可出现肾脏脓肿、败血症、感染性休克等并

发症［１］，也可导致急性肾损伤，但目前并发急性肾损伤

这方面国内外临床文献报道较少。本研究就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损伤１４例患者进行
临床统计分析，从而探讨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根据急性肾盂肾炎和急性肾损伤的
诊断标准，急性肾损伤诊断标准：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

即可被确诊，①４８ｈ内血肌酐升高≥２６．５μｍｏｌ／Ｌ；②
确认或推测７ｄ内血肌酐升高≥１．５倍；③尿路 ＜０．５
ｍｌ／（ｋｇ·ｈ）时间持续６ｈ以上［２－３］。收集浙江省立同

德医院肾内科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急性肾盂肾
炎住院患者共１２７例，发现并发急性肾损伤１４例，最
高肌酐４９３μｍｏｌ／Ｌ，达到急性肾损伤３期。
１２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２杭州市，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肾内科
通讯作者：黄美春，Ｅｍａｉｌ：ｍｅｃｈｅｌｅｙｕ＠１６３．ｃｏｍ

肾损伤１４例患者的既往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辅助检查、主要治疗方案、疗效等临床资料。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医学统计软件，计
量资料均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单样本 ｔ检验，计
数资料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资料　并发急性肾损伤患者 １４例，占
１１．０％。其中男性１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２５～９１岁，
平均（５９．４３±２２．３０）岁；基础疾病７例，其中慢性肾脏
病２例；泌尿系Ｂ超异常５例，其中泌尿系结石２例，
前列腺增生２例，膀胱造瘘１例；使用肾损药物４例，
其中２例用过依替米星２ｄ，２例用过消炎镇痛药２ｄ；
血容量不足 １例；血肌酐 １０２～４９３μｍｏｌ／Ｌ，平均
（１７８．９３±１１３．８６）μｍｏｌ／Ｌ。
２２　并发急性肾损伤和非急性肾损伤的临床资料比
较分析　并发急性肾损伤和非急性肾损伤比较，年龄、
泌尿系Ｂ超异常、血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比例、超
敏ＣＲＰ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败血症、基础疾病及
肾损药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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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感染微生物分析　非急性肾损伤患者尿培养阳
性３９例，阳性率３４．５％，大肠埃希菌３７例（９４．９％），
其中超广谱 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阴性 ２２例（占
５６．４％），ＥＳＢＬ阳性１５例（３８．５％）；其它为铜绿假单
胞菌１例、肺炎克雷伯杆菌１例。急性肾损伤患者尿
培养阳性 ６例，阳性率 ４２．９％，大肠埃希菌 ３例
（５０．０％），其它为肺炎克雷伯杆菌 １例、屎肠球菌 １
例、产气肠杆菌１例，多重耐药菌比例增加。血培养微
生物分析，非急性肾损伤组阳性１３例，阳性率１１．５％，

都为大肠埃希菌（ＥＳＢＬ阴性１０例；ＥＳＢＬ阳性３例）；
急性肾损伤组阳性４例，阳性率２８．６％，其中大肠埃
希菌３例，肺炎克雷伯杆菌１例。药敏试验大肠埃希
菌对二代头孢、喹诺酮类等均敏感；ＥＳＢＬ阳性１５例，
对二代头孢、喹诺酮类耐药，对特治星敏感；铜绿假单

胞菌、肺炎克雷伯杆菌、产气肠杆菌、屎肠球菌为多重

耐药菌。２组比较病原菌均以大肠埃希菌为主（ＥＳＢＬ
阴性占多数），为敏感菌，对多种抗生素敏感，但在并发

急性肾损伤组多重耐药菌比例明显升高。

表１　急性肾损伤和非急性肾损伤组急性肾盂肾炎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分析（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

（Ｍ／Ｆ）
基础疾病

（例）

Ｂ超
（例）

肾损药物

（例）

最高体温

（℃）
血白细胞

（１０９／Ｌ）
中性粒细胞

比例（％）
超敏ＣＲＰ
（ｍｇ／Ｌ）

非急性肾损伤组 １１３ ４４．２３±１９．２７ １０／１０３ ３３ １３ ２３ ３８．４４±０．９９ １０．７０±３．７１ ７７．７８±１３．４０ ６９．８１±４３．８２
急性肾损伤组 １４ ５９．４３±２２．３０ａ １／１３ ７ ５ａ ４ ３８．７４±１．２１ １２．９１±４．４９ａ ８５．２３±９．６３ａ １２５．６０±１２５．９０ａ

Ｐ值 ０．００７ ０．８３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７１７ ０．２８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

组别 例数
治疗前Ｃｒ
（μｍｍｏｌ／Ｌ）

治疗后Ｃｒ
（μ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αＭＧ
（ｍｇ／Ｌ）

治疗后αＭＧ
（ｍｇ／Ｌ）

尿培养

（ｎ，％）
血培养

（ｎ，％）
非急性肾损伤组 １１３ ７８．６８±１１．３８ ７５．９３±１２．１３ １７．５９±５．６６ １２．３８±４．５４ ３９（３４．５１） １３（１１．４０）
急性肾损伤组 １４ １７８．９３±１１３．８６ａ ８７．９３±３４．１２ ５０．１９±２２．２４ａ １７．９７±５．６３ａ ６（４２．８５） ４（２８．５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３８ ０．０７７

　　注：与非急性肾损伤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４　疗效分析　１４例并发急性肾损伤患者经抗感染
治疗１周有１３例血肌酐降至患病前基础水平，其中１
例患者血肌酐仍逐渐升高，经联合甲基强的松龙 ２０
ｍｇ／ｄ治疗１周后血肌酐降至正常水平；αＭＧ下降至
（１７．９７±５．６３）ｍｇ／Ｌ。非急性肾损伤患者治疗后 α
ＭＧ降至（１２．３８±４．５４）ｍｇ／Ｌ，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１１５例（９０．６％）急性肾盂肾炎患者
经２周抗感染治疗后，尿白细胞和洁尿培养复查阴性，
其它２例患者临床症状消失，尿白细胞仍然阳性。

３　讨　论
　　急性肾盂肾炎至今仍是一种女性常见的泌尿系感
染疾病，但随着医学的发展，急性肾盂肾炎的肾周脓

肿、感染性休克、败血症并发症明显减少［４－５］，预后明

显改善。但目前临床上发现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

损伤并不少见，本研究中发现占１１．０％，且最高肌酐达
４９３μｍｏｌ／Ｌ，而对于急性肾损伤的病因有时临床上很
难区别是由于缺血、毒素导致的急性肾小管坏死或肾

乳头坏死还是药物、感染导致的急性间质性肾炎，而泌

尿系感染给肾穿病理检查带来困难，从而影响治疗的

选择。所以这方面值得临床重视和研究，目前国内外

对这方面的临床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就急性肾盂

肾炎并发急性肾损伤进行了临床分析。

国内外研究发现，急性肾盂肾炎出现急性肾损伤

通常与怀孕、孤立肾、留置导尿、免疫功能低下、非甾体

消炎镇痛药、血容量不足有关，也有少部分病因与药

物、感染导致的急性间质性肾炎有关［６－７］。即刻、有效

的抗感染治疗和一些诱发因素的去除，大多数患者肾

功能能恢复正常。２０１３年ＣＨＥＮＷｅｉ等［８］报道１例肺
炎克雷伯杆菌引起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功能衰

竭，Ｃｒ最高１０７３．０μｍｏｌ／Ｌ，病理为急性感染性间质性
肾炎，经早期有效抗感染治疗，肾功能恢复正常，随访

７年均正常，说明早期、有效抗感染治疗的重要性。但

是也有少数患者抗感染治疗后肾功能不能改善或不能

恢复正常，而且急性肾盂肾炎后肾脏疤痕形成对肾功

能长期的影响可能也不能低估，炎症浸润致局部和系

统的细胞因子表达对急性肾损伤及肾脏疤痕的形成起

了重要作用。２０１２年ＭｉｎｇＹｕａｎＨｏｎｇ等［９］研究发现，

尿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可能是并发急性肾损伤的潜

在生物标记物。所以，有研究发现激素联合抗生素治

疗能改善急性肾盂肾炎相关急性肾损伤及感染后肾脏

疤痕的形成。２０１０年 ＴａｒｉｋＨｏｕｓｓａｉｎｉＳｑａｌｌｉ等［１０］研究

发现，在急性细菌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损伤，当有效

抗感染治疗肾功能不能改善时建议联合激素治疗。

２０１１年ＨｕｓａｉｎＳ等研究发现［１１］，急性肾盂肾炎导致急

性肾损伤在排除了低血压、肾毒性制剂、非甾体镇痛

剂、免疫抑制剂、泌尿系梗阻、其它结构异常因素，抗感

染联合短期的激素治疗，必要时透析过渡，肾功能可恢

复正常。

本研究发现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损伤以女性

多见，仅１例男性患者，有前列腺增生基础病。急性肾
损伤更易发生在年龄较大、有泌尿系Ｂ超异常、感染较
重患者。α微球蛋白水平明显升高，说明有急性肾小
管间质病变。血肌酐经积极抗感染治疗１周后１３例
患者降至患病前基础水平，１例患者血肌酐逐渐升高，
最高达３５３μｍｏｌ／Ｌ，经联合甲基强的松龙２０ｍｇ／ｄ治
疗１周后降至正常水平；α微球蛋白水平也随之明显
下降，但仍较非急性肾损伤患者高。总抗感染疗程２
周，合并败血症者 ４周，这与国外的治疗意见一致，
２０１２年ＮｉｃｏｌｌｅＬＥ［１２］提出了急性肾盂肾炎最小剂量抗
感染治疗，不少于７ｄ的疗程。微生物分析发现非急
性肾损伤组大肠埃希菌占 ９４．９％，急性肾损伤组占
５０．０％，以ＥＳＢＬ阴性为主，药敏显示对多种抗生素敏
感。这与国外文献报道大肠埃希菌占７０％～９０％相一
致［１３］。但急性肾损伤组肺炎克雷伯杆菌、产气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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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屎肠球菌比例明显升高，占５０．０％，且药敏表现为
３类以上抗生素同时耐药，为多重耐药菌。所以，对于
并发急性肾损伤患者，因年纪偏大，且易感因素多，病

原菌中ＥＳＢＬ阳性大肠埃希菌和多重耐药菌比例明显
增多，故更应积极做病原学检查，及时调整，选择敏感、

有效抗生素，能更快控制感染及益于肾功能恢复，减少

老年患者透析的风险。

所以，本研究推论急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肾损伤

并非少见，且肾损伤程度重，更易发生在年龄较大、有

泌尿系Ｂ超异常、感染较重患者，对这些患者尤其注意
肾损药物和血容量不足情况。早期、有效抗感染治疗

大多数患者肾功能快速恢复，但在感染控制而肾功能

不能改善情况下考虑急性间质性肾炎可能，需联合激

素治疗。本研究具有重要临床指导意义，但是一个回

顾性的、单中心的临床研究，病例数有限，且急性肾损

伤患者影响结果因素多，故存在不足之处，还需要进一

步临床研究来探讨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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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临床研究。因此，在本研究通过对小样本的病例

进行临床对照研究，研究的结果提示试验前符合急性

弥漫性腹膜炎病例的外周血均有ＴＬＲ２ｍＲＮＡ和ＴＬＲ４
ｍＲＮＡ表达，而经相同疗程治疗后，血必净组的 ＴＬＲ２
ｍＲＮＡ和ＴＬＲ４ｍＲＮＡ表达明显下降，提示血必净可能
通过调节相关 ＴＬＲ的表达，抑制了细胞内信号的传
导，从而减少了炎症介质的释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炎症反应的瀑布式失控，从而避免了多脏器功能损伤

的发生。但是血必净为复方制剂，其作用的多靶点的

特征，提示其临床疗效的发挥可能也通过其他通道而

起作用，因此，积极全面的探索其作用靶点，对于提高

临床疗效及了解本病的发生机制都有良好的作用。

总之，目前在临床上针对急危重症患者治疗上可

给予应用血必净注射液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

用，鉴于本注射液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重症患者

的免疫系统功能，下调炎症细胞释放炎症介质，从而减

轻炎性反应，保护患者细胞、组织及器官功能，避免多

脏器功能障碍或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病死率［１４］，因此，值得在

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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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不同剂量 Ｂ族维生素对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脑梗死患者的二级预防作用

詹建梅，林海燕，王进华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Ｂ族维生素对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Ｈｈｃｙ）脑梗死患者二级预
防的作用。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法，将９００例Ｈｈｃｙ脑梗死患者分为大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３００例（口服叶酸
２５ｍｇ，甲钴胺５００μｇ，维生素Ｂ６３０ｍｇ，均为２次／ｄ），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３００例（口服叶酸２．５ｍｇ，甲钴胺
５００μｇ，维生素Ｂ６３０ｍｇ，均为１次／ｄ）和对照组３００例，随访１年，观察不同剂量Ｂ族维生素联合应用对脑梗死症
状性复发与影像学再发的二级预防作用，记录试验期间血浆总同型半胱氨酸（ｔｏｔａｌ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ｔＨｃｙ）水平。结
果　Ｂ族维生素干预可显著降低患者血浆ｔＨｃｙ水平，且大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比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更
明显，但对脑梗死症状性复发和影像学再发大剂量 Ｂ族维生素干预组和小剂量 Ｂ族维生素干预组均无明显降
低。结论　Ｂ族维生素可降低Ｈｈｃｙ脑梗死患者的血浆ｔＨｃｙ水平，但未能证实Ｂ族维生素干预对Ｈｈｃｙ脑梗死患
者二级预防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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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ｏ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ＶＢ，ｎ＝３００）．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ｗａｓ１ｙｅａ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ｅｏｆＢｖｉｔａｍｉｎｓ
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ｏｋｅ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Ｔｏｔａｌ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ｔ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
ｖｉｔａｍｉｎ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ｐｌａｓｍａｔ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ｄｏｓｅｏｆＢｖｉｔａｍｉｎ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Ｂｏｔｈｌａｒｇｅ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ｄｏｓｅＢｖｉｔａｍｉｎ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ｅ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ａｒｃｔａｒｅ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ｖｉｔａｍｉｎ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ｃ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ｂｕｔｈａｓｎｏ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ｏｋ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ａｉｎ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ＶｉｔａｍｉｎＢ；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Ｈｈ
ｃｙ）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独立的危险因素，流行病学
研究发现升高的血浆总同型半胱氨酸（ｔｏｔａｌｈｏｍｏｃｙｓ
ｔｅｉｎｅ，ｔＨｃｙ）水平与脑梗死发生和复发相关［１－３］。近年

来，临床研究多关注于降低 Ｈｃｙ水平以进行脑梗死后
二级预防。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我国脑卒中防治指南推荐
应用多种 Ｂ族维生素干预 Ｈｈｃｙ［４－５］，以降低 Ｈｈｃｙ脑
梗死复发的风险。但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是否可以降低

脑卒中复发证据尚不充分。因此，本研究对不同剂量

Ｂ族维生素对 Ｈｈｃｙ脑梗死患者的二级预防作用进行
研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
院神经内科住院的急性脑梗死伴 Ｈｈｃｙ患者连续病例
９００例，其中男性４６０例，女性４４０例，年龄４８～７９岁，
平均（６０．２３±１０．５４）岁。将上述９００例急性脑梗死伴

作者单位：３２４０００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詹建梅，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ｈｅｉ９０４＠１６３．ｃｏｍ

Ｈｈｃｙ患者随机分为大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小剂量
Ｂ族维生素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０例。所有患者
均为发病后７ｄ入院，全部经头颅ＣＴ或ＭＲＩ证实有新
鲜梗死灶，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研究卒中量表（ＮＩＨ
ＳＳ）的评分 ＜２２分，诊断符合全国脑血管病诊断标
准［６］，并获得患者本人或家属的知情同意。排除合并

肿瘤、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

１２　干预药物及预后评价　大剂量 Ｂ族维生素干预
组患者在常规二级预防基础上加用大剂量 Ｂ族维生
素，即口服叶酸（由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生产，批号：国

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３３０２）２．５ｍｇ，甲钴胺（由卫材中国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批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８１２）５００μｇ，维
生素Ｂ６（由浙江瑞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国
药准字 Ｈ３３０２１１３７）３０ｍｇ，均为２次／ｄ。小剂量 Ｂ族
维生素干预组患者在常规二级预防基础上加用小剂量

Ｂ族维生素，即口服叶酸２．５ｍｇ、甲钴胺５００μｇ，维生
素Ｂ６３０ｍｇ，均为１次／ｄ。对照组仅采用除 Ｂ族维生
素外的常规二级预防治疗。３组患者平行定期随访观
察，记录患者入组时，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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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浆ｔＨｃｙ水平，记录患者入组后１年内发生有症
状的脑梗死复发及经头颅ＣＴ或ＭＲＩ证实的无临床症
状新出现的脑梗死病灶的发生情况。

１３　检测方法　全部受检者均于清晨从肘静脉采血
２ｍｌ，以５％的ＥＤＴＡ抗凝，４℃下１ｈ内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浆标本置－２０℃保存待测。采用
北京万泰德瑞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同型半胱氨酸

检测试剂盒（酶法）检测血浆ｔＨｃｙ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多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ＳＮＫｑ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３组临床基本资料的比较　大剂量 Ｂ族维生素
干预组、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入组例
数、年龄、性别、吸烟和饮酒史、合并疾病、体质指数、空

腹血浆 ｔＨｃｙ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３组临床基线资料比较（ｎｉ＝３００，ｎ，％）

组别 年龄（岁） 女性 吸烟 饮酒 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大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 ６３．４５±９．６９ １４１（４７．０） １３２（４４．０） ９４（３１．３） ２１１（７０．３） ３１（１０．３） ４１（１３．７）
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 ６４．５０±８．９７ １５１（５０．３） １３５（４５．０） ９７（３２．３） ２１９（７３．０） ３０（１０．０） ４２（１４．０）
对照组 ６３．５２±９．１２ １４６（４８．７） １２９（４３．０） ９２（３０．７） ２１７（７２．３） ３２（１０．７） ４０（１３．３）
Ｆ值或χ２值 ０．９２ａ ０．６７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Ｐ值 ０．４１ ０．７２ ０．８９ ０．９１ ０．９４ ０．９７ ０．９７

组别 高脂血症 颈动脉狭窄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ｔ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ＮＩＨＳＳ（分） ＢＩ（分）

大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 ９７（３２．３） ３５（１１．７） ２４．１２±２．１１ １９．５２±５．５１ ５．９７±３．５６ ６７．９±１７．７
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 ９５（３１．７） ３７（１２．３） ２４．３２±２．０９ １９．４７±４．９７ ５．８７±２．９８ ６６．８±１７．２
对照组 ９９（３３．０） ３５（１１．７） ２３．９５±１．８８ １９．５８±５．０３ ５．９２±２．５６ ６７．２±１８．２
Ｆ值或χ２值 ０．１２ ０．０９ １．１４ａ ０．４２ａ ０．４１ａ １．１３ａ

Ｐ值 ０．９４ ０．９６ ０．２６ ０．６３ ０．６５ ０．２５

　　注：ａ为Ｆ值。

２２　３组血浆ｔＨｃｙ水平的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大剂
量和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血浆 ｔＨｃｙ水平显著下
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大剂量 Ｂ族维生素
干预组比小剂量 Ｂ族维生素干预组降低血浆 ｔＨｃｙ幅
度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３组不同时间血浆ｔＨｃｙ水平的比较
（ｎｉ＝３００，ｘ±ｓ，μｍｏｌ／Ｌ）

组别 基线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大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 １９．５２±５．５１ １５．４８±４．０２ １４．２０±３．９６ １３．６７±２．７９
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 １９．４７±４．９７ １６．７１±４．２０ １５．９０±３．３５ １４．８８±３．１２
对照组 １９．５８±５．０３ １９．４９±４．９８ １９．３７±４．２５ １９．２０±４．２７
Ｆ值 ０．４２ ９．９８ ４．６４ ４．６５
Ｐ值 ０．６３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３组脑梗死复发的比较　随访１年期间，大剂量
和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及对照组在症状、影像和
总体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３。

表３　３组脑梗死复发的比较（ｎｉ＝３００，ｎ，％）

组别 症状复发 影像复发 总体复发

大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 １９（６．３） ８（２．７） ２７（９．０）
小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组 ２１（７．０） ８（２．７） ２９（９．７）
对照组 ２２（７．３） ９（３．０） ３１（１０．３）
χ２值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３１
Ｐ值 ０．８７ ０．９６ ０．８６

３　讨　论
　　脑梗死又称缺血性脑卒中，主要是由于供应脑部
血液的动脉出现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使管腔狭窄甚

至闭塞，导致局灶性急性脑供血不足而发病；也有因异

常物体沿血液循环进入脑动脉或供应脑血液循环的颈

部动脉，造成血流阻断或血流量骤减而产生相应支配

区域脑组织软化坏死者。脑梗死具有高患病率、高病

死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的特点，是一种严重危害人

类健康的全球性问题，其已成为我国国民第１位的死
因，病死率高于欧美国家４～５倍，是脑血管病中危害
性最大的疾病［７］。因此，脑梗死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

生问题。

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是体内三种含
硫氨基酸之一，是体内蛋氨酸循环的正常代谢产物，蛋

氨酸向Ｈｃｙ转化的过程是人体内唯的一甲基来源，Ｈｃｙ
是能量代谢和许多需甲基化反应的重要中间产

物［８－１０］。正常空腹状态下，Ｈｃｙ血浆浓度为 ５～１５
μｍｏｌ／Ｌ，遗传或获得性因素使得 Ｈｃｙ浓度持续高于≥
１５μｍｏｌ／Ｌ，即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Ｈｈｃｙ）”。Ｈｃｙ
在细胞内代谢途径有３条［１１］：①再甲基氧化途径，此
途径以维生素Ｂ１２作为辅酶，使Ｈｃｙ与５甲基四氢叶酸
合成蛋氨酸和四氢叶酸，因此体内甲基Ｂ１２是影响血浆
Ｈｃｙ水平的重要因素。②转硫化途径，此途径以维生
素Ｂ６为辅酶，继而形成半胱氨酸，然后分解为丙酮酸、
硫酸和水。③直接释放到细胞外液。维生素 Ｂ１２在
Ｈｃｙ生成蛋氨酸的过程中直接起辅酶作用。本研究结
果显示，Ｂ族维生素干预可显著降低Ｈｈｃｙ脑梗死患者
的血浆ｔＨｃｙ水平，大剂量Ｂ族维生素干预较小剂量 Ｂ
族维生干预降低患者血浆ｔＨｃｙ水平更明显。

研究表明Ｈｃｙ水平和卒中事件之间呈一种逐级的
线型相关，即剂量依赖关系，Ｈｃｙ每增加５μｍｏｌ／Ｌ，脑
卒中事件约增加１／３［１２－１３］。Ｈｃｙ增高导致脑血管病的
可能机制有［１４－１５］：①Ｈｃｙ通过其硫基发生自氧化，促
进过氧化氢和氧自由基的生成，引起血管内皮细胞损

·８１９·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伤，造成血管内皮细胞骨架结构发生变化，加速低密度

脂蛋白氧化，增加泡沫细胞的形成，易使血管内壁增

厚，甚至形成闭塞。②Ｈｃｙ可以抑制谷胱甘肽过氧化
酶的活性，通过促进过氧化物的形成，抑制其代谢灭活

而导致血管内皮损伤。③Ｈｃｙ可以通过诱导细胞粘附
分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④
Ｈｃｙ还可以通过改变内皮细胞抗血栓特性，改变血液
成分如血小板、凝血因子及抗凝血成分而导致血栓前

状态。⑤高浓度 Ｈｃｙ会影响体内许多物质如蛋白质、
核酸、多糖、儿茶酚胺类和胆碱的甲基化过程，甲基化

能力的降低影响细胞的发育、分化。目前，广泛认同高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血栓形成倾向的独立危险因

素［１６－１７］。因此，降低体内ｈＨｃｙ的水平，以减少血栓的
形成。

叶酸、维生素 Ｂ６和维生素 Ｂ１２等 Ｂ族维生素是体
内Ｈｃｙ代谢的重要调节因子。许多研究表明他们可以
显著降低血浆的Ｈｃｙ水平。首先叶酸经过一系列的甲
基化后生成四氢叶酸，５甲基四氢叶酸将甲基提供给
维生素Ｂ１２，维生素Ｂ１２是蛋氨酸合成酶的辅酶，Ｈｃｙ在
蛋氨酸合成酶的作用下参与甲基化转变为蛋氨酸，同

时叶酸参与蛋氨酸转化为 Ｓ腺苷蛋氨酸的过程。因
此，对于 ｈＨｃｙ患者应补充 Ｂ族维生素，以帮助体内
ｈＨｃｙ的分解，减少其危害。ＶＩＳＰ研究是探讨 Ｈｈｃｙ与
缺血卒中之间关系的第一个国际大规模干预研究，结

果补充低剂量的维生素Ｂ与补充高剂量维生素Ｂ同型
半胱氨酸浓度降低更明显，但没有降低终点事件（脑梗

死、心肌梗死、死亡）的发生。本研究显示虽然 Ｂ族维
生素干预可显著降低Ｈｈｃｙ脑梗死患者的血浆 ｔＨｃｙ水
平，且大剂量 Ｂ族维生素干预较小 Ｂ族维生素干预降
低的患者血浆ｔＨｃｙ水平更明显，同时发现补充多种 Ｂ
族维生素对脑梗死的症状性复发和非症状性影像学复

发并无显著影响，其可能与本项研究样本数偏少和随

访时间不够长有关［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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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老年乙肝患者肝硬化相关危险因素的评估
成炳祥，陈红花，庄莉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老年乙肝患者肝硬化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为老年乙肝患者肝硬化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１２８例老年乙肝后肝硬化患者作为肝硬化组，９６例老年乙肝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剂
测定（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和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分析比较２
组的ＨＢＶ相关的血清学指标、ＨＣＶＲＮＡ检测及乙肝病毒前Ｃ／Ｃ基因变异检测结果，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老年
乙肝后肝硬化危险因素的分析。结果　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组 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ＨＢＶＤＮＡ、ＨＶＢ和 ＨＣＶ
重叠感染、乙肝病毒前Ｃ／Ｃ基因基因变异和饮酒史的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
析结果显示ＨＢｅＡｇ（ＯＲ＝１．４１５）、抗ＨＢｅ（ＯＲ＝１．２７３）、ＨＢＶＤＮＡ（ＯＲ＝１．６２８）、ＨＶＢ和 ＨＣＶ重叠感染（ＯＲ＝
１．２４７）、乙肝病毒前Ｃ／Ｃ基因基因变异（ＯＲ＝１．１５９）和饮酒史（ＯＲ＝１．３５５）是老年乙肝患者肝硬化形成的主要
危险因素。结论　老年乙肝患者肝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ＨＢＶＤＮＡ、ＨＣＶ重叠感染、乙肝病
毒前Ｃ／Ｃ基因变异和饮酒史，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应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和指导，使患者尽量减少由于这些因素的
影响而导致的肝硬化。

关键词：乙肝肝硬化；老年人；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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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ｅｄ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ｓ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９６ＨＢ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
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ＨＢＶ，ＨＣＶＲＮＡ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ｐｒｅＣ／Ｃｇｅｎｅｍｕｔａｎ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ＢＶｒｅｌａｔｅｄ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ａｄｈｉｇｈ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ｉｒｒｈｏ
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ＨＢｅＡｇ（ＯＲ＝１．４１５），
ＨＢｅＡｂ（ＯＲ＝１．２７３），ＨＢＶＤＮＡ（ＯＲ＝１．６２８），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ＨＢＶａｎｄＨＣＶ（ＯＲ＝１．２４７），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
ｒｕｓｐｒｅＣ／Ｃｇｅｎｅｍｕｔａｎｔ（ＯＲ＝１．１５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ＯＲ＝１．３５５）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ＨＢＶ
ｒｅｌａｔｅｄ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Ｂ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ｏ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ｉｍ
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ＢＶｒｅｌａｔｅｄ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

　　乙肝病毒（ＨＢＶ）感染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据世界性卫生组织报道，全球约 ２０亿人曾感染过
ＨＢＶ，其中３．５亿人为慢性感染者，每年约有１００万人
死于 ＨＢＶ感染所致的肝硬化、肝衰竭和原发性肝癌
（ＨＣＣ）［１］。在我国，肝炎后肝硬化约占所有肝硬化的
３／４，且几乎均与 ＨＢＶ感染有关。随着老龄化社会的
来临，老年ＨＢＶ患者所占比例也越来越高。目前，控
制ＨＢＶ肝硬化最有效的措施应是对导致乙肝患者肝
硬化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采取积极的预防干预［２］。本

研究对老年乙肝患者肝硬化形成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对

比研究，现总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在我
院接受治疗的 １２８例老年乙肝后肝硬化患者临床资

基金项目：浙江省卫生厅一般项目（２０１３５００７２）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成炳祥，陈

红花）；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
外科（庄莉）

通讯作者：陈红花，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ｂ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ｃ＠１６３．ｃｏｍ

料。其中男性 ８２例，女性 ４６例，平均年龄（６５．６±
５．９）岁。另随机选取９６例未出现肝硬化的老年乙肝
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６８例，女性２８例，平均年
龄（６４．８±５．６）岁。２组资料在受教育程度、职业等方
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有研究
对象均１２ｈ后采集外周静脉血３ｍｌ，室温下静置１ｈ。
然后置于离心机上，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５ｍｉｎ，取上清
（血清）置于保存于－８０℃冰箱待测。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乙肝后肝硬化患者均符合《病毒
性肝炎防治方案》中的诊断标准［３］：患者有明确的乙

型肝炎病史；血清胆红素明显升高，血清酶明显升高；

有明显的肝功能减退及脾肿大、脾亢等表现；肝脏组织

学检测结果为肝硬化，或者 Ｂ超、ＣＴ、ＭＲＩ等影像学检
查提示有肝硬化的征象。

１３　检查指标及方法
１３１　ＨＢＶ相关的血清学指标　包括 ＨＢｓＡｇ、抗
ＨＢｓ、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和抗ＨＢｃ，采用上海科华实业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的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所有操作均按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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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ＨＢＶＤＮＡ检测　采用瑞士罗氏公司ＬｉｇｈｔＣｙ
ｃｌｅｒＰＣＲ仪检测。ＰＣＲ扩增条件：先预变性９３℃ ６０
ｓ，然后９３℃ ３０ｓ，６０℃２５ｓ，７２℃３０ｓ，扩增２０个循
环，最后７２℃延伸３０ｓ。采用ＡＳＡＰ专用软件自动分
析，直接读取 ＨＢＶＤＮＡ初始模板数。每次实验各设
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和最大信号对照。

１３３　ＨＣＶＲＮＡ检测　采用荧光定量 ＰＣＲ法检测。
荧光定量ＰＣＲ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所
有操作均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定量结果用拷

贝／ｍｌ表示，本检测灵敏度为１０００拷贝／ｍｌ，＞１０００拷
贝／ｍｌ为阳性。
１３４　乙肝病毒前 Ｃ／Ｃ基因变异检测　酚氯法提取
ＨＢＶＤＮＡ模板。经过 ＰＣＲ扩增，纯化。将纯化产物
和引物加入测序试剂盒，置于 ＰＥＰＣＲ９６００经行测序

反应。产物经乙醇沉淀、变性处理后即用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ＣＥＱ８０００测序仪进行测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各组数据的组
间差异的分析采用ｔ检验，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
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相关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相关危险因素　数据结果显
示（见表 １），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组 ＨＢｅＡｇ（＋）、抗
ＨＢｅ（＋）、ＨＢＶＤＮＡ、ＨＶＢ和 ＨＣＶ重叠感染、乙肝病
毒前Ｃ／Ｃ基因基因变异和饮酒史的检出率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１　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相关危险因素检测情况（ｎ，％）

组别 例数 ＨＢｓＡｇ（＋） 抗ＨＢｓ（＋） ＨＢｅＡｇ（＋） 抗ＨＢｅ（＋） 抗ＨＢｃ
ＨＢＶＤＮＡ

（＞１０５拷贝／ｍｌ）
ＨＣＶ

重叠感染

ＨＢＶ前Ｃ／Ｃ
基因变异

饮酒史

（折合酒精＞２０ｇ／ｄ）
对照组 ９６ ９５（９９．０） ３（３．１） １７（１７．７） １５（１５．６） ４９（５１．０） ２９（３０．２） １３（１３．５） ４２（４３．８） ６（６．３）
肝硬化组 １２８１２６（９８．４） ３（２．３） ３５（２７．３） ３１（２４．２） ６７（５２．３） ７４（５７．８） ３９（３０．５） ７２（５６．３） ２１（１６．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相关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　以有无老年乙肝后肝硬化为因变量，以 ＨＢｓＡｇ、
抗ＨＢｓ、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抗ＨＢｃ、ＨＢＶＤＮＡ、ＨＶＢ和
ＨＣＶ重叠感染、乙肝病毒前 Ｃ／Ｃ基因基因变异和饮酒
史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ＨＢＶＤＮＡ、ＨＶＢ和
ＨＣＶ重叠感染、乙肝病毒前 Ｃ／Ｃ基因基因变异和饮酒
史进入回归方程，提示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ＨＢＶ
ＤＮＡ、ＨＶＢ和ＨＣＶ重叠感染、乙肝病毒前 Ｃ／Ｃ基因变
异和饮酒史为老年ＮＡＦＬＤ的独立危险因素（表２）。
表２　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相关危险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回归系数（β） 标准误（ＳＥ） Ｐ值 ＯＲ值

ＨＢｅＡｇ（＋） ０．４６７ ０．１７２ ０．０００ １．４１５
抗ＨＢｅ（＋） ０．５６３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１．２７３
ＨＢＶＤＮＡ ０．４２２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６２８
ＨＣＶ重叠感染 ０．３７２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１．２４７
ＨＢＶ前Ｃ／Ｃ基因变异 ０．６１５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１５９
饮酒史 ０．３５４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０ １．３５５

３　讨　论
　　我国是慢性乙型肝炎高发国家，目前有超过１亿
人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每年慢性乙肝演变成肝硬化的发生率为 ０．４％ ～
１４．２％。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且由于肝硬化的形成
过程较缓慢，从肝纤维化演变为肝硬化之前要经历一

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老年乙肝患者肝硬化的发生

率和病死率是相当高的，加重整个社会经济负担及健

康的压力［４－５］。

ＨＢＶ是目前人类感染的最小的双链ＤＮＡ病毒，其
具有：①不完全双链环状结构；②所有调控序列均位于
蛋白质编码区内；③利用重叠的开放读码框（ｏｐ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ＯＲＦ）编码多个蛋白质；④基因序列具有
多变性。ＨＢＶ感染后导致乙肝后肝硬化的致病机制迄

今尚未完全阐明。目前的研究认为，乙肝导致肝硬化

的主要机制是由于病毒的持续存在引起由人体免疫功

能介导的肝细胞广泛变性和坏死，以及各种细胞因子

作用于肝星状细胞，从而导致肝内纤维组织弥漫性增

生［６］。影响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的因素很多。乙型肝炎

病毒因素是目前公认的影响乙肝患者肝硬化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７］。ＨＢｅＡｇ是ＨＢＶ核壳蛋白的分泌型表现，
是重要的调节免疫的功能蛋白。ＨＢｅＡｇ阳性多提示病
毒复制活跃，而病毒复制活跃容易激发机体出现免疫

清除，加重了肝脏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反复坏死和增

殖，从而促进肝硬化形成［８］。抗ＨＢｅ长期阳性的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其肝硬化发生率显著增高，这可能于在

抗ＨＢｅ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感染的常是不能转译
ＨＢｅＡｇ的 ＨＢＶ变异株。包括缺乏 ＨＢｅＡｇ分泌的
ＨＢＶ／前Ｃ终止密码子变异、Ｘ编码区的Ｃ基因启动子
变异和Ｃ基因的聚集变异。导致 ＨＢＶＤＮＡ和肝细胞
ＤＮＡ发生整合，以及患者免疫耐性降低，免疫清除机制
运作而使肝细胞发生长期慢性损伤有关。ＨＢＶＤＮＡ
即乙肝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是判断 ＨＢＶ感染、传染
性强弱以及抗病毒治疗效果最直接、特异性强和灵敏

性高的指标。有研究发现高 ＨＢＶＤＮＡ滴度患者肝脏
炎症反应较重，因而肝硬化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低

ＨＢＶＤＮＡ滴度患者［９］。张国顺等［１０］对乙型肝炎患者

５年追踪随访发现，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和 ＨＢＶＤＮＡ持续
阳性是肝硬化发生的危险因素。

ＨＣＶ感染后可以在复制过程中可引起肝细胞结构
和功能改变或干扰肝细胞蛋白合成来直接损伤肝细

胞。此外ＨＣＶ可以诱导机体对肝细胞的免疫病理损
伤以及机体针对 ＨＣＶ某些病毒成分而发生自身免疫
反应。目前的临床研究证实，ＨＢＶ和ＨＣＶ的重叠感染
可加速肝硬化的发展［１１－１２］。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慢

性乙肝患者急性 ＨＣＶ感染时常以急性黄疸型肝炎的
形式出现，且患者预后较差。其患者中 （下转第８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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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血管性痴呆与外周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水平关联性的 Ｍｅｔａ分析

张雪红，徐小红，王晟东

摘要：目的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ＢＤＮＦ）在血管性痴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ＶＤ）
发生和病程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有关血管性痴呆与外周血 ＢＤＮＦ水平关系的研究
结果不尽相同。本研究通过Ｍｅｔａ分析的方法，对血管性痴呆与外周血 ＢＤＮＦ水平的关联性进行评价，探讨外周
血ＢＤＮＦ水平变化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意义。方法　计算机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中国期刊网（ＣＮＫＩ）、万方
数据库（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ＶＩＰ），并辅以文献追溯等方法收集２０１３年８月以前国内外公
开发表的关于血管性痴呆患者外周血ＢＤＮＦ水平的病例对照研究文献，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４．２软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分
析的主要结局指标是病例组与对照组间合并的标准化均数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Ｄ）。结果　共纳入
５篇合格文献，累计２４３例病例和３１７例对照。血管性痴呆患者外周血ＢＤＮＦ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合并ＳＭＤ
值及其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５０（－０．６８，－０．３３）。结论　ＢＤＮＦ是血管性痴呆潜在的一个生物标记分子，但其病
因关联性仍有待于在人群中开展大样本、前瞻性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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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ｓ．Ｒｅｖｍａｎ４．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ｈ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ｗａｓｔｈｅｐｏｏｌ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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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ＢＤＮＦ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Ｖ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ｈｅｐｏｏｌｅｄＳＭＤａｎｄｔｈｅ９５％ＣＩ
ｗｅｒｅ－０．５０（－０．６８，－０．３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ＤＮＦｗａ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ｔｏＶＤ，ｂｕｔ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ＶＤａｎｄＢＤＮＦｎｅｅｄ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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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相
关的疾病引起我们的注意。痴呆是老年人慢性病中最

主要的疾病，而血管性痴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ＶＤ）是
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的常
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记忆减退、认知损伤及日常行为障

碍等。在临床上，血管性痴呆因其缺乏直接的诊断指

标，存在难以诊断的问题，特别是与老年痴呆和轻度认

知障碍的区分。而且早期发现、治疗血管性痴呆，其病

情具有可逆性。因此，探索血管性痴呆的病理机制，寻

找诊断、预防、治疗的有效办法具有重要的社会和医学

价值。

神经营养因子是一组多肽类神经生长因子的总

称，可以促进神经元存活、生长、分化及再生。脑源性

神经 营 养 因 子 （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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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ＤＮＦ）不但具有促进神经元存活的作用，还可以通过
调节突触传递和可塑性，改善学习、记忆和认知行为的

作用［１］。ＢＤＮＦ在神经退行性疾病、脑血管疾病等的
作用被日益重视，或许会为血管性痴呆的防治开辟新

的方向。外周血 ＢＤＮＦ由中枢神经系统（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
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ＣＮＳ）产生，所以外周血 ＢＤＮＦ水平改变可
以部分反映 ＣＮＳ中 ＢＤＮＦ水平变化情况［２］。但是对

于血管性痴呆患者外周血ＢＤＮＦ水平的研究结果不尽
相同。

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合并国内外关于血管性

痴呆患者中ＢＤＮＦ水平研究的文献，分析血管性痴呆
与外周血ＢＤＮＦ水平的相关性，探讨血管性痴呆ＢＤＮＦ
外周血水平的特点及关联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策略　分别以血管性痴呆、血管性认知
障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
ＶａＤ、ＶＤ、ＢＤＮＦ等为关键词，计算机检索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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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中国期刊网（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ＷＡＮＦＡＮＧ
ＤＡＴＡ）、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ＶＩＰ），并辅以文献追溯
等方法收集２０１３年８月以前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
血管性痴呆患者外周血ＢＤＮＦ水平的研究文献。
１２　纳入文献评估　由两位研究者独立阅读所获文
献，按纳入标准排除不合格的文献，并核对，如有分歧

时共同讨论商量决定是否纳入。纳入标准为：①血管
性痴呆诊断标准为美国国立神经疾病与卒中研究所和

瑞士神经科学研究国际协会（ＮＩＮＤＳＡＩＲＥＮ）的诊断
标准；②研究至少包括一个血管性痴呆患者组（病例
组）和一个健康对照组；③文献中列出测量血清或血浆
ＢＤＮＦ水平的原始数据，且其测量方法为 ＥＬＩＳＡ法。
排除标准：①动物实验；②关于ＢＤＮＦ基因水平或基因
多态性与血管性痴呆相关性的研究；③综述类文献。
１３　数据提取与统计分析　按照纳入标准排除不合
格的研究，提取资料主要包括：①一般资料：第一作者、
发表年份、样本人群来源、年龄；②研究特征：研究设计
类型、样本量、ＢＤＮＦ水平及统计方法。统计分析采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提供的ＲｅｖＭａｎ４．２软件，计量资料用

标准化均数差（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Ｄ）表
示，用９５％的可信区间（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Ｉ）表达。
当各研究之间出现显著的异质性时，使用随机效应模

式（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ｌ），否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式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ｌ）。潜在的发表偏倚用漏斗图示
（ｆｕｎｎｅｌｐｌｏｔ）分析，即以试验的样本对其效应大小作
图。

２　结　果
２１　文献资料　通过关键词检索，并按纳入标准，最
后有５个试验［３－７］被纳入进行分析（见表１），共有２４３
名被试和３１７名健康对照组。表１列出了被纳入研究
的基本信息，包括样本来源、样本量、年龄、ＢＤＮＦ水平
等。

２２　合并研究结果
２２１　齐性检验　齐性检验结果显示 Ｐ＝０．２２＞
０．０５，因此认为各试验间同质性较好（χ２＝５．７８，ｄｆ＝
４，Ｐ＝０．２２，Ｉ２＝３０．８％），用固定效应模式进行分析。

表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

序号 文献（第一作者＋年份） 国家 样本量Ｎ（Ｍ／Ｆ） 年龄ｍｅａｎ（ｓｄ）（ｙｅａｒｓ） ＢＤＮＦｍｅａｎ（ｓｄ）（ｎｇ／ｍｌ） Ｐ值

１
ＣｈｉｅＹａｓｕｔａｋｅ２００６［３］

日本
ＶＤ：６０（２０／４０）

ＣＴＲＬ：３３（８／２５）

７８．８８（８．１７）

７１．０６（５．７７）

１８．４５（６．７１）

１９．７２（７．５３）
０．５６９

２
ＭａｒｉａｃａｒｌａＶｅｎｔｒｉｇｌｉａ２０１３［４］

意大利
ＶＤ：９１（３０／６１）

ＣＴＲＬ：１６９（８６／８３）

８１．９（７．５）

４８．０（１５．７）

３３．０６（１２．４）

３９．８９（９．４８）
＜０．００１

３
王斌斌２０１３［５］

中国
ＶＤ：３０（－）

ＣＴＲＬ：４０（２１／１９）

－

５９．３３（９．０３）

１６８（５２）

２１１（６１）
＜０．０５

４
郁俊昌２０１３［６］

中国
ＶＤ：３０（１３／１７）

ＣＴＲＬ：４０（１０／３０）

７４．４０（５．８６）

７１．３５（７．７８）

５．６（４．８）

６．４（３．１）
＞０．０５

５
冯学敏２０１１［７］

中国
ＶＤ：３２（１９／１３）

ＣＴＲＬ：３５（１７／１８）

６２．６６（９．２６）

６２．９７（８．３３）

３．１９（２．２１）

４．１６（１．５１）
０．０５１

　　注：ＶＤ为血管性痴呆患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ＣＴＲＬ为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ＤＮＦ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Ｍ／Ｆ为

ｍａｌｅ／ｆｅｍａｌｅ。

２２２　ＢＤＮＦ水平比较　综合分析纳入的５个试验，
结果如图１所示。表明血管性痴呆患者外周血 ＢＤＮＦ

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ＳＭＤ＝－０．５０；９５％ＣＩ＝－
０．６８，－０．３３；Ｐ＜０．０１）。

Review:              BDNF plasma/serum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tia

Comparison:      01 vascular dementia versus control

Outcome:           01 BDNF plasma/serum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tia

Study

or sub-category

vascular dementia

Mean (SD)

N N

control

Mean (SD)

SMD(fixed)

95% CI

Weight

%

SMD(fixed)

95% CI

Chie Yasutake 2006

2011!"#

Mariacarla 2013

2013$%%

2013&'(

18.45(6.71)

32

91

30

30

3.19(2.21)

60

Total(95% CI)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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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血管性痴呆患者ＢＤＮＦ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森林图
２２３　发表偏倚　发表偏倚是系统评价中一直存在
的问题之一，它主要是因为阳性的研究结果容易得到

发表，而对于阴性的研究结果作者一般不愿投稿或投

稿后不容易获得发表。用于检查系统评价是否存在发

表偏倚的方法之一是采用“倒漏斗”图形（ｆｕｎｎｅｌｐｌｏｔ）

分析的方法。图２所示漏斗图表明本研究的合并分析
未见显著的不对称。

３　讨　论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 ＶＤ与外
周血ＢＤＮＦ水平关联性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合并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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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个试验，包含有２４３名血管性痴呆患者和３１７名
对照组。齐性检验表明各试验间同质性较好（χ２＝５．
７８，ｄｆ＝４，Ｐ＝０．２２，Ｉ２＝３０．８％），所以采用固定效应
模式进行分析。本研究中结果变量选用 ＳＭＤ值表示，
与ＷＭＤ值相比，该方法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具有更
好的可比性。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ＶＤ患者 ＢＤＮＦ水
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倒漏斗图未见明显不对称。

Review:  BDNF plasma/serum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tia

Comparison:  01 vascular dementia versus control

Outcome:  01 BDNF plasma/serum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vascular demetia

-4 -2 0 2 4

SMD(fixed)

0.4

0.3

0.2

0.1

0.0

SE(SMD)

图２　被纳入分析５个试验漏斗图
　　ＢＤＮＦ由德国神经生物学家Ｂａｒｄｅ于１９８２年首先
发现，并从猪脑中分离纯化获得，具有促进神经元生长

的活性。ＢＤＮＦ广泛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其中在大
脑皮层和海马含量最高。目前认为 ＶＤ的主要病因是
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脑组织缺血所造成的损害，而许多

动物实验表明ＢＤＮＦ在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中可以保护
神经元、促进神经元损伤后的修复［８－９］；还可以通过调

节海马突触可塑性，从而改善学习记忆能力［１０］。本研

究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ＶＤ患者ＢＤＮＦ水平明显低于
正常人群，或许 ＢＤＮＦ水平的变化是 ＶＤ的病理机制
之一，但对于 ＢＤＮＦ在 ＶＤ中的作用认识仍处于基础
理论阶段，很多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对于脑血管病的患

者是否可以通过诱导ＢＤＮＦ来预防或改善 ＶＤ仍需做
大量相关研究。近年来对于ＢＤＮＦ在神经系统疾病中
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ＢＤＮＦ参与保护神经系统
的分子机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通过酪氨酸激酶受体

ＴｒｋＢ激活胞内信号通路，调控细胞内钙离子稳态［１１］；

通过磷脂酰肌醇３激酶（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３ｋｉｎａｓｅ，
ＰＩ３Ｋ）／蛋白激酶Ｂ（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Ｂ，ＰＫＢ）信号通路调
节神经元存活、生长和分化过程；通过调控 Ｂｃｌ２促进
神经元存活，抑制细胞凋亡；调节神经元内自由基代

谢；通过神经突触修复，调节突触功能重建［１２］。这说

明ＢＤＮＦ在保护神经系统、调节神经突触形态、维持认
知功能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ＶＤ
患者外周血ＢＤＮＦ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使得上述神
经保护机制丢失，加速了脑血管病理变化，导致记忆功

能衰退、形成认知功能障碍。ＶＤ患者外周血ＢＤＮＦ水
平下降，参与了ＶＤ的病理过程，有可能成为 ＶＤ疗效
观察的分子标志物。然而，ＶＤ患者外周血ＢＤＮＦ水平
下降并没有其特异性，研究表明 ＡＤ、抑郁症患者的外
周血ＢＤＮＦ水平亦低于对照组［１３］。所以该指标对于

判断区分ＡＤ和ＶＤ无明确的临床意义。
另外，本研究也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首先，入选

文献数量相对较少，样本量偏小。目前关于血管性痴

呆外周血ＢＤＮＦ水平的研究数量尚少，而且受语言限
制，我们没有纳入用英语和汉语以外发表的研究文献。

其次，受不同研究背景的影响，如受试人群的来源，不

同种族也是其主要影响因素之一。ＢＤＮＦ检测方法的
差异也是其影响因素之一，虽然各试验均采用 ＥＬＩＳＡ
方法来检测外周血 ＢＤＮＦ水平，但是采用不同公司试
剂盒，以及检测血浆或血清 ＢＤＮＦ水平等都可能影响
最终的结果。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采用公认的测量方

法和全面报告结果的准则，进行大样本、前瞻性对照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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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桃红三虫汤对０级糖尿病足的疗效及机制探讨
唐杏，陈青青，章旭萍，徐英英

摘要：目的　探讨桃红三虫汤对０级糖尿病足的疗效及对血清ＭＭＰ９和ＩＧＦ１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数表法
将６０例糖尿病足患者分为对照组及治疗组，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治疗组则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桃红三虫汤
进行治疗。观察并比较２组患者症状积分、临床治疗有效率、血清金属机制蛋白酶９（ＭＭＰ９）和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１（ＩＧＦ１）的水平。结果　治疗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９３．３３％，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８３．３３％（Ｐ＜０．０５）；２组患
者治疗后症状积分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且治疗组降低更为明显（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ＭＭＰ９水平
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而ＩＧＦ１水平则显著升高（Ｐ＜０．０５），且治疗组以上变化更为明显（Ｐ＜０．０５）。结论　桃红
三虫汤对０级糖尿病足疗效确切，可能机制为调节ＭＭＰ９级ＩＧＦ１等体液因子。
关键词：桃红三虫汤；糖尿病足；金属机制蛋白酶９；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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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ｏｈｏｎｇｓａｎｃｈ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ｆｏｏｔｗｉｔｈＷａｇ
ｎｅｒｇｒａｄｅｓ０，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ＭＰ９ａｎｄＩＧＦ１．Ｍｅｔｈｏｄｓ　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ｆｏｏｔｗｅｒｅａｎｄｒａｎ
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ａｏｈｏｎｇｓａｎｃｈ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ＭＭＰ９ａｎｄＩＧＦ１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３．３３％ ｖｓ．８３．３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ｂｕｔ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ｏｆ
ＭＭＰ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ＧＦ１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ｂｕｔ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ａｏｈｏｎｇｓａｎｃｈ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ｆｏｏｔ，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ｖｉ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ｕｍｏ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ＭＰ９ａｎｄＩＧＦ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ｏｈｏｎｇｓａｎｃｈ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ｆｏｏｔ；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９；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１

　　糖尿病患者在外周神经、血管病变及及感染等病
因的作用下，可导致下肢的慢性病损，将此类病损统称

为糖尿病足（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Ｆｏｏｔ，ＤＦ），临床表现主要为下肢
溃疡形成、感染以及深部组织破坏。作为糖尿病的重

要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足是导致患者截肢的重要

病因，对患者疾病预后及生活质量影响极大，具有发病

率高、防治困难及危害性大等特点［１］。中医认为需以

活血化瘀、益气通络作为糖尿病足的治疗原则［２］。本

研究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具有祛痰通络等功效

的桃红三虫汤进行治疗，并对其治疗作用的机制进行

初步探讨，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７月于
我院治疗的糖尿病足患者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
２型糖尿病诊断均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１９９９年
颁布的２型糖尿病诊断标准［３］；所有患者糖尿病足则

按照Ｗｅｇｎｅｒ标准进行诊断及分期，０级糖尿病足指具
有发生溃疡危险的足，但皮肤尚无开放性病损［４］；所有

患者糖尿病足诊断及辩证则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糖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基金项目

（２０１３ＺＢ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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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陈青青，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ｑｑ１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尿病中医防治指南》相关诊断及辩证标准［５］。所选择

６０例研究对象中，男性 ３８例，女性 ２２例，平均年龄
（５４．２５±７．３３）岁。排除标准：①患者合并酮症；②患
者合并例如大动脉炎、雷诺病以及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等其他缺血性外周血管病变；③患者合并心脏、肝脏以
及肾脏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④患者在开始研究前１
个月使用抗凝、抗血小板以及纤溶等药物而可能对研

究结果造成影响；⑤妊娠／哺乳期妇女；⑥患有严重精
神疾病而无法参与研究者。将参与研究的６０例患者
按照随机数表法平均分为对照组及治疗组，每组各３０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１０例，平均年龄
（５３．５８±６．９４）岁；治疗组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平均
年龄（５４．７３±８．６２）岁。２组患者在性别组成、平均年
龄、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入院后均给予糖尿病基础支持
治疗，包括饮食控制、运动疗法并根据患者血糖控制情

况由主治医师酌情给予降糖药或胰岛素治疗，将血糖

控制在理想范围（空腹血糖控制在３．９～６．１ｍｍｏｌ／Ｌ；
餐后２ｈ血糖控制在７．０～９．０ｍｍｏｌ／Ｌ）。同时根据患
者的合并症，给予降血压以及降血脂等相应治疗。对

于治疗组患者，则在以上治疗方案基础上联用方剂桃

红三虫汤进行治疗，组方如下：桃仁、红花、川芎、当归、

白术以及僵蚕各１２ｇ，水蛭９ｇ以及全蝎６ｇ。４００ｍｌ
水煎服，分为早晚各一次，以２周为一个疗程，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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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疗程的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症状积分　症状积分判定标准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南原则》

中关于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评判，根据患

者症状的程度，分为无、轻、中、重四个等级，分别计为

０、２、４及６分，分别对下肢麻木、间歇性跛行、下肢感
觉异常、倦怠乏力、胸闷气短、面色晦暗、舌象及脉相等

几个方面进行评估得分。

１３２　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临床治疗消渴病（糖尿病）

的研究指导原则》中相关内容进行疗效评价［６］，具体

如下，①基本治愈：指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
（症状积分减少≥８０％）；②显效：指临床症状及体征
显著改善（症状积分减少６０％ ～８０％）；③有效：指临
床症状及体征有所好转（症状积分减少２０％～６０％）；
④无效：指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好转甚至加重（症状
积分减少 ＜２９％）。治疗有效率 ＝（基本治愈 ＋显
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３３　血清学指标　于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在清晨
空腹状态经由患者肘静脉抽取外周静脉血４ｍｌ，室温
下静置３０ｍｉｎ，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获得上层血
清，储存于－８０℃待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
法）对患者血清中金属机制蛋白酶９（ＭＭＰ９）以及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１（ＩＧＦ１）水平进行检测，试剂盒分别
为ＨｕｍａｎＭＭＰ９ＥＬＩＳＡｋｉｔ以及 ＨｕｍａｎＩＧＦ１ＥＬＩＳＡ
ｋｉｔ，均购自美国ＢＤ公司，操作步骤均严格按照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均经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５．０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
组间差异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
差异采用χ２检验，均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症状积分比较　本研究发现，２组患者
经过４个疗程的治疗，症状积分均显著降低（Ｐ均 ＜
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治疗后症状积分降低更
为显著（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糖尿病足患者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３０ ８．７５±２．４５ ６．０４±２．２１ａ

治疗组 ３０ ８．８２±３．０２ ３．４６±１．５５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本研究发现，治疗组基
本治愈１７例，显效７例，有效４例，无效２例，临床治
疗有效率为 ９３．３３％；对照组基本治愈 １４例，显效 ９
例，有效２例，无效５例，治疗总有效率８３．３３％。与对
照组相比，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３．５０８，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ＭＭＰ９以及 ＩＧＦ１水平

变化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２组患者血清ＭＭＰ９水平
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ＩＧＦ１水平均显著升高（Ｐ＜
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患者血清 ＭＭＰ９
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而 ＩＧＦ１水平则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糖尿病足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ＭＭＰ９及
ＩＧＦ１水平比较（ｍｇ／Ｌ）

组别 例数
ＭＭＰ９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ＧＦ１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３０ １６６．３７±３５．１９ １０７．６４±２１．３１ａ ３７．３３±１８．４３ ６４．３６±２０．１８ａ

治疗组 ３０ １６８．７５±３６．１３ ６５．４９±２０．８２ａｂ ３８．２５±１７．４０ ９９．５０±２２．６９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在糖尿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细胞代谢紊乱可引
发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内皮下胶原暴露可使血小板功

能活化，进而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导致小动脉管腔狭

窄、硬化及微血栓形成。加之慢性血管病变所诱发的

周围神经病变，在糖尿病患者人群中容易发生糖尿病

足。糖尿病足又叫做糖尿病肢端坏疽，是糖尿病的重

要及严重并发症之一，若病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

制，较易发生肢端缺血、溃疡、感染、坏死以及坏疽等病

变，是导致患者截肢的重要病因，引起高发病率及致残

率，糖尿病足已经成为一项公共卫生问题［７］。虽然０
级糖尿病足患者尚未发生皮肤溃疡，但根据Ｗｅｇｎｅｒ的
评判标准，０级糖尿病足已经为糖尿病足的重要发展
阶段，需要引起临床医生的足够重视［８］。对０级糖尿
病足患者的主要治疗目的为延缓肢端缺血性病变的进

展以及预防足部溃疡的产生［９］。

我国传统中医理论认为，在糖尿病患者中，由于消

渴日久，可导致气虚血瘀、脉络受阻、血行不畅，气血无

法濡养筋骨，筋络阻塞，不通则痛，在临床上可出现患

肢麻木、皮肤色泽暗淡以及疼痛等临床表现［１０］。对于

０级糖尿病足，气虚血瘀是主要的病机，因此治则为活
血通络。本研究在常规疗法的基础上采用方剂桃红三

虫汤对０级糖尿病足患者进行治疗，收到较为满意的
临床疗效：与仅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相比，治疗有效率

由８３．３３％显著升高至 ９３．３３％，症状积分则显著降
低。桃红三虫汤以桃仁及红花为君药，具有活血化瘀、

通经活络的功效；全蝎善于通络止痉止痛，水蛭能够破

血逐瘀，僵蚕具有息风通络等功效，以上三味药物恭维

臣药；川芎活血止痛，白术补气健脾作为佐使药与君、

臣药共同发挥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功效，疗效良好。

本研究还对桃红三虫汤对０级糖尿病足的治疗机
制进行了初步探讨。ＭＭＰ９是金属机制蛋白酶家族
的重要成员之一，表达水平升高后能够降解血管壁的

细胞外基质，促进血管平滑肌的迁移及增生，与动脉硬

化的形成密切相关［１１］；ＩＧＦ１为单链多肽，其合成受生
长激素的调控，能够通过诱导成纤维细胞的增殖与分

化，促进血管细胞外基质的合成与分泌［１２］。本研究发

现，与仅接受常规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桃红三虫汤治

疗的患者在疗程结束后，其血清内 ＭＭＰ９水平降低以
及ＩＧＦ１水平升高程度均更为显著，提示桃红三虫汤
可能通过调节ＭＭＰ９级ＩＧＦ１等体液 （下转第９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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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在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中的表达及意义

潘君素，许亚亚，梁军兵，陈琪

摘要：目的　通过检测ＣＯＰＤ患者外周血中Ｔｒｅｇ细胞的表达水平，探讨 ＣＯＰＤ患者体内免疫功能的状态及 Ｔｒｅｇ
细胞在疾病进展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ＡＥＣＯＰＤ和 ＣＯＰＤ稳定期患者各３０例，２０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
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外周血中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细胞、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占 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比例。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结果　ＡＥＣＯＰＤ组和ＣＯＰＤ组外周血中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
细胞比例分别为（９．５２±０．９５）％和（９．７２±０．９７）％均低于对照组（１０．２２±１．１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２．４８，Ｐ＝０．０９３）。３组间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１３．５７，Ｐ＝０．０），ＡＥＣＯ
ＰＤ组（４．５０±０．８３）％显著低于ＣＯＰＤ稳定期（５．２２±０．６４）％和对照组（５．６１±０．６７）％，而ＣＯＰＤ稳定期较对照
组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ＣＯＰＤ患者外周血中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降低，存在
免疫内环境的失衡，Ｔｒｅｇ细胞可能参与了ＣＯＰＤ的发病和急性加重过程。
关键词：ＣＯＰＤ；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流式细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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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２０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ＳＰＳ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ＣＤ４＋ＣＤ２５＋ 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ａｍｏｎｇＡＥＣＯＰＤｇｒｏｕｐ（９．５２±０．９５）％，ＣＯＰＤｇｒｏｕｐ（９．７２±
０．９７）％ 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０．２２±１．１０）％，Ｆ＝２．４８，Ｐ＝０．０９３．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ｃｅｌｌｉｎＡＥＣＯＰＤｇｒｏｕｐ（４．５０±０．８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ＰＤｇｒｏｕｐ（５．２２±０．６４）％ ａｔ
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５．６１±０．６７）％，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Ｐ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ＣＯＰ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
ｍａｙｂ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ＣＯＰＤａｎｄ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是一种以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的
气流受阻为特征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反复发生急

性加重（ＡＥＣＯＰＤ）可导致肺功能迅速恶化，是 ＣＯＰＤ
患者生活质量下降以及死亡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研究显示自身免疫可能是ＣＯＰＤ发病的关键机
制［１］，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
Ｔｒｅｇ）是一组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Ｔ细胞亚群，能阻止
效应性Ｔ细胞的过度增殖和活化，在维持机体免疫平
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细胞
是天然产生 Ｔｒｅｇ细胞最好的细胞膜标志［２］。本文通

过流式细胞术检测不同时期 ＣＯＰＤ患者外周血中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的表达，以探讨 Ｔｒｅｇ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浙江省台州市恩泽医疗集团科技计划资助课
题（１１ＥＺＢ１３）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００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呼吸科（潘君素）；
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医科大学检验系在职研
究生（许亚亚）；３１８０００浙江省台州市中心医院检验
科（许亚亚，梁军兵，陈琪）

通讯作者：陈琪，Ｅｍａｉｌ：ｐａｎｊｕｎｓｕａｐｐｌｅ＠ｓｉｎａ．ｃｏｍ

细胞在ＣＯＰＤ发生、发展中的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２—１２月本院呼
吸科ＡＥＣＯＰＤ患者３０例，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４例，平均
（６３．２１±９．２３）岁，稳定期 ＣＯＰＤ患者３０例，男性１６
例，女性１４例，平均（６１．２６±７．８９）岁。对照组为健康
体检者 ２０例，男性 １１例，女性 ９例，平均（６１．６１±
６．９４）岁。ＣＯＰＤ诊断按２００７年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标准，同时排除合并各

种肿瘤、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自身免疫性疾病、使用免

疫调节剂及糖皮质激素患者。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采集患者及健康体检者清晨空腹
外周静脉血２ｍｌ，ＥＤＴＡＫ２抗凝，及时检测。
１２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ＢＤ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流式细胞
仪，ＣＤ４ＦＩＴＣ、ＣＤ２５ＡＰＣ、ＣＤ１２７ＰｅｒＣＰ单克隆抗体、
同型对照及 ＢＤ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配套试剂，均为美国 ＢＤ
公司产品。

１２３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检测　按多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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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进行染色，染前每１０６个细胞加入１００μｌＡＢ血
浆，４℃培养２０ｍｉｎ，以阻断可结晶片段（Ｆｃ）受体。分
别取ＥＤＴＡＫ２抗凝全血１００μｌ，加入２个试管，各自
加入１０μｌＣＤ４ＦＩＴＣ、ＣＤ２５ＡＰＣ、ＣＤ１２７ＰｅｒＣＰ单抗，
室温下避光孵育１５ｍｉｎ，加入红细胞裂解液１ｍｌ，室温
避光放置１５～２０ｍｉｎ，振荡混匀，１５００×ｇ离心５ｍｉｎ，
弃上清，２ｍｌＰＢＳ洗涤１次，再加入４００μｌＰＢＳ重新浮
悬细胞，上流式细胞仪检测。应用流式细胞仪配套的

ｃｅｌｌｑｕｅｓｔ软件获取并分析１００００个细胞，同时设阴阳
对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资料以
（ｘ±ｓ）表示，多组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组间两两比较ｑ检验，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
平。

２　结　果
　　ＣＯＰＤ组和对照组外周血中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细
胞占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比例在３组
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间两两比较表明，
ＡＥＣＯＰＤ组显著低于 ＣＯＰＤ稳定期和对照组（Ｐ＜
０．０５），而ＣＯＰＤ稳定期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图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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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ＣＯＰＤ稳定期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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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ＥＣＯＰＤ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散点图

３　讨　论
　　ＣＯＰＤ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了，其以气道、
肺实质和肺血管的慢性炎症为特征疾病，主要发生在

老年人中，患病人数多，病死率高，是目前全球第４位
引起死亡的疾病，并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ＣＯＰＤ患病
率占４０岁以上人群的８．２％，到２０２０年ＣＯＰＤ将位居
世界疾病经济负担的第５位［３］。近年来自身免疫系统

在ＣＯＰＤ发病机制中作用，越来越受到临床的关注。

有研究表明ＣＯＰＤ患者气道壁上ＣＤ８＋Ｔ细胞、ＣＤ４＋Ｔ
细胞、Ｂ淋巴细胞、淋巴滤泡等显著增多，在 ＡＥＣＯＰＤ
患者中尤为突出，提示 ＡＥＣＯＰＤ伴随免疫异常反
应［４］。ＣＯＰＤ是一种由活性Ｔ淋巴细胞参与炎症反应
和自身免疫性所引起的疾病，存在细胞免疫及体液免

疫功能紊乱［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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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ＣＯＰＤ稳定期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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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ＡＥＣＯＰＤ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散点图
表１　ＣＯＰＤ组和对照组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

细胞比例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

ＡＥＣＯＰＤ ３０ ９．５２±０．９５ ４．５０±０．８３
ＣＯＰＤ稳定期 ３０ ９．７２±０．９７ ５．２２±０．６４
对照组 ２０ １０．２２±１．１０ ５．６１±０．６７
Ｆ值 ２．４８ １３．５７
Ｐ值 ０．０９３ ０．０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是１９９５年 Ｓａｋａｇｕｃｈｉ等首次报
道一种成熟Ｔ细胞亚群，具有无反应性和免疫抑制性
两大功能，能抑制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ＮＫ细胞、树突
细胞、外来及自身的免疫应答，在机体免疫稳态、移植

耐受、肿瘤免疫逃避等过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６］。叉

状头／翼状螺旋转录因子 Ｐ３（ＦｏｘＰ３）是 Ｔｒｅｇ细胞特异
的转录因子，被认为是Ｔｒｅｇ的特异性标志［７］，但ＦｏｘＰ３
在细胞内表达，流式细胞术标记染色时，对细胞需要破

膜处理，破膜后的细胞已失去活性，因此，ＣＤ４＋ＣＤ２５＋

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检测不宜常规进行细胞功能的研
究［８］。近年来研究表明，ＩＬ１７的受体 ＣＤ１２７的低表
达可以从活化Ｔ淋巴细胞中识别出 Ｔｒｅｇ细胞，联合应
用ＣＤ２５高表达和ＣＤ１２７低表达，能够有效识别Ｔｒｅｇ，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相对其它分子标志
更加精确反应调节性Ｔ细胞状态，实验上无需破膜，操
作较为简单［９－１０］。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膜表面标
记 Ｔ淋巴细胞可以定义为 Ｔｒｅｇ细胞，并与 ＣＤ４＋

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细胞呈相关性［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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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联合 ＣＤ４、ＣＤ２５和 ＣＤ１２７来检测
ＣＯＰＤ患者外周血中 Ｔｒｅｇ细胞的水平，处理标本时保
证了细胞的活性和完整性，同时有效地去除 ＣＤ２５＋效
应性Ｔ淋巴细胞，以获取高纯度的 Ｔｒｅｇ细胞。实验结
果表明，ＣＯＰＤ患者外周血中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

Ｔｒｅｇ细胞在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中比例低于对照组，尤其
是ＡＥＣＯＰＤ患者显著低于稳定期 ＣＯＰＤ患者和对照
组，这与以往文献报道相一致［１２］，表明在 ＣＯＰＤ患者
体内存在免疫内环境的失衡，其免疫细胞紊乱可能参

与了ＣＯＰＤ疾病的发生、促进了病情的进展。王玲玲
等［１３］报道老年 ＡＥＣＯＰＤ组 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
细胞显著高于稳定期老年 ＣＯＰＤ和健康对照组，老年
ＣＯＰＤ患者的免疫功能减低和功能紊乱可能与 ＣＤ４＋

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异常增高有关，而本实验结果
中ＡＥＣＯＰＤ组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显著
降低，符合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在外周血
中表达与 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水平呈逆相关
文献报道［１４］。Ｔｒｅｇ细胞在许多感染性疾病，尤其在慢
性持续感染中均存在免疫抑制作用，细菌、非典型病原

体等感染是引起 ＡＥＣＯＰＤ的重要诱因，ＡＥＣＯＰＤ患者
体内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数量显著减少，
提示能够发挥有效免疫抑制作用的细胞数量相应减

少，促进了效应Ｔ细胞对病原体的清除，同时自身反应
性Ｔ细胞增多和激活，可造成机体的免疫病理伤害。
本实验还显示稳定期 ＣＯＰＤ患者 ＣＤ４＋ ＣＤ２５＋

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较对照组减低，但无显著性差异，
与文献报道相符，被认为是机体防止免疫功能下降过

低而采取的保护状态［１５］。

综上所述，ＣＯＰＤ患者尤其是ＡＥＣＯＰＤ存在ＣＤ４＋

ＣＤ２５＋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数量减少和抑制免疫功能
降低，Ｔｒｅｇ细胞可能参与了 ＣＯＰＤ的发病及急性加重
过程，本研究为探讨 ＣＯＰＤ致病机制及其免疫状态改
变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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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对０级糖尿病足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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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倍他乐克对高血压性心脏病 ＱＴｄ及 ＶＡ的影响
程峰，刘俊，陶春明，周利民，刘玉

摘要：目的　探讨倍他乐克对高血压性心脏病（ＨＨＤ）患者心电图 ＱＴ间期离散度（ＱＴｄ）及室性心律失常（ＶＡ）
的影响。方法　将８０例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随机分为２组，对照组４０例给予基础治疗，治疗组４０例在基础治
疗上加用倍他乐克２５～１００ｍｇ／ｄ，疗程１年。治疗前后测ＱＴｄ及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ＱＴｄ
为（７１．７５±１４．０３）ｍｓ，ＶＡ发生率为 ３５％，对照组分别为（６８．６０±１４．９９）ｍｓ和 ３５％；治疗后治疗组 ＱＴｄ为
（６０．８３±１５．００）ｍｓ，ＶＡ发生率为１５％，对照组分别为（６７．７３±１１．９６）ｍｓ和２５％，治疗组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照组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组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ＨＨＤ患者长
期应用倍他乐克可明显降低ＱＴｄ及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有利于改善患者预后。
关键词：倍他乐克；高血压性心脏病；ＱＴ间期离散度；室性心律失常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３　Ｒ５４１．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３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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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性心脏病（ＨＨＤ）患者由于长期高血压对
心肌的影响，心肌存在不同程度肥厚，患者发生室性心

律失常、心脏性猝死（ＳＣＤ）的几率明显增高。近年来，
有关心电图 ＱＴ间期离散度（ＱＴｄ）与室性心律失常
（ＶＡ）的高危性或易患性已有不少报道［１－２］。国外

ＫａｙａＣＴ等［３］分析了６３例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 ＱＴｄ，
同时与２０例正常健康志愿者进行１２导心电图进行对
比，结果发现肥厚性心肌病患者 ＱＴｄ明显较正常志愿
者高。ＱＴｄ反映心室肌复极的不一致性，而心室肌复
极的不一致性的增加则易在心室肌内形成折返，诱发

心律失常［４］，对患者生命构成威胁。既然肥厚型心肌

病患者由于心肌存在肥厚，因而 ＱＴｄ较正常人高，那
么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是否也存在 ＱＴｄ比正常人高
的现象，若积极的通过药物进行干预，是否会对患者

ＱＴｄ有影响？从而改善预后。基于以上情况，现收集
了我院８０例 ＨＨＤ患者，其中４０例加服倍他乐克，测
量治疗前后 ＱＴｄ及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的变化，并与
对照组对比，旨在探讨倍他乐克对 ＨＨＤ患者 ＱＴｄ及
室性心律失常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６—１２月本院住院ＨＨＤ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医科大学滁州临床学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刘俊，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１９８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患者８０例，男性４６例，女性３４例，年龄（６４．４±９．６）
岁。诊断均符合ＷＨＯ的ＨＨＤ诊断标准：有长期高血
压病史，收缩压≥１８．６ｋＰａ（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舒张压≥１２ｋＰａ（９０ｍｍＨｇ），心脏彩超见
室间隔及左心室后壁厚度≥１３ｍｍ［４］。排除肥厚性心
肌病及扩张型心肌病等疾病，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０例和
对照组４０例，２组患者各参数均衡性良好，差异无显
著性。入选前２周未服用 β受体阻滞剂，排除相关影
响ＱＴ间期分析的因素，如心房纤颤、心功能Ⅳ级、Ⅱ
度和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束支传导阻滞、电解质异常、
植入心脏起搏器起搏治疗者、收缩期血压低于９０ｍｍ
Ｈｇ及２４ｈ平均心率≤４５次／ｍｉｎ者不入选此研究。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ＱＴｄ测定　测量患者采用 １２导联同步心电
图。为减少测量产生的误差，正常对照组和ＨＨＤ组的
全部心电图均为同一人测量，心电图纸速为２５ｍｍ／ｓ，
出现Ｕ波者不参与此项研究。每例患者可测量的导
联至少在６个及以上，胸导联至少３个，每一导联连续
测量３个ＱＴ间期，取平均值。以同步记录的体表常
规１２导联心电图上最大 ＱＴ间期（ＱＴｍａｘ）与最小 ＱＴ
间期（ＱＴｍｉｎ）差值即为ＱＴｄ。
１２２　动态心电图　采用美国 Ｍ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公司 ２４
小时动态心电图系统（Ｈｏｌｔｅｒ）进行２４ｈ监测记录。患
者入院当天及治疗３个月后均行 Ｈｏｌｔｅｒ检查，室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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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失常以Ｌｏｗｎ分级Ⅲ ～Ⅴ级纳入统计［５］，０～Ⅱ级不
纳入统计。

１２３　超声心动图　采用飞利浦ＩＵ２２彩色超声心动
图仪，取左室长轴切面，分别在二维导引的 Ｍ型超声
图上测量室间隔厚度 （ＩＶＦ），左心室后壁厚度
（ＬＶＰＷ）。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停用各种抗心律失常药
物２周以上，２组的基础治疗用药相同，包括卡托普
利、氢氯噻嗪、氨体舒通等。对照组不加用倍他乐克，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服倍他乐克２５～１００ｍｇ／ｄ。初
始剂量从６．２５ｍｇ开始，２次／ｄ，服用３ｄ后增加６．２５
ｍｇ／ｄ，逐步增加到治疗剂量２５～１００ｍｇ／ｄ。根据患者
的年龄、体重、血压及心率等变化选择具体用量。每３
个月随访１次，期限为１年。治疗后随诊分别做 ＱＴｄ
测定、Ｈｏｌｔｅｒ、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等检查。为防止停药
反跳使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嘱患者研究结束后无特殊

情况继续服用倍他乐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治疗前后
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设
计的ｔ检验，计数资料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本研究共有８０例患者入选，治疗前后 ＱＴｄ、室性
心动过速发生率见表１。

表１　２组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治疗前后心率、ＱＴｄ、
室性心动过速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ＨＲ（次／ｍｉｎ） ＱＴｄ（ｍｓ） ＶＡ（％）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７８．２００±９．６８８ ６８．６００±１４．９８９ ３５．０
治疗后 ７７．６５０±７．８１４ ６７．７２５±１１．９５７ ２５．０

ｔ值／χ２值 ０．２８０ ０．３６４ １．００ａ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组 ４０ 治疗前 ７８．５００±９．７５１ ７１．７５０±１４．０２７ ３５．０

治疗后 ７３．４００±５．２８６ ６０．８２５±１５．００２ １５．０
ｔ值／χ２值 ２．９０８ ３．３６４ ４．２７ａ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为χ２值。

３　讨　论
　　高血压是一种以外周动脉血管压力持续性升高的
慢性疾病，患者常因未及时监测血压而被忽视，若血压

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病程则持续进展，血压长期处

于未控制状态，最终导致心脑肾等并发症出现。由于

患者平时未及时监测血压或未正规服用降压药物，心

脏受高血压长期影响，最终可导致左心室及室间隔肥

厚，形成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由于患者

长期高血压导致心脏肥厚和扩大，是高血压长期得不

到控制的最终结果。患者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其室性

心律失常及猝死发生率明显增高。近年来，高血压性

心脏病与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已受到许多

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表明，可能与患者肥厚心肌

的室颤阈（ＶＦＴ）明显降低有关［６－７］。因此，控制患者

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减少猝死发生率是ＨＨＤ治疗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组患者室性心律失常（Ｌｏｗｎ分级
Ⅲ～Ｖ级）发生率为３５％，与文献报道相似［８］。近年

来已有报道，ＨＨＤ患者室性心动过速的发生与ＱＴｄ的
大小有相关性。

体表心电图中 ＱＴ间期代表了心室肌的除极和复
极时间，ＱＴｄ延长说明心肌复极化的不一致性。ＱＴｄ
增大其本质是不同部位心室肌的总不应期差值变大，

ＱＴｄ变大说明心肌电活动的不稳定性增加，常容易发
生早后除极，产生多部位折返激动而引起室性心律失

常，若得不到及时处理，就可能产生猝死。有研究表

明，ＱＴｄ异常可作为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室性心律失
常易患性的体表标志之一［９］，同时室性心律失常与患

者交感神经紧张性增加，迷走神经张力减低有相关

性［１０－１１］。倍他乐克是一种选择性的、无内在拟交感神

经活性的β１受体阻剂，其优点是增加呼吸道阻力作用
弱，因而在临床应用较为广泛。常被应用于冠心病、心

肌梗死、高血压、心肌病及心力衰竭等疾病。长期应用

可上调心脏β受体密度。此外，倍他乐克还能改变患
者心室结构和功能，从而提高高血压患者的心脏功能。

这也可能是长期应用倍他乐克后 ＨＨＤ患者室性心律
失常发生率明显减低的重要机制之一。ＱＴｄ的降低可
能与倍他乐克预防和逆转心室肌重构，增加心室肌顺

应性，改善心室肌复极化均匀性和心肌电活动的稳定

性有关［１２］。本研究治疗组患者应用倍他乐克一年后

ＱＴｄ显著降低，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也明显比对照组
降低，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照组室性
心律失常改善均不及治疗组显著（见表１）。表明在基
本药物治疗上长期加用倍他乐克可显著降低 ＨＨＤ患
者的ＱＴｄ，从而减少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减少心源
性猝死的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延长患者寿命，改善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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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姜黄素逆转 Ｐｇｐ介导卵巢癌多药耐药机制的研究
梁若笳，蒋学禄，姚庆华，姚志韬，张婷，蒋军

摘要：目的　探讨姜黄素对Ｐ糖蛋白（Ｐｇｐ）介导的卵巢癌多药耐药的逆转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　采用二苯
基溴化四氮唑蓝（ＭＴＴ）法检测人卵巢癌癌细胞株加药后的增殖，碘化丙啶（ＰＩ）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率，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法检测ｐＡｋｔ和Ｐｇｐ的表达量。结果　姜黄素合用顺铂处理细胞（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株）４８ｈ，顺铂的浓度
在０．０５～５μｇ／ｍｌ时，加入姜黄素２５μｍｏｌ／Ｌ，耐药细胞生存率下降明显（Ｐ＜０．０５），尤以顺铂０．２５μｇ／ｍｌ和姜黄
素２５μｍｏｌ／Ｌ作用时耐药细胞生存率下降最明显。单用顺铂组细胞的凋亡率为（１３．２±２．５）％，采用在顺铂基础
上联合使用姜黄素后细胞凋亡率为（２１．８±３．５）％，与单独使用顺铂相比，顺铂与姜黄素联合使用诱导细胞凋亡
的作用显著增强（Ｐ＜０．０５）。与单用顺铂０．２５μｇ／ｍｌ相比，联合使用姜黄素后ｐＡｋｔ和Ｐｇｐ的表达量明显降低
（Ｐ＜０．０５），２组间Ａｋｔ的表达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姜黄素不增加顺铂对 ＯＶＣＡＲ３细胞毒
性作用；对于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株，姜黄素明显增加顺铂细胞毒性；姜黄素明显抑制了 ｐＡｋｔ和 Ｐｇｐ蛋白的表
达。姜黄素可能通过抑制Ａｋｔ信号通路降低Ｐｇｐ的表达进而逆转多药耐药。
关键词：姜黄素；Ｐ糖蛋白；顺铂；多药耐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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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病死率高
居妇科肿瘤首位，在铂类基础上联合紫杉醇化疗是治

疗卵巢癌的主要手段之一［１］，然而化疗后多药耐药性

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卵巢癌的治疗效果［２］，抑制或者逆

转卵巢癌多药耐药对于卵巢癌的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３］，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使用化疗增敏剂、药物化学

修饰、反义技术、载体技术等逆转卵巢癌的多药耐药，

而对来自植物的逆转药物研究尚较少［４］。糖蛋白（Ｐ
ｇｌｙ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ｇｐ）是引起多药耐药的重要分子［５－６］，

本实验通过体外培养卵巢癌细胞株，在顺铂化疗的基

础上联合使用姜黄素（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ＣＵＲ），观察姜黄素逆
转多药耐受糖蛋白（Ｐｇｌｙ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ｇｐ）介导的卵巢
癌多药耐药、逆转效果及并研究其可能机制［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姜黄素、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和二苯
基溴化四氮唑蓝（ＭＴＴ）均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顺铂
（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ＡＤＲ）购自深圳万乐药业公司。ＤＭＥＭ
培养基购自 Ｇｉｂｃｏ公司，卵巢癌耐药株 ＯＶＣＡＲ３／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浙江省中医药科学研究基金计划（Ａ类）
（２０１２ＺＡ０５３）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浙江省中医院妇科
通讯作者：梁若笳，Ｅｍａｉｌ：７４５２８１８＠ｑｑ．ｃｏｍ

ＤＤＰ由上海拜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细胞在
３７℃，５％ＣＯ２条件下培养，初始时在含０．５ｍｇ／Ｌ浓度
的顺铂、１０％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培养基中培养，实验
前２ｄ换无药培养基培养。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药物配制　姜黄素溶解在ＤＭＳＯ后，采用无血
清培养基配成药物浓度为 ５×１０３ｍｏｌ／Ｌ储备液，使
ＤＭＳＯ终浓度 ＜０．１％（Ｖ／Ｖ），贮存液置于 －２０℃冰
箱中避光保存。用５％葡萄糖溶液将顺铂配成１０ｍｇ／
ｍｌ的稀释液，置于 －４℃冰箱中保存，使用前用１０％
小牛血清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稀释成所需药物浓度。
１２２　ＭＴＴ实验　将对数生长期的细胞以 ２×１０４

个／ｍｌ浓度接种于９６孔培养板中，每孔体积２００μｌ。
培养箱中培养２４ｈ后，吸尽每孔培养液，实验组Ⅰ分
别加入不同浓度的顺铂，实验组Ⅱ在加入不同浓度的
顺铂后联合使用姜黄素。顺铂终浓度分别为 ０．０５，
０．１，０．２５，１．５，５μｇ／ｍｌ，姜黄素终浓度为２５μｍｏｌ／Ｌ。
对照组Ⅰ为不加细胞仅含培养液的空白对照，对照组
Ⅱ为仅加细胞的阴性对照，培养４８ｈ后，每孔加入２０
μｌ的ＭＴＴ液（浓度为５ｍｇ／ｍｌ），继续培养４ｈ后终止
培养，吸弃上清液后，每孔加１５０μｌ的 ＤＭＳＯ，振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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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振荡１０ｍｉｎ使结晶物充分溶解。在酶标仪４９０ｎｍ
处的检测光吸收值（Ａ），空白孔较零。以上各浓度组
设３个复孔，取平均值，细胞存活率（ＩＣ）＝实验组平均
Ａ值／阴性对照组平均Ａ值。
１２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 　 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
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调整细胞终浓度为１×１０６个／ｍｌ
后，接种于 ２５ｃｍ２培养瓶，分为 ２组：顺铂组（０．２５
μｇ／ｍｌ）、顺铂及姜黄素组（０．２５μｇ／ｍｌ、２５μｍｏｌ／Ｌ）培
养４８ｈ后，收集 ２组细胞，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检测
ｐＡｋｔ、Ａｋｔ和Ｐｇｐ的表达量。
１２４　凋亡的检测　将对数生长期的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
细胞调整细胞浓度为１×１０６个／ｍｌ后，接种在６孔板
中，分组方法：一组加入顺铂，使其终浓度为血浆峰值

浓度２．５ｇ／ｍｌ；另外一组加入 ０．２５ｇ／ｍｌ顺铂和 ２０
ｍｏｌ／Ｌ姜黄素，培养箱中培养４８ｈ。收集各组细胞，预
冷７５％乙醇固定，然后吹打成单细胞悬液，４℃放置
３０ｍｉｎ后，在离心机上采用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加
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离心，去除固定液，加入２００ＬＩＲ
ＮａｓｅＡ（１ｍｇ／ｍｌ）３７℃水浴箱中孵育３０ｍｉｎ，然后每
孔加入５００μｌＰＩ（１０ｇ／ｍｌ）染色液，充分混匀，４℃条
件下避光３０ｍｉｎ，上机检测，记录激发波长４８８ｎｍ处
红色荧光。用亚Ｇ１期法分析凋亡细胞，测定细胞的凋
亡率，以ＣｅｌｌＱｕｅｓｔ软件分析检测结果。公式计算细胞
凋亡率：细胞凋亡率＝凋亡细胞数／总细胞数×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姜黄素合用顺铂对细胞生长的影响作用　处理
４８ｈ，顺铂的浓度在０．０５～５μｇ／ｍｌ时，加入姜黄素２５
μｍｏｌ／Ｌ，耐药细胞生存率下降明显（Ｐ＜０．０５），尤以顺
铂０．２５μｇ／ｍｌ和姜黄素２５μｍｏｌ／Ｌ作用时耐药细胞
生存率下降最明显，见图１。

　　注：与姜黄素加顺铂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图１　姜黄素合用顺铂对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生长的作用

２２　顺铂及姜黄素对 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凋亡率的
影响　顺铂及姜黄素对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凋亡率的
影响见图２。结果显示，单用顺铂组细胞的凋亡率为
（１３．２±２．５）％，采用在顺铂基础上联合使用姜黄素
后细胞凋亡率为（２１．８±３．５）％，与单独使用顺铂相

比，顺铂与姜黄素联合使用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显著

增强（Ｐ＜０．０５）。

图２　姜黄素对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的逆转作用

２３　姜黄素对 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的 ｐＡＫＴ、Ａｋｔ和
Ｐｇｐ表达的影响　姜黄素对 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的
ｐＡＫＴ、Ａｋｔ和Ｐｇｐ表达的影响详见图３及表１。与单
用顺铂０．２５μｇ／ｍＬ相比，联合使用姜黄素后ｐＡｋｔ和
Ｐｇｐ的表达量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２组间Ａｋｔ的表达
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注：顺铂和姜黄素对 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 ｐＡＫＴ和 Ｐｇｐ表达的影

响；１为顺铂０．２５μｇ／ｍｌ；２为顺铂０．２５μｇ／ｍｌ＋姜黄素２５μｍｏｌ／Ｌ。

图３　单用顺铂组与顺铂联合使用姜黄素两者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
表１　单用顺铂组与顺铂联合使用姜黄素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比较

组别 ｐＡｋｔ Ａｋｔ Ｐｇｐ

顺铂０．２５μｇ／ｍｌ ０．２２±０．０１ ０．８１±０．０９ ０．６７±０．１１
顺铂０．２５μｇ／ｍｌ＋姜黄素２５μｍｏｌ／Ｌ ０．０９±０．０８ａ ０．７９±０．１１ ０．１３±０．０９ａ

　　注：与单纯使用顺铂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磷脂酰肌醇 ３激酶（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３ｋｉｎａｓｅ，ＰＩ３Ｋ）ＰＩ３Ｋ／ＡＫＴ的过度激活
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化疗耐药性密切相关，ｐ
Ａｋｔ在多种肿瘤组织中表达明显升高［４－６］，靶向作用于

Ａｋｔ的药物对于肿瘤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７］，ＬｉＪＣ
等［８］证实Ａｋｔ在卵巢癌组织中过量表达并显著激活，
抑制Ａｋｔ酶的活性可以有效抑制卵巢癌细胞的增殖并
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９］。在卵巢癌耐药细胞株

ＯＶＣＡＲ３／ＣＤＤＰ中，Ａｋｔ基础磷酸化水平明显高于亲
代细胞株ＯＶＣＡＲ３，顺铂可以抑制亲代细胞株中 Ａｋｔ
酶的活性，但对卵巢癌耐药细胞株却无此作用［１０］，使

用ＰＩ３Ｋ的抑制剂可以显著提高耐药细胞株对顺铂的
敏感性［１１］，表明ＰＩ３Ｋ／ＡＫＴ信号通路的激活是卵巢癌
细胞产生顺铂耐受性的重要原因。ＬｅｖａｔｉｃＪ等［１２］研

究发现Ａｋｔ介导的耐药性可能与作用于ＭＤＲ１进而促
进Ｐｇｐ的表达相关，在肿瘤细胞内，Ｐｇｐ通过利用

·３３９·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ＡＴＰ提供的能量降低细胞内药物的浓度从而使细胞产
生耐药性［１３－１５］；Ｐｇｐ卵巢癌中的表达明显升高，而 Ｐ
ｇｐ的过表达与卵巢癌的化疗耐药及预后密切相
关［１６－１７］，这些研究提示卵巢癌细胞中Ａｋｔ信号通路介
导的多药耐药性与 Ｐｇｐ的过表达可能存在着一定的
相关性。

姜黄素是从姜科姜黄属植物姜黄根茎中提取的一

种酚类色素，以往大量研究表明姜黄素具有抗炎、抗

菌、保肝、治疗创伤、抗癌、抗病毒等多种作用［４］，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多中心实验室研究表明姜黄

素具有优良的抗肿瘤作用，姜黄素可以诱导人类多种

恶性肿瘤细胞的分化并抑制增殖［１８］，此外，姜黄素还

可以可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１９］，同时还可以与顺铂、

丝裂霉素发挥协同作用，进而发挥化疗增敏作用，这对

于耐药肿瘤细胞株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证

实姜黄素可以通过抑制Ａｋｔ信号通路有效抑制卵巢癌
细胞的增殖，并对其增殖和凋亡产生重要作用，但目前

尚不清楚姜黄素是否可以发挥抑制卵巢癌多药耐药性

的作用，本实验结果显示：１５～３５ｍｏｌ／Ｌ范围内的顺铂
浓度对人卵巢癌耐药ＯＶＣＡＲ３／ＤＤＰ细胞有明显的抑
制增殖作用，并呈现时间 －剂量效应关系。与单纯使
用顺铂组相比，联合使用姜黄素能显著增加 ＯＶＣＡＲ
３／ＤＤＰ细胞对顺铂的化疗敏感性，明显降低耐药细胞
的生存率和增加凋亡，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发现，姜黄

素可以显著降低耐药细胞的 ｐＡｋｔ和 Ｐｇｐ的表达，这
可能是其发挥抗耐药性的重要机制。

综上所述，姜黄素可以通过抑制 ｐＡｋｔ的表达逆
转Ｐｇｐ介导的肿瘤多药耐药性，通过本项目的实施，
将能让我们创新且丰富姜黄素逆转卵巢癌 ＭＤＲ作用
机制，开拓姜黄素抗肿瘤治疗的新领域，为姜黄素在肿

瘤防治方面的应用提供新的理论思路，为将来使用姜

黄素替代或部分替代目前价格昂贵的肿瘤靶向治疗药

物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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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Ｎｅｔｒｉｎ１在妊娠期糖尿病胎盘中的表达及其意义研究
钟少平，刘霞，傅亚军，彭忠英，沈华祥，朱小玉

摘要：目的　胎儿生长部分取决于胎盘丰富血供。妊娠期糖尿病胎儿体重常增加明显，神经突起导向因子 Ｎｅ
ｔｒｉｎ１具有促血管新生作用，检测晚期正常妊娠及妊娠期糖尿病胎盘的微血管密度，同时测定相应胎盘表达 Ｎｅ
ｔｒｉｎ１的情况及患者娩出新生儿出生体重，从而探讨 Ｎｅｔｒｉｎ１在妊娠期糖尿病中影响胎儿生长的可能机制。方
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２日间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剖宫产终止妊娠孕妇共４６例，其中２８例正
常足月妊娠孕妇为对照组，１８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组。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对所有入选病例胎盘中
微血管数目；用实时定量ＰＣＲ及蛋白免疫印迹检测所有入选病例胎盘Ｎｅｔｒｉｎ１表达情况，同时测定相应新生儿出
生体重。结果　在每高倍镜视野下正常足月妊娠及妊娠期糖尿病胎盘中，微血管密度依次为６６．２９±７．３２、９４．９４
±４．６６。与正常足月妊娠相比，妊娠期糖尿病胎盘微血管密度增加明显（Ｐ＜０．０５）。正常足月妊娠及妊娠期糖
尿病两组胎盘组织Ｎｅｔｒｉｎ１ｍＲＮＡ含量依次为１．００±０．００及３．０９±０．１４，正常足月妊娠及妊娠期糖尿病两组胎
盘组织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含量依次为１．００±０．００及３．２０±０．３９。与正常足月妊娠相比，妊娠期糖尿病胎盘 Ｎｅｔｒｉｎ１
表达水平增加明显（Ｐ＜０．０５）。正常足月妊娠及妊娠期糖尿病两组新生儿出生体重依次为（３３６２．８６±４１３．６５）
ｇ、（３８３８．６１±３３２．０２）ｇ。同时两组新生儿出生体重可见相同变化趋势（Ｐ＜０．０５）。结论　Ｎｅｔｒｉｎ１可能通过血
管新生过程影响妊娠期糖尿病胎儿宫内生长过程。

关键词：血管新生；妊娠期糖尿病；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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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ｙ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ｆ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
是围生期常见的并发症，可导致孕产妇和围生儿较高

的发病率和病死率［１］。大量研究表明，２０％ ～４０％的
糖尿病患者所娩胎儿出生体重大于第 ９０位百分数。
胎儿发育异常始于妊娠２０周。在出生体重、身长接近

基金项目：浙江省嘉兴市科技局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ＡＹ１０７３１；
２０１２ＡＹ１０７３５；２０１２ＡＹ１０７３６）；２０１２年浙江省医药
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ＫＹＢ２０９）；嘉兴市生殖与遗
传创新团队专项基金（２０１１）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１５浙江省嘉兴市，嘉兴学院附属妇幼保健院妇
产科（钟少平，刘霞，彭忠英，沈华祥，朱小玉）；病理

科（傅亚军）

通讯作者：钟少平，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８６＠１６３．ｃｏｍ

的情况下，ＧＤＭ儿较非糖尿病儿的脂肪明显增多、肩
宽、头肩比偏小，这主要与孕妇的高血糖导致胎儿高血

糖，使胎儿胰腺 β细胞增生和胰岛素浓度升高有关。
进一步研究亦证实胰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
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可能参与了 ＧＤＭ的发
生［２］。前期笔者研究已证实，孕期高游离脂肪酸能够

影响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诱导和加重 ＩＲ过程，导致
ＧＤＭ发生［３］。最近研究表明，ＧＤＭ妊娠中期患者体
内存在内皮组细胞（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ＥＰＣｓ）
功能的改变能够导致葡萄糖水平异常，参与了ＧＤＭ的
发生［４］。基于 ＥＰＣｓ具有明显的血管新生功能，而血
管新生与胎盘发生及功能密切相关，同时前期笔者研

究亦证实胎儿生长受限胎盘异常能够导致新生儿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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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异常，期间可能受到血管新生因子 Ｎｅｔｒｉｎ１的影
响［５－６］，据此笔者推断，在 ＧＤＭ的发生过程中，Ｎｅｔｒｉｎ
１可能通过影响血管新生的改变，介导了 ＧＤＭ的发
生，并影响ＧＤＭ胎儿体重的异常，并进行了相应的研
究，现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３年９月
１２日在本院行剖宫产终止妊娠的孕妇４６例。所有入
选对象既往无不良妊娠史，无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

慢性肾炎等病史。其中２８例正常足月妊娠组为对照
组，１８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组，妊娠期糖尿病
的临床诊断参考《妇产科学》第７版［７］。胎盘娩出后

立即取胎盘母体面中央组织约１ｃｍ×１ｃｍ×１ｃｍ大
小６份，用ＰＢＳ缓冲液反复冲洗所选胎盘组织，其中２
份用１０％甲醛固定，并常规石蜡包埋切片后供免疫组
化测定；另４份置于灭活的冻存管中迅速放置于液氮
中保存。

１２　实验试剂　鼠抗人 ＣＤ３４单克隆抗体、兔抗人
Ｎｅｔｒｉｎ１单克隆抗体及ＡＢＣ试剂盒均购自武汉博士德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ＳＤＳＰＡＧＥ凝胶试剂盒购自武汉
谷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ＴＲＩＺＯＬ试剂购自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司，ＲｅｖｅｒＴｒａＡｃｅα及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ｐｌｕｓ试剂盒购自 ＴＯＹＯＢＯ公司，Ｌｉｇｈｔｃｙｃｌｅｒ
荧光ＰＣＲ扩增仪来自Ｒｏｃｈｅ公司。其中Ｎｅｔｒｉｎ１及β
ａｃｔｉｎ特异性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均由上海生工生物工
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Ｎｅｔｒｉｎ１、βａｃｔｉｎ特异性引物的核苷酸序列

项目 Ｎｅｔｒｉｎ１ βａｃｔｉｎ

正义链 ５’ＴＧＧＧＧＣＧＧＴＴＧＴＣＣＴＡＴＴＴＣ３’ ５’ＧＴＴＧＣＧＴＴＡＣＡＣＣＣＴＴＴＣＴＴＧ３’
反义链 ５’ＧＣＣＴＴＧＴＴＧＣＴＴＧＧＣＧＴＧＴ３’ ５’ＣＴＧＣＴＧＴＣＡＣＣＴＴＣＡＣＣＧＴＴ３’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胎盘微血管密度测定　对胎盘组织行常规
ＳＡＢＣ法染色，采用 ｏｒｒｅ等学者介绍方法进行微血管
密度测定：每张切片随机取４个视野，见 ＣＤ３４染色阳
性并有管腔样结构，管腔内血细胞少于８个确定为微
血管，并在高倍镜（×４００）下行微血管数分析。经 ４
位不同工作者分别计数同一视野血管密度，一张切片

分别选取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及中央５个视野，每个
视野均重复计数，取平均值得该张切片最后血管密

度［８］。

１３２　胎盘 Ｎｅｔｒｉｎ１ｍＲＮＡ检测　采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法检测胎盘组织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其
中扩增条件：首轮变性９５℃ ×２ｍｉｎ；变性９５℃ ×１５
ｓ、退火７２℃×３０ｓ、延伸７２℃×４５ｓ、末轮延伸７２℃
×１０ｍｉｎ，共４０个循环。
１３３　胎盘 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水平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检
测　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检测胎盘组织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

表达水平，其中凝胶每孔上样时按每孔加入２０μｇ总
蛋白质进行上样后常规经１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转印至
ＰＶＤＦ膜上，并相应加入一抗及二抗 ４℃孵育过夜。
其中一抗兔抗人Ｎｅｔｒｉｎ１单克隆抗体按１∶３００稀释，
一抗鼠抗人βａｃｔｉｎ单克隆抗体按１∶２００稀释。次日
分别加入１∶３０００稀释的羊抗兔及羊抗小鼠 ＩｇＧＨＲＰ
反应后，行化学发光反应，并常规处理获得各条带光密

度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实验数据记录采用（ｘ±ｓ）表示，行组间 ｔ检验，
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资料结果　入选病例临床资料如表２所示，
各组间孕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正常足月妊娠

组新生儿出生体重较 ＧＤＭ组新生儿出生体重减轻明
显。

表２　２组剖宫产终止妊娠孕妇一般临床资料

组别 例数 孕妇年龄（岁） 胎儿孕龄（ｄ） 新生儿体重（ｇ）

正常足月妊娠组 ２８ ２７．３６±２．３９ ２７９．００±２４．８２ ３３６２．８６±４１３．６５
ＧＤＭ组 １８ ２７．２８±８．２１ ２７６．５４±６．９１ ３８３８．６１±３３２．０２
ｔ值 ０．１０ ０．５０ ４．１０
Ｐ值 ０．９２ ０．６２ ０．００

２２　正常足月妊娠及ＧＤＭ患者胎盘微血管表达　常
规ＳＡＢＣ法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的细胞膜内有
棕黄色沉淀，染色明显高于背景，见图１（见封三）。图
片中可明显见血管内皮细胞内棕色颗粒沉着，并有管

腔样结构。采用前述实验方法，计算相应标本中微血

管密度，在每高倍镜视野下正常足月妊娠及ＧＤＭ胎盘
中，微血管数依次为（６６．２９±７．３２）个及（９４．９４±
４．６６）个。统计表明，正常足月妊娠胎盘明显低于
ＧＤＭ患者每高倍镜下血管密度差异（ｔ＝１４．７６，Ｐ＜
０．０１）。
２３　２组胎盘组织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表达情况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结果显示：正常足月妊娠组及 ＧＤＭ患者中 Ｎｅ
ｔｒｉｎ１ｍＲＮＡ为１．００±０．００及３．０９±０．１４，结果表明，
Ｎｅｔｒｉｎ１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在正常足月妊娠胎盘明显低
于ＧＤＭ患者组胎盘（ｔ＝２９．８５，Ｐ＜０．０１）。ｗｅｓｔｅｒｎ印
迹检测不同组织标本结果显示，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表达情况
在２组胎盘组织中具有相同趋势，正常足月妊娠组及
ＧＤＭ患者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水平为 １．００±０．００及
３．２０±０．３９，２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０．３８，
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生理妊娠维持需要胎盘行使正常的生物功能，其
中主要涉及滋养细胞对子宫螺旋小动脉的“血管重

塑”及血管内皮祖细胞参与的“血管新生”２个过程。
滋养细胞弥散浸润并局限于子宫蜕膜上１／３，侵袭其
间部分子宫螺旋小动脉，破坏螺旋小动脉内皮细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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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平滑肌细胞后细胞表型发生变化，由富于侵袭的

滋养细胞型转化为具备衬附功能的内皮表型，此时，滋

养细胞侵袭过程也骤然停止。螺旋小动脉被破坏后可

暴露部分平滑肌，平滑肌细胞表面表达的 Ｎｅｏｇｅｎｉｎ蛋
白具有趋化功能，它能募集富表达 Ｎｅｔｒｉｎ１因子的内
皮祖细胞。当部分内皮祖细胞到达被破坏内皮细胞及

血管平滑肌的小动脉处时，能定向分化为血管内皮细

胞并衬附于血管破坏处，再次构建完整的血管结构，即

原始胎盘结构。同时，血管内皮祖细胞通过募集于原

始胎盘部位，并诱导定向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经过分

裂、增殖等血管新生过程，参与原始血管的构建。同时

随着妊娠不断进展，上述滋养细胞对子宫螺旋小动脉

重塑过程及由血管内皮祖细胞参与的血管新生过程不

断交叉，并通过血流动力学的作用，最终形成具备复杂

网络结构的胎盘，维持妊娠进行［９］。当血管新生丰富

时，胎盘相应能够生长良好并很好的发挥营养输送及

物质交换功能，胎儿体重能够得到较快的生长。

Ｎｅｔｒｉｎ１是一种在神经轴突发生过程中起导向作
用的因子，神经轴突发生与血管形成具有一定的类似

特性：神经轴突发生及血管形成时均呈现“芽生”样生

长，在形态上呈现“树枝”样构建，并且两者常常在同

一部位相伴发展。据此，笔者认为 Ｎｅｔｒｉｎ１可能亦具
备血管新生因子作用，能够影响滋养细胞的功能。上

述观点在笔者前期实验中得到证实：当人早孕绒毛滋

养细胞受到 Ｎｅｔｒｉｎ１可溶性受体刺激时，人早孕绒毛
滋养细胞分泌 Ｎｅｔｒｉｎ１活性增强，并且人早孕绒毛滋
养细胞生物学功能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早期绒毛构

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后续进一步研究笔者证实，在胎

盘形成过程一直至妊娠晚期胎盘结构及功能的正常维

持过程中，血管内皮祖细胞及其定向分化来的内皮细

胞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分泌 ＶＥＧＦ、Ｎｅｔｒｉｎ１等
因子，刺激内皮细胞分裂、增殖，并相互粘连，达到原始

血管管腔形成，参与血管新生过程，并可进一步提供滋

养细胞丰富血供，维持妊娠的进行及发展［１０］。

ＣＤ３４染色阳性为内皮细胞特征性标准之一，通过
ＣＤ３４染色来判断微血管数目的多少，临床常根据这一
特征来计算肿瘤标本中血管新生情况，据此判断肿瘤

发生、发展情况［１１］。鉴于肿瘤组织与胎盘组织具备一

定的类似生物学特性：肿瘤细胞及滋养细胞均具有侵

袭生长特性，两者侵袭特点在于滋养细胞侵袭过程具

有可控性，同时它们在维持生物学功能过程中均需要

丰富的血管来供血供氧。据此，笔者在胎盘生物学功

能判断里引入微血管概念。当胎盘部位微血管丰富

时，胎盘血供功能相应丰富，胎儿生长变重明显。相应

的在实验中得到证实：ＧＤＭ组胎盘部位具有较多数量
的微血管，并且所娩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明显重于正常

足月妊娠组。可见，母胎界面血管新生在妊娠期糖尿

病发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血管新生影响了胎儿生

长过程。

前期笔者亦发现胎盘部位来源血管内皮祖细胞表

达Ｎｅｔｒｉｎ１，并且Ｎｅｔｒｉｎ１可能通过影响胎盘部位血管
新生过程及调节滋养细胞血管重塑过程来影响子痫前

期及胎儿生长患者的胎儿生长过程［５－６］。在本研究

中，笔者发现在ＧＤＭ患者胎盘部位存在 Ｎｅｔｒｉｎ１高表
达及较多巨大儿。据此可以推断，Ｎｅｔｒｉｎ１可以调节胎
盘部位血管新生来促进胎儿生长。但需指出的是，胎

儿宫内生长影响因素众多，在本次研究中，笔者亦观察

到部分ＧＤＭ组新生儿出生体重明显低于正常足月妊
娠组孕妇的情况。因此，ＧＤＭ分娩巨大儿数量偏多的
现象除与既往公认的ＩＲ以外，血管新生过程亦是一个
值得重视的因素，并受到众多血管新生相关因子的影

响，具体探索工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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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新生儿感染性肺炎血清生化指标检测分析
韩桂贤，肖招英

摘要：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ＰＣＴ）、超敏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白细胞（ＷＢＣ）联合检测对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临
床价值。方法　感染性肺炎新生儿１８８例，分为细菌感染组６６例、混合感染组３０例与其他组９２例。同期非感
染疾病新生儿１８０例为对照组。比较各组血清中ＰＣＴ、ＣＲＰ水平和 ＷＢＣ计数结果。结果　新生儿 ＰＣＴ、ＣＲＰ及
ＷＢＣ三项联合检测实验组、细菌感染组、混合感染组与其他组的灵敏度分别为８１．２％、９６．１％、８３．２％、３８．６％，
特异度分别为７３．４％、８９．９％、６６．４％、６８．４％；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均高于单项检测。治疗前，细菌感染
组和混合感染组各指标比对照组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治疗后，上述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ＰＣＴ、ＣＲＰ及ＷＢＣ对于新生儿血清的鉴别诊断、疗效监测，指导抗生素用药及疗效评价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降钙素原；Ｃ反应蛋白；白细胞；新生儿感染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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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感染性肺炎是新生儿常见病，在临床上也
是引起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通常可由细菌、病毒、

原虫或衣原体等引起［１］。据统计，围生期患儿感染性

肺炎病的病死率约为５％ ～２０％，降钙素原（ＰＣＴ）、超
敏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白细胞（ＷＢＣ）是实验室检测
的重要项目［２］。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三项检测对于新生

儿感染性肺炎的治疗具有重要临床指导价值，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在我
院确诊为感染性肺炎的新生儿１８８例。分为细菌感染
组６６例、混合感染组３０例与其他组９２例。其中细菌
感染组，男 ４５例，女 ２１例，出生日龄 ２～３０ｄ，平均
（１３．１６±２．１７）ｄ；混合感染组中，男１４例，女１６例，出
生日龄３～２９ｄ，平均（１３．２２±１．１３）ｄ；其他组中，男
５４例，女 ３８例，出生日龄 ２～３１ｄ，平均（１４．００±
０．２３）ｄ。同期出生的１８０例非感染疾病（包括非感染
引起的新生儿黄疸、高危儿、巨大儿）的新生儿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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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男 ９５例，女 ８５例，出生日龄 ２～３０ｄ，平均
（１４．１２±０．２２）ｄ。４组新生儿一般资料上对比，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

１２　研究方法　新生儿 ＰＣＴ、ＣＲＰ水平使用 ＲＯＣＨＥ
Ｐ８００仪器进行检测，其中，ＰＣＴ＞０．２５ｎｇ／ｍｌ为阳性，
ＣＲＰ＞５ｍｇ／Ｌ为阳性。ＷＢＣ计数采用ＳＹＳＭＥＸ１８００ｉ
进行检测，并且以 ＷＢＣ＞２０．０×１０９／Ｌ为阳性。在应
用抗菌药物前进行首次检测，治疗５～７ｄ后再次进行
检测。并比较治疗前后检测结果的差异。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１．０数据
包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　新生儿ＰＣＴ、ＣＲＰ及
ＷＢＣ三项联合检测实验组、细菌感染组、混合感染组
与其他组的灵敏度分别为 ８１．２％、９６．１％、８３．２％、
３８．６％，特异度分别为 ７３．４％、８９．９％、６６．４％、
６８．４％；对照组中ＰＣＴ、ＣＲＰ及 ＷＢＣ的灵敏度分别为
６０．３％、４２．０％、２０．３％，特异度分别为 ７０．４％、
３７．８％、３５．７％；细菌感染组患者中 ＰＣＴ、ＣＲＰ及 ＷＢＣ
的灵敏度分别为９０．２％、８２．１％、３８．９％，特异度分别
为８８．８％、７０．３％、３６．２％；混合感染组患者中 Ｐ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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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Ｐ及 ＷＢＣ的灵敏度分别为 ８０．４％、５３．５％、
２２．１％，特异度分别为 ８２．６％、７０．３％、３９．４％；其他
组患者中ＰＣＴ、ＣＲＰ及ＷＢＣ的灵敏度分别为３０．５％、
２１．５％、３．５１％，特异度分别为 ８９．９％、６８．３％、
３６．７％。
２２　各组血清 ＰＣＴ比较　治疗前，细菌感染组 ＰＣＴ
水平比对照组明显升高；混合感染组 ＰＣＴ水平也比对
照组明显升高；而细菌感染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新生

儿中血清 ＰＣＴ水平明显降低；混合感染组患者治疗前
后比较，新生儿中血清 ＰＣＴ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４组新生儿治疗前后血清ＰＣＴ均值的比较（ｘ±ｓ，ｎｇ／ｍｌ）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细菌感染组 ６６ ２．４９±０．０３ａ ０．０３±０．０１ｃ

混合感染组 ３０ ２．３６±０．０５ｂ ０．０４±０．０１ｄ

其他组 ９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对照组 １８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ｔ＝２．１２，Ｐ＜０．０５；ｂｔ＝２．１４，Ｐ＜０．０５。与治疗
前比较，ｃｔ＝２．３５，Ｐ＜０．０５；ｄｔ＝２．３７，Ｐ＜０．０５。

２３　各组ＣＲＰ比较　治疗前，细菌感染组 ＣＲＰ水平
比对照组明显升高；混合感染组 ＣＲＰ水平也比对照组
明显升高；而细菌感染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新生儿中

血清ＣＲＰ水平明显降低；混合感染组患者治疗前后比
较，新生儿中血清 ＣＲＰ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４组新生儿治疗前后血清ＣＲＰ均值比较（ｘ±ｓ，ｍｇ／Ｌ）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细菌感染组 ６６ ５４．０４±９．１３ａ ３．２３±１．１１ｃ

混合感染组 ３０ ２５．４２±５．２５ｂ ４．５４±１．０７ｄ

其他组 ９２ ５．１２±０．２０ ５．０２±０．０７
对照组 １８０ ３．６７±１．０１ ３．１２±０．２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ｔ＝２．２４，Ｐ＜０．０５；ｂｔ＝２．１８，Ｐ＜０．０５。与治疗
前比较，ｃｔ＝２．２７，Ｐ＜０．０５；ｄｔ＝２．３３，Ｐ＜０．０５。

２４　各组新生儿中 ＷＢＣ计数的比较　在治疗前，细
菌感染组 ＷＢＣ计数比对照组明显升高；混合感染组
ＷＢＣ计数也比对照组明显升高；而细菌感染组患者治
疗前后比较，新生儿中血清 ＷＢＣ计数明显降低；混合
感染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新生儿中血清ＷＢＣ计数明
显降低；其他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新生儿中血清

ＷＢＣ计数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４组新生儿治疗前后血清ＷＢＣ均值的
比较（ｘ±ｓ，×１０９／Ｌ）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细菌感染组 ６６ ５１．３２±８．６６ａ １４．９８±１．２４ｃ

混合感染组 ３０ ２５．５２±７．４５ｂ １７．３４±２．０１ｄ

其他组 ９２ １９．１６±３．２５ １７．０２±１．０７ｅ

对照组 １８０ １８．６７±２．１１ １７．１４±０．９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ｔ＝２．２８，Ｐ＜０．０５；ｂｔ＝２．１７，Ｐ＜０．０５。与治疗
前比较，ｃｔ＝２．２４，Ｐ＜０．０５；ｄｔ＝２．３４，Ｐ＜０．０５；ｅｔ＝２．２４，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由细菌、病毒、支原体等不同的

病原体引起，血清 ＰＣＴ是反应细菌感染的重要指标，
健康人群血中其含量很低，当发生细菌感染后血清

ＰＣＴ浓度明显升高［３］。ＣＲＰ是反应全身炎性过程的重
要指标，当发生炎症反应时其浓度迅速提高，且反应迅

速，能在２４～４８ｈ内达到峰值［４－６］。ＷＢＣ作为检测细
菌性感染的传统指标，临床上一直被用来判断患儿的

生理病理状态，并且能够反映出患儿的免疫状态。健

康人血中仅含有少量的 ＰＣＴ，细菌感染后 ＰＣＴ会明显
升高［３，７－８］。本研究中，新生儿ＰＣＴ、ＣＲＰ及ＷＢＣ三项
联合检测实验组、细菌感染组、混合感染组与其他组的

灵敏度与特异度均较高；在治疗前，细菌感染组和混合

感染组ＰＣＴ水平比对照组均明显升高。细菌感染组
和混合感染组治疗前后比较，血清 ＰＣＴ水平均明显降
低，表明ＰＣＴ是检测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灵敏指标。
同样地，ＣＲＰ在治疗前细菌感染组和混合感染组也比
对照组明显升高。而细菌感染组治疗前后比较，ＣＲＰ
水平明显降低；混合感染组治疗前后比较，ＣＲＰ水平明
显降低，表明ＣＲＰ是检测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有效指
标。而治疗前细菌感染组和混合感染组 ＷＢＣ比对照
组均明显升高。而细菌感染组和混合感染组治疗前后

比较，ＷＢＣ均明显降低；其他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ＷＢＣ明显降低，但 ＷＢＣ一般来说，容易易受年龄大
小、日间变化、药物作用等因素的影响，而 ＰＣＴ和 ＣＲＰ
是比较敏感的指标，能够弥补ＷＢＣ检测的不足［９－１０］。

综上所述，ＰＣＴ、ＣＲＰ及 ＷＢＣ三者联合检测对新
生儿的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指导抗生

素类药物的使用和防止药物滥用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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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更昔洛韦应用于儿童流行性腮腺炎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斯琼

摘要：目的　探讨更昔洛韦治疗儿童流行性腮腺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７８例流行性腮腺炎患儿随
机分为对照组（ｎ＝２６）和治疗组（ｎ＝５２），各应用５ｄ的２０ｍｇ／（ｋｇ·ｄ）利巴韦林治疗和４．５ｍｇ／（ｋｇ·ｄ）更昔洛
韦治疗。比较２组的临床综合疗效和安全性。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０．３８％）显著高于对照组（６９．２３％），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５８５，Ｐ＝０．０１８）。２组合并脑膜炎患者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４．４４％）显著高于对照组
（７０．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４３７，Ｐ＝０．０３５）。治疗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常见药物不良反应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　更昔洛韦用于治疗儿童流行性腮腺炎，疗效好，住院时间短，住院费用低，值得在临床中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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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４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０．００％），χ２＝４．４３７，Ｐ＝０．０３５．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ｎｄｅｘ
ｐｅｎｓｅ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ｍｕｍｐｓ．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ｍｐ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Ｒｉｂａｖｉｒｉｎ

　　流行性腮腺炎作为呼吸道传染病常见于儿童和青
少年，亦有成人发病［１－２］，主要由腮腺炎病毒侵犯腮腺

引起，有研究指出流行性腮腺炎作为全身性感染侵犯

机体其他组织器官，病毒常累及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或其他腺体器官而发生相应的临床症状，严重危害儿

童身体健康［３］。近年研究发现，利巴韦林作为传统抗

病毒药物在腮腺炎的治疗效果不佳，对病情不能进行

有效控制，为此亟待寻求其他有效药物进行针对性治

疗。本文探讨了更昔洛韦用于治疗儿童流行性腮腺炎

的疗效和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
我院进行治疗的儿童流行性腮腺炎患者７８例。其中
男性５０例，女性２８例，平均年龄为（１２．８２±４．５３）岁，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采用更昔洛韦进行

治疗，共５２例，其中合并脑膜炎３６例；对照组采用利
巴韦林进行治疗，共２６例，其中合并脑膜炎２０例。２
组年龄、性别等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予更昔洛韦（浙江泰康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４．５ｍｇ／（ｋｇ·ｄ）加入５％葡萄糖注射液，
１次／ｄ，静滴５ｄ为１个疗程。对照组予注射用利巴韦
林（上海哈森现代药业有限公司）１５ｍｇ／（ｋｇ·ｄ）加入

作者单位：３１１８１１浙江省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

５％的葡萄糖注射液，２次／ｄ，静滴５ｄ为１个疗程。２
组患儿均给予对症支持治疗，观察并记录患者治疗后

临床症状的变化。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疗程结束后判断疗效，显效：４８
ｈ内体温正常，一般状况好转，７２ｈ内头痛、呕吐、颈抵
抗消失，腮腺肿胀明显减轻，能正常张口、咀嚼时不痛。

有效：７２ｈ内体温正常，一般状况好转，５ｄ内头痛、呕
吐、颈抵抗消失，腮腺肿胀明显减轻，能正常张口、咀嚼

时不痛。无效：治疗４ｄ，发热、头痛未减轻，腮腺肿胀，
张口、咀嚼时疼痛改善不明显，合并细菌感染或其他并

发症。总有效率 ＝（显效 ＋有效）例数／总例数 ×
１００％。药物安全性通过患者用药期间出现不良反应
数量进行评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使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
表示，采用 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评价　治疗１个疗程后比较疗效，治疗组总
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组较对照组明显改善，２组疗效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组患者中合并脑膜炎患者治疗１个疗程疗效比

较，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较对照组明显改善（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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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９，Ｐ＝０．０００），２组疗效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组流行性腮腺炎患儿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２６ １３（５０．００） ５（１９．２３） ８（３０．７７） １８（６９．２３）
治疗组 ５２ ３６（６９．２３） １１（２１．１５） ５（９．６２） ４７（９０．３８）
Ｚ／χ２值 ４．６５５ ５．５８５ａ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注：ａ为χ２值；对照组采用利巴韦林治疗，治疗组采用更昔洛韦治
疗。

表２　２组流行性腮腺炎中合并脑膜炎患儿
临床疗效比较分析（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２０ ８（４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１６（７０．００）
治疗组 ３６ ２６（７２．２３） ８（２２．２１） ２（５．５６） ３４（９４．４４）
Ｚ／χ２值 ５．２８９ ４．４３７ａ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

　　注：ａ为χ２值；对照组采用利巴韦林治疗，治疗组采用更昔洛韦治
疗。

２２　２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分析　治疗组住院时
间和住院费用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流行性腮腺炎患儿住院时间和住院费比较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ｄ） 住院费用（元）

对照组 ２６ ６．２±１．５ ９７４．２±１１３．６
治疗组 ５２ ４．０±０．９ ８２５．１±９８．７
ｔ值 ８．０８４ ５．９７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对照组采用利巴韦林治疗，治疗组采用更昔洛韦治疗。

２３　药物安全性分析　结果表明，治疗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７．６９％（４／５２），与对照组 ２８．８４％（５／２６）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２６０，Ｐ＝０．１３３）。不良
反应≥１％的临床表现有食欲不振、恶心、心悸、白细胞
下降、血小板下降、肝功能异常、皮疹等。

３　讨　论
　　目前，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导致
腮腺炎发病的腮腺炎病毒为核糖核酸型病毒即 ＲＮＡ
型，与副流感，麻疹、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毒同属于副

黏液病毒科［４－５］。它对腺体和神经组织有较高的亲和

力，常带来机体其他组织器官的损害而出现相应的症

状。患者腮腺炎除原发病灶外其他组织病变常表现不

明显，故就诊时仅单一腮腺炎病灶而无其他部位症状

的表现，为此其他部位易漏诊而引发严重后遗症［６］。

流行性腮腺炎目前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主要是抗病

毒和对症治疗，既往发病常选用利巴韦林进行治疗，但

疗效不佳，更昔洛韦作为新一代的抗病毒药物，在儿童

流行性腮腺炎临床抗病毒治疗中不断得到应用。

更昔洛韦作为继阿昔洛韦后新开发的广谱抗病毒

药物，其结构主要是一种核苷类似物，具有较广泛的强

效抗病毒作用。本研究显示，治疗组患者显效率和总

有效率 （６９．２３％ 和 ９０．３８％）显著高于对照组
（５０．００％和６９．２３％），可见更昔洛韦在治疗儿童流行
性腮腺炎的疗效要优于利巴韦林。利巴韦林在细胞内

被腺苷激酶磷酸化形成单磷酸，干扰鸟苷酸的合成，从

而阻断病毒ＤＮＡ链的延长，研究显示利巴韦林的抗病
毒比较依赖腺苷激酶，易产生耐药性［７－８］。而更昔洛

韦进入细胞后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抗病毒，一种是

由病毒的激酶诱导生成三磷酸化物，竞争性地抑制病

毒的ＤＮＡ聚合酶而终止病毒 ＤＮＡ链的延长，另一种
途径则是直接和病毒 ＤＮＡ进行杂合，从而终止病毒
ＤＮＡ链的延长，故其抗病毒疗效较好且耐药率低［９］。

研究还显示，治疗组中儿童流行性腮腺炎合并脑

膜炎的治愈率（９４．４４％）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０．００％），
表明更昔洛韦治疗腮腺炎合并脑膜炎的疗效更为显

著，主要是更昔洛韦的分子量相对较小，更易透过血脑

屏障，故其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抗病毒治疗效果优于利

巴韦林［１０］。此外，本研究中采用更昔洛韦进行治疗的

患儿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较对照组明显降低，表明

该药更利于流行性腮腺炎患儿的临床治疗。

药物安全性的研究显示，更昔洛韦与利巴韦林的

药物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可见更昔洛韦的安全性与

利巴韦林相似，且更昔洛韦对人体正常细胞的不良作

用较弱，对组织器官的毒性较低，安全性高［１１－１２］，对于

该药的不良反应仍需进一步扩大临床样本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在儿童流行性腮腺炎的治疗中，更昔洛

韦较利巴韦林疗效好，安全性高，毒副作用低，值得在

临床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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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生殖道 ＨＰＶ与其它病原体感染关系的探讨
努尔比亚·阿布拉，姚丽艳

摘要：目的　探讨女性生殖道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ＨＰＶ）感染与其它病原体感染的关系。方
法　收集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住院患者ＨＰＶ分型一种亚型或多种亚
型呈阳性的患者７３例，ＨＰＶ分型亚型呈阴性患者８０例，２组患者均进行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细菌性阴道
病、假丝酵母菌和阴道毛滴虫的检测，统计分析检测结果，了解生殖道ＨＰＶ感染与其它病原体感染有无相关性。
结果　ＨＰＶ呈阳性的７３例患者中，１５例为ＨＰＶ多种亚型混合感染，其余５８例为单一的ＨＰＶ亚型感染，其中中
高危型ＨＰＶ阳性者占８９．７％，检出率较高的为ＨＰＶ５２型、１６型、５３型、６６型；低危型ＨＰＶ阳性者占１０．０３％，主
要有６型、１１型、４３型。ＨＰＶ阳性组和 ＨＰＶ阴性组与生殖道其它病原体感染单因素比较：解脲支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５），其它病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不具有显著性意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具有相关性（ＯＲ＝２．４０１，９５％ＣＩ为１．１７３～４．９１４，Ｐ＜
０．０５），解脲支原体是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细菌性阴道病、假丝酵母菌、阴道毛滴虫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无相关性（Ｐ均＞０．０５）。结论　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感染与ＨＰＶ感染具有相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可增
加ＨＰＶ感染；沙眼衣原体、细菌性阴道病、假丝酵母菌、阴道毛滴虫感染与ＨＰＶ感染无明显相关性。
关键词：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生殖道；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细菌性阴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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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７３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５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
ｍｉｘｅｄ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５８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ｓｉｎｇｌｅ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８９．７％ 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ＨＰＶ，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５３，ＨＰＶ６６；ＬｏｗｒｉｓｋｔｙｐｅｏｆＨＰＶｗａｓ１０．０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ＨＰＶ４３．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ｆｏｒ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ＨＰ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ＰＶａｎｄ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ＰＶａｎｄ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２．４０１，９５％ＣＩｉｓ１．１７３－４．９１４，Ｐ＜０．０５），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ｉ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ｎｄ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ｓ
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ＰＶａｎｄ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ａｎｄ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
ｎｏｓｉｓ

　　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ＨＰＶ）
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属于乳头多瘤空泡病毒科乳头瘤

病毒属，无包膜的小 ＤＮＡ病毒，主要在上皮及黏膜的
表面繁殖，导致不同程度的增生性病变，子宫颈的鳞状

上皮细胞与柱状上皮的连接处是ＨＰＶ的易感部位［１］。

根据ＨＰＶ基因组的同源性可将其分为１００余种型别，
其中３０余种与女性生殖道感染及病变有关。根据其
致病力的不同可分为低危型ＨＰＶ和高危型ＨＰＶ，低危
型（如 ＨＰＶ６、１１、３０型等）多导致宫颈上皮内瘤变
（ＣＩＮ）Ⅰ级及扁平疣类等良性病变，高危型（如 ＨＰＶ
１６、１８、５８型等）主要导致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及宫颈癌的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００乌鲁木齐市，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
产科

通讯作者：姚丽艳，Ｅｍａｉｌ：ｙａｏｌｉｙａｎｘｊ＠１２６．ｃｏｍ

发生。生殖道其它病原体如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

阴道毛滴虫都是寄生在泌尿生殖道的病原体，通过性

接触感染。其中沙眼衣原体是一种专性细胞内寄生的

原核细胞微生物［２］，易在宫颈上皮细胞内生长繁殖，导

致细胞破坏而直接引起组织和器官的损伤；支原体是

一种细胞壁缺乏，具有高度多形性、可塑性、易溶解性

的原核微生物［３］，主要通过其表面的特殊结构紧密地

粘附于宿主易感细胞受体上，使宿主细胞受损［４］；假丝

酵母菌为条件致病菌，呈酵母菌相少量寄生在妇女阴

道，当全身及阴道局部细胞免疫能力下降，酵母相转变

为菌丝相才出现症状；细菌性阴道病是阴道内正常菌

群失调所致的一种混合感染，多种致病菌的共同作用，

导致乳酸杆菌减少，酶和有机酸可破坏宿主的防御机

制，促进微生物进入生殖道，引起炎症。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高危型 ＨＰＶ可以导致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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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癌前病变，生殖道其它病原体感染是否是导致宫颈

病变乃至宫颈癌的因素仍不能明确，但当感染的病原

体种类增加时，发生宫颈病变及宫颈癌的危险性也随

着增高［５］。合并感染的其它病原体在宫颈癌前病变及

宫颈癌的发生中起重要的辅助、协同作用。本研究收

集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住院患者阴道分

泌物检测结果，综合分析生殖道 ＨＰＶ感染与沙眼衣原
体、解脲支原体、细菌性阴道病、假丝酵母菌和阴道毛

滴虫等生殖道其它病原体感染有无相关性，为进一步

降低由ＨＰＶ与其它病源微生物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前
病变及宫颈癌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期间
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住院患者中，

ＨＰＶ分型一种亚型或多种亚型呈阳性的患者７３例，
ＨＰＶ分型亚型呈阴性患者８０例。采取标本前３６ｈ内
无阴道用药史及性生活史。

１２　研究方法　ＨＰＶ检测方法：将采取的棉拭子上
的细胞洗脱于１ｍｌ的生理盐水中，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收集细胞，提取细胞ＤＮＡ，进行ＰＣＲ扩增，结果分析采
用达安图像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解脲支原体采集

分泌物后用微生物检验法检测，衣原体用胶体金法检

测；阴道毛滴虫和假丝酵母菌：将沾有阴道分泌物的棉

拭子涂在玻片上，滴一滴生理盐水，制成湿片，放在显

微镜下检查。细菌性阴道病，当每个高倍镜下白细胞

计数大于１５时诊断为细菌性阴道病。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进行比较，
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
件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ＨＰＶ及其基因分型检测结果　ＨＰＶ呈阳性的７３
例患者中，１５例为ＨＰＶ不同亚型混合感染，其余５８例
为单一的ＨＰＶ亚型感染，其中中高危型 ＨＰＶ阳性者
占８９．７％，检出率较高的为 ５２型（２０．７％）、１６型
（１７．２％）、５３型（１２．１％）、６６型（１０．３％）。低危型
ＨＰＶ阳性者占１０．０３％，主要有６型、１１型、４３型。
２２　ＨＰＶ感染与生殖道其它病原体感染相关性　
ＨＰＶ阳性组和ＨＰＶ阴性组与生殖道其它病原体感染
单因素比较，解脲支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５），其它病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不具有显著性意义。见表１。
　　ＨＰＶ感染与生殖道其它病原体感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 ＨＰＶ感染与解脲支原体感染存在显著
性意义，ＨＰＶ感染与沙眼衣原体、细菌性阴道病、假丝
酵母菌及阴道毛滴虫感染均无显著性意义。见表２。

３　讨　论
３１　概述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ＨＰＶ感染率的上
升，宫颈癌的发病率呈现上升及年轻化趋势，在我国每

年新发病例约１３万，居我国妇科恶性肿瘤首位。研究
认为［６］，宫颈癌的危险因素有以下三方面危险因素：①
包括细菌、病毒、支原体及衣原体等各种微生物的感染

等生物因素。②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多孕多产、多个性
伴侣、吸烟、口服避孕药等行为因素。③遗传易感性。
自从ＺｕｒＨａｕｓｅｎ于１９８５年提出ＨＰＶ是宫颈癌发病的
主要致病因子以来，相关医学研究认为，宫颈癌发病的

主要因素是高危型 ＨＰＶ持续感染。根据 ＨＰＶ致病
力，可将其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 ＨＰＶ主要有
ＨＰＶ６、１１、４２、４３、４４、５４、６１、７０、７２、８１、９１等，可引起
肛周皮肤及生殖道扁平疣或宫颈上皮内瘤变Ⅰ级等良
性病变，高危型有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
５２、５６、５８、５９等，主要导致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或宫颈癌的
发生，除此之外，可能高危型 ＨＰＶ有 ＨＰＶ５３、６６、６８、
７３、ＣＰ８３０４等。大部分妇女一生中经历过 ＨＰＶ感染，
而多数ＨＰＶ感染意味着一过性的感染，表现为长期的
隐性感染或感染自限性，即感染一段时间后，通过自身

的机体免疫作用将病毒清除［７］。只有部分发展为

ＨＰＶ持续感染，从而导致癌前病变或宫颈癌。也有许
多研究认为，ＨＰＶ感染的高峰期为１８～３０岁，３０岁以
后ＨＰＶ的感染率会明显下降，ＨＰＶ感染率随着年龄增
大明显下降，这也可以反映ＨＰＶ感染大部分为短暂感
染。ＨＰＶ感染以后引起宫颈癌需经历一个多步骤、复
杂的过程，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宫颈鳞状上皮细胞内增殖
性基底细胞，如果机体免疫功能不足以清除或控制病

毒感染，或存在其它促进因素的情况下，高危型 ＨＰＶ
的持续感染引起机体细胞染色体组的不稳定，从而导

致浸润性病变。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

质变，渐变到突变的缓慢过程。宫颈癌发生之前，有一

系列前驱病变，通常由宫颈不典型增生到原位癌，继

续发展为早期浸润癌，最后发展到浸润癌的连续过程。

表１　ＨＰＶ感染与生殖道其它病原体
感染相关性单因素分析（例）

类别 合计 ＨＰＶ阳性 ＨＰＶ阴性 ＨＰＶ阳性率（％） χ２值 Ｐ值

沙眼衣原体 阳性 １６ １１ ５ ６８．７５ ３．１７０ ＞０．０５
阴性 １３７ ６２ ７５ ４５．２６

解脲支原体 阳性 ５７ ３４ ２３ ５９．６５ ５．１８８ ＜０．０５
阴性 ９６ ３９ ５７ ４０．６３

细菌性阴道病 阳性 ６６ ３２ ３４ ４８．４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５
阴性 ８７ ４１ ４６ ４７．１３

假丝酵母菌 阳性 ３１ １６ １５ ５１．６１ ０．２３７ ＞０．０５
阴性 １２２ ５７ ６５ ４６．７２

阴道毛滴虫 阳性 １７ ７ １０ ４１．１７ ０．３２７ ＞０．０５
阴性 １３６ ６６ ７０ ８５．７１

表２　ＨＰＶ感染与生殖道其它病原体感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病原体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值

ＯＲ值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支原体 ０．８７６ ０．３６５ ５．７４９ ０．０１６ ２．４０１ １．１７３ ４．９１４
衣原体 ０．７７６ ０．６２３ １．５５３ ０．２１３ ２．１７３ ０．６４１ ７．３６８
细菌性阴道病 －０．０３６ ０．３８４ ０．００９ ０．９２６ ０．９６５ ０．４５４ ２．０５０
假丝酵母菌 ０．１５０ ０．４５７ ０．１０８ ０．７４２ １．１６２ ０．４７４ ２．８４７
阴道毛滴虫 －０．１９１ ０．５７９ ０．１０９ ０．７４２ ０．８２６ ０．２６６ ２．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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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许多研究已证实，高危型 ＨＰＶ持续感染是引
起宫颈上皮内瘤变及宫颈癌等病变的最主要的危险因

素，生殖道其它病原体如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细

菌性阴道病、假丝酵母菌及阴道毛滴虫等能否导致宫

颈上皮内瘤变及宫颈癌仍不能明确，但当引起生殖道

感染的病原体种类数越多，宫颈病变甚至宫颈癌发生、

发展的风险越高。除了 ＨＰＶ外合并感染的其它病原
体，在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的

辅助和协同作用。生殖道ＨＰＶ感染与沙眼衣原体、解
脲支原体、细菌性阴道病、假丝酵母菌、阴道毛滴虫感

染等合并感染是否是 ＨＰＶ持续感染而导致宫颈癌的
协同因子之一呢？ＨＰＶ感染与其它病原体感染之间有
无相关性？本研究结果显示，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与ＨＰＶ感染无明显相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
感染具有相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可增加 ＨＰＶ感染；
细菌性阴道病与ＨＰＶ感染无明显相关性；假丝酵母菌
与ＨＰＶ感染无明显相关性；阴道毛滴虫感染与 ＨＰＶ
感染无明显相关性。

３２　ＨＰＶ与沙眼衣原体的关系　沙眼衣原体容易在
宫颈上皮细胞内生长繁殖，主要侵犯鳞柱交界处的柱

状上皮细胞。沙眼衣原体潜藏在宫颈黏膜，由于宫颈

黏膜皱襞多，病原体不易彻底清除。生殖道感染沙眼

衣原体后产生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对机体的保护性

不强，且产生的抗体在体内存留时间较短暂，造成沙眼

衣原体的持续感染。国内外最近研究表明，ＨＰＶ感染
与沙眼衣原体感染具有明显的相关性，ＳｉｌｖａＪ等［８］对

平均年龄为（１８．０±２．４６）岁的４３２例年轻女性进行调
查研究发现，年轻女性的沙眼衣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
有相关性，沙眼衣原体可能是 ＨＰＶ感染的诱发因素，
而且作为类似的性传播疾病，在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

中起协助作用，但沙眼衣原体促进 ＨＰＶ引起宫颈癌的
具体机制尚不清楚；ＭｅｎｄｏｚａＬ等［９］研究发现，各型

ＨＰＶ感染与沙眼衣原体感染有相关性。而此次研究
结果表明，沙眼衣原体与 ＨＰＶ感染无相关性，分析原
因可能是与此次研究样本例数较少有关，且样本只搜

集我院妇产科住院患者，存在选择偏倚，需要进一步进

行多样本、多区域的调查研究。

３３　ＨＰＶ与解脲支原体的关系　解脲支原体具有
ＩｇＡ蛋白酶活性，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通过其表面的
特殊结构粘附在宿主细胞受体上，水解 ＩｇＡ，破坏其防
御机制，释放溶血素、过氧化氢等毒性物质，使宿主细

胞受损。本研究发现，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
感染具有相关性。ＢｉｅｒｎａｔＳｕｄｏｌｓｋａＭ等［１０］对 ３８７例
非孕妇女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患有宫颈癌妇女的解脲

支原体检出率明显高于非宫颈癌患者，而且解脲支原

体阳性妇女感染 ＨＰＶ的风险比解脲支原体阴性妇女
高４．７倍。赵蔚等［１１］也提出，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

体可能是ＨＰＶ感染的辅助因素，对ＣＩＮ发生起到一定
作用，但在ＣＩＮ进展过程中作用不大。但这与 Ｍｅｎｄｏ
ｚａＬ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指出各型 ＨＰＶ感染与沙
眼衣原体感染有相关性，但与生殖道其它病原体（如假

丝酵母菌、阴道毛滴虫、加德纳菌等）无明显相关性。

女性生殖道感染中，解脲支原体感染率较高，可以粘附

在生殖道上皮细胞表面受体上，通过产生毒素引起细

胞膜损害以及细胞毒害作用，而且解脲支原体产生的

高分子物质可以刺激免疫细胞的产生，释放多种细胞

因子，导致输卵管上皮损害，从而引起输卵管堵塞而不

孕；然而，有关解脲支原体与 ＨＰＶ感染之间相关性的
机制尚不清楚。

３４　ＨＰＶ与细菌性阴道病的关系　寄居在生殖道内
的正常菌群，因为各种原因，如机体体内雌激素水平下

降、创伤、长期使用抗生素、外界病原微生物侵入、不洁

性生活等，出现正常菌群比例失调，阴道内正常菌群菌

乳酸杆菌的产生大量减少，而其它致病病原体得以大

量繁殖，从而引起生殖道感染。本研究显示，ＨＰＶ感
染与细菌性阴道病无相关性，这与 ＭｅｎｄｏｚａＬ、Ｖｅｒｔｅｒ
ａｍｏＲ等［９，１２］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

３５　ＨＰＶ与假丝酵母菌、阴道毛滴虫的关系　假丝
酵母菌属于临床上较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当全身或生

殖道局部细胞免疫能力下降或阴道内乳酸杆菌减少

时，引起生殖道炎症。阴道毛滴虫是寄生于人体泌尿、

生殖道阴道的鞭毛虫，无色透明，形态多变，具有较强

的活动力。根据目前研究结果，假丝酵母菌和阴道毛

滴虫与 ＨＰＶ感染的关系尚无定论［１３－１４］。本研究得

出，假丝酵母菌与阴道毛滴虫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无相关
性。

尽管除了解脲支原体以外其它病原体感染与

ＨＰＶ感染无明显相关性，但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对
生殖道环境状态更加不利，当感染病原体的种类增加

时，生殖道的内环境受到破坏，局部防御功能及免疫功

能降低，使ＨＰＶ更易于宿主细胞整合、不易被清除，导
致ＨＰＶ持续感染，从而使宫颈癌发生的危险性也随着
增高。有学者形象的将ＨＰＶ比喻为种子，其它合并感
染的病原微生物为营养，宫颈则是培养种子的沃土，这

三方面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导致宫颈上皮内瘤

变甚至宫颈癌的浸润性病变。因此对有生殖道感染的

妇女进行各种病原体的检测，进一步进行多样本、多区

域的调查研究，分析女性生殖道 ＨＰＶ感染与其他病原
体感染的相关性，为有效预防女性各种生殖道病原体

交叉感染提供有力依据，同时为进一步降低由 ＨＰＶ持
续感染导致的宫颈癌的发病率提供理论依据，这对预

防女性生殖道各种病原体感染、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

癌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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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预防剖宫产术中寒战的临床效果
蔡建明

摘要：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预防剖宫产术中寒战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 ＡＳＡⅠ ～Ⅱ级硬膜外麻醉下行择
期剖宫产患者６０例，将患者随机分为２组：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例。术中在脐带钳夹后按照分组情况分别
给予患者静脉泵入右美托咪定０．５μｇ／ｋｇ（试验组）和生理盐水１０ｍｌ（对照组），泵入时间５ｍｉｎ。观察并记录脐
带钳夹用药后５ｍｉｎ到手术结束２组患者寒战发生情况、不良反应。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寒战发生率为
１０．０％（３例），对照组为４０．０％（１２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２００，Ｐ＜０．０５）。不良反应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右美托咪定能降低剖宫产术中患者寒战发生率，不良反应少。
关键词：右美托咪定；剖宫产术；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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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战是硬膜外麻醉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为５％～
６５％，不仅影响手术操作及临床监测，而且使患者基础
代谢率显著升高，耗氧量增加。右美托咪定是一种高

选择性的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临床研究显示可
以有效预防椎管内麻醉寒战［１２］。本研究将右美托咪

定用于剖宫产术中脐带钳夹后患者，观察其预防术中

寒战的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获得本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
患者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２
年６月美国麻醉医师协会（ＡＳＡ）Ⅰ～Ⅱ级硬膜外麻醉
下行择期剖宫产患者６０例，年龄２２～３８岁，体重５６～
８６ｋｇ。排除饱胃患者，术前均无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
全、窦性心动过缓、神经肌肉传导疾病，均未服过镇静

镇痛药、抗抑郁药、皮质激素、血管活性药。将患者随

机分为２组：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例。２组患者
年龄、体重、手术时间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患者入手术室时室内环境温度控制
在２４～２６℃，监测血压、脉搏、血氧饱和度、心电图，开
放上肢静脉，输注室温环境中的平衡液。取右侧卧位

下行Ｌ２～Ｌ３穿刺、置管，局部麻醉药选用２％利多卡因
（含１∶２０万肾上腺素），麻醉阻滞感觉平面 Ｔ８～Ｓ１。
麻醉手术全过程中面罩吸氧５Ｌ／ｍｉｎ。收缩压低于基
础血压２０％视为低血压，予以麻黄碱６ｍｇ静脉注射，

作者单位：３１１８００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必要时可重复注射。术中在脐带钳夹后按照分组情况

分别给予患者静脉泵入右美托咪定０．５μｇ／ｋｇ（试验
组）和生理盐水１０ｍｌ（对照组），泵入时间５ｍｉｎ。
１３　观察项目　观察并记录脐带钳夹用药后５ｍｉｎ
到手术结束２组患者寒战发生情况、不良反应。寒战
分级标准：０级为无寒战；１级为面、颈部轻度肌颤；２
级为肌肉明显颤抖；３级为全身抖动，影响监测和手术
操作。若术中出现寒战３级，予以静脉注射曲马多针
１ｍｇ／ｋ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和单因素方
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术中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２组患者麻
醉平面均满足手术要求。２组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
输液量、麻黄碱用量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寒战发生情况的比较　２组患者均未出
现寒战３级情况。试验组寒战１级和２级各发生２例
及１例，发生率为１０．０％（３例）；对照组寒战１级和２
级各发生８例及４例，发生率为４０．０％（１２例）。２组
患者寒战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２００，Ｐ＜
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用药后不良反应的比较　试验组恶心
呕吐 ３例，对照组 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试验组低血压２例，对照组２例，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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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均无心动过缓及呼吸抑制发
生。

３　讨　论
　　剖宫产患者硬膜外麻醉后并发寒战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①情绪紧张，手术室内环境温度低；②硬膜外麻
醉后，由于阻滞区的血管扩张，不能产生代偿性收缩造

成体热散失，使深部体温下降；③术中输入未加温的液
体，以及术中热量蒸发；④妊娠末期子宫增大，血供丰
富，冲洗引起的能量损失会更明显。

小剂量曲马多为临床常用预防和治疗术中寒战的

药物，但恶心、呕吐等副作用明显，应用有一定的顾虑。

右美托咪定是一种新型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药，具
有镇静、镇痛、抗焦虑、抑制交感活动、抗寒战等效

应［３］，不良反应少，临床上已逐步应用［４－５］。右美托咪

定预防寒战的具体机制不详，ＴｏｂｉａｓＪＤ等［６］认为此类

药物主要作用于钾离子通道，使钾离子内流增加，神经

细胞处于去极化状态。神经冲动传导减慢，导致体温

中枢对体温的敏感性降低。ＰｈａｎＨ等［７］认为右美托

咪定的抑制寒战的机理是通过抑制大脑体温调节中

枢，降低寒战阈值，在脊髓水平抑制体温传入信息，从

而抑制了寒战。本研究结果初步表明，右美托咪定０．５
μｇ／ｋｇ可有效预防剖宫产术中寒战的发生，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情绪紧张，手术室内环境温度低等均可引

起寒战的发生。为了减少各种危险因素对研究结果的

影响，本研究将择期非饱胃剖宫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进行比较研究，严格纳入标准，２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排除了麻醉因素如麻醉引起的

低血压、麻醉平面不满意引起的疼痛等，及可能引起寒

战的诸多因素如手术室内环境温度、手术时间、手术方

式，故更能明确地反映右美托咪定的临床效果。

右美托咪定的常见不良反应为低血压和心动过

缓，通常与患者低血容量、注射的负荷剂量等有关［８］。

右美托咪定对循环系统的影响，主要与其激动中枢神

经突触后 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降低交感张力有关，同
时也与其激动交感神经突触前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抑
制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和降低儿茶酚胺的浓度有

关［９］。大剂量直接激动血管平滑肌的 α２Ｂ受体产生
短暂高血压，小剂量则产生轻度低血压（较基础血压下

降１０％～２０％）。本研究中患者术前准备较充分，并
且通过积极输液维持患者正常的循环容量且右美托咪

定的剂量低于临床常用的负荷剂量（１μｇ／ｋｇ），无严重
低血压及心动过缓情况，但仍应引起警惕，术中加强生

命体征监测。有研究结果表明，右美托咪定能降低食

道下端括约肌张力，但对胃食道压力差无影响［１０］，不

增加因反流造成误吸的风险，并能促进子宫平滑肌的

自发性收缩，对于行剖宫产术的产妇，增加子宫平滑肌

收缩性可减少产后出血［１１］。可否减少右美托咪定静

脉给药的剂量或者采用硬膜外给药的方法尚有待于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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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早发型子痫前期中西医联合期待治疗临床观察
方妙红

摘要：目的　研究早发型子痫前期硫酸镁联合丹参及低分子肝素期待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浙江诸暨
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２例早发型子痫前期患者，采用数字表随机法分为２组，对照组３６
例患者采用常规硫酸镁治疗，研究组３６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丹参及低分子肝素期待治疗，对２组产妇情
况包括孕周延长时间、凝血结果、产后出血发生率，新生儿情况包括脐血流Ｓ／Ｄ比值、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等指标及
不良反应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血浆黏度比、Ｄ二聚体、平均动脉压（ＭＡＰ）明显低于对照组，研究组孕
期延长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研究组新生儿Ａｐａｇｒ评分≥７分的占７７．７８％，新生儿体重≥１５００ｇ的占６１．１１％，
明显高于对照组，新生儿死亡率低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产妇产后出血等并
发症、分娩结局、新生儿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３６例孕妇治疗后凝血功能、肝肾功能
及血小板指标均无明显变化，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早发型子痫前期硫酸镁联合
丹参及低分子肝素期待治疗可延长妊娠时间，明显提高新生儿生理指标，且对凝血、肝、肾功能无不良影响，具有

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关键词：早发型子痫前期；硫酸镁；期待治疗；效果；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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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Ｚｈｕｊｉ３１１８０１，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
ｏｒｒｈｉｚａａｎｄｅｘｐｅｃｔ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ｈｅｐａｒ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１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７２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３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３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ａｎｄ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ｈｅｐａｒ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ｃｌｕｄ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ｃａ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Ｓ／Ｄ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ａｍｐｌａｓｍａ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Ｄｄｉｍｅｒ，ＭＡ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ｅａｍ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ｐｒｏｌｏ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ｉｍｅｗａｓ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ａｔｔｈｅ
ｎｅｗｂｏｒｎＡｐａｇｒｓｃｏｒｅｏｆ７ｏｒｍｏｒｅ（７７．７８％），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１５００ｇｏ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６１．１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ｅ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０．０５）．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ｏｆ３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
ｂｌｏｏ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ｌｉｖｅｒ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ｉｎｄｅｘｅｓｈａｄ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ａｎｄ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ｈｅｐａｒ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ｐｒｏｌｏ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ｐｈｙｓ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ｎｏｈａｒｍｔｏ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ｖｅｒ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ａｄｔｈｅｇｏｏ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Ｌｏｏｋ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早发型子痫前期是产科最严重的合并症之一，为
了减轻疾病造成的损害，终止妊娠是传统的处置手段，

其结果是导致大多数围产儿过早分娩，新生儿的并发

症和死亡率较高［１］。期待治疗是近年来早发型子痫前

期治疗的新方法，其目的是在保障母体安全的前提下

延长孕周，降低疾病对母婴的损害，并选择最佳的时机

分娩，最大限度地提高胎儿的成熟度，降低围生儿死亡

率［２］。硫酸镁的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治疗药物，疗效确

切，本研究为进一步提高新生儿预后，采用中西药联合

治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作者单位：３１１８００浙江省诸暨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７２例早发型子痫前期患者，采用数字表随机法分为２
组，对照组３６例患者采用常规硫酸镁治疗，年龄２４～
３９岁，平均年龄（３３．２±１０．８）岁；平均产次（１．２９±
０．２１）次，平均发病孕周（３１．４２±１．４３）周，其中轻度８
例，重度２８例，平均收缩压（ＳＢＰ）为（１６０．８±７．６）ｍｍ
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舒张压（ＤＢＰ）为（１１２．７±
５．３）ｍｍＨｇ；研究组３６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丹
参及低分子肝素期待治疗，年龄２４～４０岁，平均年龄
（３３．９±１０．１）岁；平均产次（１．３２±０．２５）次，平均发
病孕周（３１．２６±１．５２）周，其中轻度７例，重度２９例，
平均ＳＢＰ为（１６１．２±６．９）ｍｍＨｇ，ＤＢＰ为（１１１．９±
４．５）ｍｍＨｇ；２组孕妇在年龄、发病孕周、产次、严重程
度及血压等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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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入组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入选

患者均符合《妇产科学》第７版子痫前期诊断标准［３］，

发病时间在３４周前，病情稳定，血压可以控制的孕妇。
Ｂ超监测显示胎儿生长正常。同时排除对本次研究药
物有明确过敏史的孕妇，肝肾功能检查提示异常孕妇，

合并出血性疾病的孕妇，预期２４ｈ内分娩或手术者，
合并颅内高压症状及有明显头痛的孕妇。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治疗方法　孕妇入院后卧床休息，全程
胎心监测，及时给予吸氧，补充必要的营养。给予

２５％硫酸镁针 ４０ｍｌ＋５％葡萄糖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以
１．０～２．０ｇ／ｈ速度静滴，第２～７天免去硫酸镁负荷
量，改为２５％硫酸镁针３０ｍｌ＋５％葡萄糖注射液５００
ｍｌ静滴，１周为１个疗程，同时根据孕妇血压情况给予
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使血压维持在（１３０～１５０）／
（８０～１００）ｍｍＨｇ之间，镇静、加强营养、合理扩容等，
视产妇病情、胎儿情况选择最佳时机，采取合适的方式

终止妊娠。

１３２　研究组治疗方法　本组孕妇在对照组基础上
联合丹参及低分子肝素治疗。低分子肝素钙为海南通

用同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剂量为４１００Ｕ／ｄ，用法为
腹壁皮下注射，１次／ｄ，连续使用５ｄ。治疗期间监测

血小板计数，保持血小板在正常的范围内。２０ｍｌ丹参
注射液为四川升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加入２５０
ｍｌ葡萄糖液注射液中静脉滴注。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孕妇治疗前后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血浆黏度比、Ｄ二聚体指标，产妇结局包括分
娩结局、产后出血及其它并发症，孕期延长时间；新生

儿结局包括新生儿Ａｐａｇｒ评分、新生儿体重、并发症及
死亡数。并全程监测观察组３６例孕妇凝血功能、肝肾
功能及血小板指标变化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且进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产妇情况比较　２组产妇治疗前血浆黏度比、Ｄ
二聚体、ＭＡＰ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研究组血浆黏度比、Ｄ二聚体、ＭＡＰ明显低于
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
见表１。２组产妇产后出血等并发症、分娩结局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孕期延长时间明
显长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１　２组早发型子痫前期孕妇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血浆黏度比

治疗前 治疗后

Ｄ二聚体（ｍ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ＭＡＰ（ｍｍＨｇ）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３６ ２．３６±０．２３ １．１４±０．１０ ２．５０±０．０７ １．５４±０．１６ １２８．５±１３．４ ９７．６０±１０．３
对照组 ３６ ２．３５±０．２８ １．９７±０．２２ ２．５１±０．０９ ２．０４±０．１１ １２７．７±１２．７ １１８．４±１３．６
ｔ值 ０．１００８ ８．３６６４ ０．０９２６ ４．６３００ ０．４２１７ ５．６４２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对照组采用常规硫酸镁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丹参及低分子肝素期待治疗。
表２　２组早发型子痫前期孕妇孕周延长

及分娩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并发症

产后出血 其它并发症

分娩结局

剖宫产 自然分娩

孕期延长

时间（ｄ）
研究组 ３６ ３（８．３３） １３（３６．１１） ３２（８８．８９） ４（１１．１１） １２．６２±３．０２
对照组 ３６ ４（１１．１１） １４（３８．８９） ３２（８８．８９） ４（１１．１１） ７．０５±２．１４
ｔ／χ２值 ０．９２４ ０．７３６ ０．０００ ２１．８６４ａ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为ｔ值。

２２　新生儿情况比较　研究组新生儿 Ａｐａｇｒ评分≥７

分的占７７．７８％，新生儿体重≥１５００ｇ的占６１．１１％，
明显高于对照组，新生儿死亡率低于对照组，２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新生儿并发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２３　安全性观察　观察组 ３６例孕妇治疗后凝血功
能、肝肾功能及血小板指标均无明显变化，与治疗前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新生儿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Ａｐａｇｒ评分

≥７分 ＜７分
新生儿体重

≥１５００ｇ ＜１５００ｇ
并发症 新生儿死亡

研究组 ３６ ２８（７７．７８） ８（２２．２２） ２２（６１．１１） １４（３８．８９） １５（４１．６７） １（２．７８）
对照组 ３６ ２２（６１．１１） １４（３８．８９） １３（３６．１１） ２３（６３．８９） １６（４４．４４） ４（１１．１１）
χ２值 ４．８２５７ １８．２６４３ ０．８２３４ ２．９０５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子痫前期仍是目前全球威胁孕妇和胎儿安全的严
重疾病，其发病率约在３％ ～５％之间［４］，以妊娠是否

满３４周为界分为早发型和晚发型。早发型子痫前期
是指孕３４周前发病的患者。病理表现主要为血管内
皮细胞的广泛性损伤，致使凝血功能失衡，形成明显的

血栓倾向［５］。早发型子痫前期对母婴的危害性高于晚

发型子痫前期，其特点是发病隐匿、并发症多，产妇与

新生儿结局不良。期待治疗是提高新生儿存活率和预

后的一种治疗方法［６］，目前主要采用硫酸镁治疗。该

药进入体内后，通过对电压门控性 Ｃａ２＋通道的直接阻
滞和非竞争性拮抗Ｎ甲基Ｄ天冬氨酸 （下转第９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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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社区老年人周期性体检实施现状的分析
汪泉，张圆圆，陈频，朱文华，陈丽英

摘要：目的　根据国家和浙江省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在浙江省首次开展老年人周期性体检工作，经过检前准
备、体检实施以及检后连续随访等环节，分析该项目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困难，探索老年人健康管理的工作方案并

推广。方法　将辖区６０岁及以上且已建立健康档案的居民作为２０１３年度体检对象，体检后由责任医师向居民
发放体检报告并解读、提供后续的随访管理，分析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结果　老年人周期性体检方案初步确
立：确定体检对象和项目－筹备经费－建立软件－体检实施－结果审核－报告发放－随访管理。但也存在到检
率低、体检项目不完善等问题。结论　我中心在浙江省首次完成辖区老年人的健康体检，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高
度评价，推进了老年人慢性病管理，但该项目的实施还需要多方面支持。总之，老年人周期性体检是老龄化社会

的卫生工作重点内容之一，希望各方齐心协力，力争该项目在全国范围推广，为我国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关键词：社区；老年人；周期性体检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４９０３

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ｃｈｅｃｋｕｐ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ＣＨＥＮ
Ｐｉ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ＮｏｎｇｚｈａｋｏｕＳｔｒｅｅｔ，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１６，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ｃｈｅｃｋｕｐ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ｉｎｃｌｕｄ
ｅｄ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ｈｅｃｋ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Ａｉｍｔｏｆｏｒｍ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ｓｔｈ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ｆｏｒ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ｅｃｋｕｐｉｎ２０１３，ｗ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ｃｈｅｃｋｕｐ，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ｃｋ
ｕｐ，ｂｌｏｏｄｔｅｓｔ，ＥＫＧａｎｄｓｏ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ｗｅｇａｖｅｔｈｅｍ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ｍａｎｄｓｅｔ
ｕｐａ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ｌａ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ｈａｖ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ｈｅｃｋｕｐ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ａｗｏｒｋｓｈｅｅｔ
ａｓ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ｈｅｃｋ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ｏｏ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ｔｔｅｎｄ
ａｎｃｅ，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ｎｏｔｓｏ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ｕ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ｃｈｅｃｋｕｐ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ｉｔｗａ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ｄｓｏｏｎ，ｗｅ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ｓｏｍ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ｉｎｍａｎｙ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ｓｈｏｒｔ，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ｃｈｅｃｋｕｐ
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ｗｏｒｋｏｆａｎａｇ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ｅｈｏｐｅｔｈａｔａｌ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ｍａｋｅ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ｃｈｅｃｋｕｐ

　　人口老龄化为医疗事业带来了挑战，老年人的健
康管理显得很重要，可控制慢性病的发生发展，为个

人、家庭、社会减轻经济负担［１］。老年人健康管理是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之一。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浙

江省卫生厅组织修订《浙江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２０１３年版）》［２］。２０１３年版省规范中老年人健康管
理较国家２０１１版有调整，服务对象更广，服务内容更
深入［３］。

２０１１年原卫生部在全国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活动，我中心在２０１２年成为全国示范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为了发挥全国示范的引领带动作用，完成

健康守门人职责［４］，２０１３年５月以浙江省２０１３版规
范作为指南，在浙江省率先开始筹备实施６０岁以上常
住居民周期性体检。本中心开展老年人周期性健康管

理可行性模式的探索，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困难，也看到

了提升的空间。

基金项目：浙江省卫生厅基金项目（２０１２ＫＹＡ１０８）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６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汪泉，张圆圆，陈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朱文华，陈丽英）

通讯作者：陈丽英，Ｅｍａｉｌ：ｃｌｙ０９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１　实施方案
１１　解读规范　浙江省卫生厅在２０１３年修订了《浙
江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２０１３年版）》，老年人健
康管理规范有了变化［３］，要求做好每年一次的健康管

理服务工作，服务内容包括健康相关信息采集（询问生

活方式、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健康状态评估和健康

指导［２］。

１２　确定体检对象和体检时间　根据规范，体检对象
为本街道６０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在本辖区居住半年及
以上人群）。杭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杭州市社区

卫生服务信息系统中建立了各辖区常住居民的健康档

案，我中心从信息系统中获取本辖区年龄在６０岁及以
上的档案名单，作为老年人周期性体检名单。基于我

辖区在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４月开展了杭州市２年
一次的企业退休工人体检，因体检时间过于接近影响

体检价值，故将体检分为２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１３年
６月—７月）和第二阶段（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月），按合
理间隔期将服务对象纳入不同的阶段。

１３　确定体检项目和维护体检系统　规范要求的２７
项体检项目，由医生协助网络管理员在体检系统中建

立周期性体检套餐，并将体检系统与杭州市社区卫生

服务信息系统实现软件对接，实现健康管理的信息化。

１４　召开动员工作布置会议　在中心职工会议和街

·９４９·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道居委会工作会议上宣传体检开展的意义，动员积极

性，并布置相应工作及要求。

１５　确定体检流程及安排工作人员　社区居委会发
体检券，通知体检时间，并告知空腹等体检注意事项；

体检当天老年人凭体检券领取体检表，在相应的科室

进行抽血、交小便标本、内科外科体检、五官科检查、心

电图检查等，结束后交还体检表并被告知取报告时间

地点。由社服科安排各环节工作人员，并设立总值班

处理危急值、协调统筹当天突发状况。

１６　体检结果审核及数据信息化　体检结果总检和
审核在体检后７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出体检报告，由责
任医师团队负责各自社区体检报告的发放，向参检者

解读报告并告知处理方案。

数据上传至杭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的数据

库，系统中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表单可直接获取数据，

实现动态管理。

１７　体检后随访管理　参检者取报告时，责任医师根
据体检结果制定处理方案和随访管理计划。只需健康

教育、生活方式干预、定期复查的人群，１个月内在档
案中记录；慢性病高危人群，纳入高危患者管理，半年

一次随访并记录；慢性病患者按规范要求纳入日常管

理；体检后需进一步诊疗的，半个月随访诊疗结果，纳

入相应人群管理。

２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体检对象到检率低　老年人周期性体检到检率
相较于本辖区杭州市企业退休工人体检低（见表１），
原因分析如下。

表１　老年人周期性体检和杭州市企业退休工人
体检到检率情况

体检类别 应体检人数（人） 实际体检人数（人） 到检率（％）

周期性体检第一阶段 ４４５８ ４９１ １１．０１
周期性体检第二阶段 ３８７３ １４３５ ３７．０５
周期性体检（总） ８３３１ １９２６ ２３．１１
杭州市企业退休工人

体检（总）
１３９９４ １０９７６ ７８．４３

２１１　体检对象覆盖不全　服务对象是从杭州市社
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中获得，而系统中只有户籍人口

和少部分流动人口。体检对象覆盖不全主要原因为３
点：①目前的制度无法从公安部门获取准确的人口数
据；②杭州流动人口不断增长，我辖区流动人口约 ４
万，建档人数不到１万；③居民因信息安全问题，拒绝
建健康档案。

２１２　体检项目较少　相较于杭州市企业退休工人
体检，有临床指导意义的项目周期性体检未开展，如肛

门指检、大便隐血试验、宫颈刮片、胸片和腹部超声等。

２１３　宣传不到位　时间紧迫，宣传只在部分层面和
部分人群开展，无法全面深入。第一次开展该项目，宣

传前居民知晓率为零［５］。

２２　经费筹备困难　老年人健康管理费用包含在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中，没有设立专项经费，项目需要的资

金已超过总服务经费，是制约项目开展的主要原因之

一。为了探索老年人周期性体检模式，本中心自行垫

付经费，检查项目局限于规范要求。

２３　信息化有难度　体检系统和杭州市社区卫生服
务信息系统是两个独立软件，数据共享需要计算机专

业人士的参与，而医务人员缺乏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

管理员不能理解医学专业术语，增加了信息化的难度。

２４　健康管理价值难以实现　在体检的过程中，时间
紧，信息不全面，只能做部分健康评价指导［６］；在发体

检报告时，参检者只关心检查结果，并不关注健康评价

指导［７］。后续随访管理，是为居民提供连续性健康服

务，单靠医务人员的努力，很难实现管理价值，无法控

制病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减少医疗经济支出［８］。

３　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３１　多部门合作使服务对象全覆盖　老年人周期性
体检需要整个街道相关部门合作，卫生部门和公安部

门完善制度，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户籍人口和常

住流动人口的资料，让周期性体检覆盖所有常住人口。

３２　加强宣传，通知到位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深
刻解读政策和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与街道居委会沟通，

使其认识到项目的重要性，才能向居民传达健康管理

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社区活动、会议进行宣传，发挥媒

体作用，提高知晓率和参与率。

３３　经费立项，增加体检项目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包
括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费用，但没有明确经费的具体

分配。老年人周期性体检费用超过人均服务经费，需

要设立专项经费，或者医保承担部分经费来支撑。经

费有保障后增加体检项目，如肛门指检，费用便宜，以

简单的方式发现疾病；宫颈刮片是发现妇科疾病的重

要手段之一。我辖区户籍老年人可参加２年一次杭州
市企业退休工人体检，作为老年人周期性体检，可缓解

经费压力。

３４　信息化的重要性　医疗行业因其特殊性，有海量
的数据，已迈入当前的大数据时代。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管理健康档案，掌握了居民的基本健康信息，通过信

息化使上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料共享，实现

动态管理。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多部门的引领支持；

基层医疗机构需要ＩＴ专职人员的参与，培训协助医务
人员完成数据处理，有医学背景的 ＩＴ专职人员将更适
应发展的需要［９］。

３５　体检后的随访管理　高年资医师审核总结体检
结果，做出健康评价、健康指导、危险因素控制建议等。

在反馈时，由责任医师面对面向参检者提供个性化的

健康指导，提高居民对健康管理的全面认识。在后续

随访管理中，强化健康管理理念，变被动为主动，提高

积极性。

４　小结
　　老年人周期性体检可及时发现控制健康危险因
素，减少慢性病的发生，提高慢性病的管理率，控制慢

性病并发症，减少医疗资源消耗，故老年人周期性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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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积极推广［１０］。目前还在起步阶段，我中心大胆尝

试，在浙江省率先开展，通过２０１３年的实施开展，表明
我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适合开展此项工作，但多方面

原因，存在一些困难，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

社会多层面的参与，以发挥健康管理服务的最大价值，

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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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３４％会发展为肝硬化失代偿。这提示慢性乙肝患
者发生急性ＨＣＶ感染使，其急性期临床症状更严重，
长期预后更差，也更易进展为肝硬化［１３］。乙肝病毒前

Ｃ／Ｃ基因变异中 Ｃ１８９６位（Ａ８３）的变异是 ＨＢＶ中最
常见的变异。可使前 Ｃ蛋白的翻译终止，从而使
ＨＢｅＡｇ不能合成，此结果将有助于ＨＢＶ逃避免疫攻击
却并不影响病毒复制，从而形成慢性感染状态。此外，

乙肝病毒前Ｃ／Ｃ基因变异时，特异性细胞毒性 Ｔ淋巴
细胞（ＣＴＬ）与肝细胞上的 ＨＢｃＡｇ结合作用增强而造
成ＨＢＶ感染的肝细胞大量坏死，可促进肝炎较早地向
肝硬化转化［１４－１５］。酒精在肝脏主要通过乙醇脱氢酶

（ＡＤＨ）途径和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２Ｅ１酶（ＣＹＰ２Ｅ１）代谢
途径损伤肝细胞，可使肝细胞反复发生脂肪变性、坏死

和再生。此外，乙醇可以促进 ＨＢＶ和 ＨＣＶ病毒在乙
肝患者体内复制，进而加重乙肝患者的肝损伤，因而与

乙肝后肝硬化密切相关。

通过将１２８例老年乙肝后肝硬化患者与９６例未
发生肝硬化的老年乙肝患者作比较。我们研究结果显

示，肝硬化组 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ＨＢＶＤＮＡ、
ＨＢＶ和ＨＣＶ重叠感染、乙肝病毒前 Ｃ／Ｃ基因基因变
异和饮酒史的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ＨＢｅＡｇ（＋）、抗
ＨＢｅ（＋）、ＨＢＶＤＮＡ、ＨＢＶ和 ＨＣＶ重叠感染、乙肝病
毒前Ｃ／Ｃ基因变异和饮酒史为老年 ＮＡＦＬＤ的独立危
险因素，这些数据与文献报导的结果是一致的。

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病理生理过

程，具体机理尚待进一步研究。通过对老年乙肝后肝

硬化的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研究，并针对这些危险因

素采取必要和有效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对预防和控

制老年乙肝后肝硬化的发生和发展，改善患者预后，具

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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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单病种质量管理在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的价值
杨丽军，李雅婕，丁智勇，潜丽俊

摘要：目的　探讨实施单病种质量管理对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收治的２０８例儿童
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未进入单病种质量管理９２例作为对照组；进入单病种质量管理１１６例作为观察组。对照
组采用常规治疗进行处理，观察组采用标准的单病种质量管理实施流程进行治疗。比较２组患儿平均住院日、住
院费用、患者满意度、病原学送检率、抗菌药物选择合理性的差异。统计学采用 ｔ检验和 ｕ检验。结果　观察组
患儿平均住院日、住院费用、患者满意度、病原学送检率分别为（６．６０±０．８）ｄ、（２４７８±１０２）元、１００％、９３％，对照
组分别为（７．９±１．７）ｄ、（２７３５±１２１）元、９２％、３８％，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使用抗生素合理
性观察组优于对照组。结论　实施单病种质量管理对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社会效果好，临床医师诊疗过
程、使用药物更加规范、合理。

关键词：单病种质量管理；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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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
ｍｏｎｉａ，ＣＡＰ）又称医院外肺炎，是指原本健康的儿童在
医院外或住院 ４８ｈ内发生的感染性肺实质（含肺泡
壁，即广义上的肺间质）炎症，包括感染了具有明确潜

伏期的病原体在入院后潜伏期内发病的肺炎。２００８
年卫生部提出开展“单病种质量监控管理”作为医院

管理年活动的重点工作。单病种质量管理是以单病种

为质量单元进行全程医疗质量评价的新方法，它的实

施不仅规范了临床医师的诊疗技术，而且控制了不合

理医疗费用的增长。我科于２０１１年４月起实行儿童
ＣＡＰ单病种质量管理，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３月前
（未实行单病种质量管理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住

院患儿９２例，其中男５３例（占５７．６％），女３９例（占
４２．４％），年龄１．５～８岁，平均（４．２０±３．１１）岁；选取
２０１１年３月后（实行单病种质量管理组）儿童社区获
得性肺炎住院患儿１１６例，其中男６１例（占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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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５５例（占４７．４％），年龄１．２～７．５岁，平均（３．９０±
２．５４）岁。２组患儿在年龄、性别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２组患儿均符合２００７年中华
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组制定的ＣＡＰ诊断标准［１］；且

满足下列标准之一者：气促、体温≥３９℃或＜３５℃、意
识障碍、循环功能不佳、呼吸空气时ＰａＯ２＜８ｋＰａ（６０．０
ｍｍＨｇ），ＰａＯ２／ＦｉＯ２＜３００、外周血象ＷＢＣ＞１０×１０

９／Ｌ
或＜４×１０９／Ｌ、Ｘ线胸片显示病变累及≥１个肺叶以
上；同时排除新生儿、婴儿肺炎、喘息性肺炎；同一疾病

３０ｄ内反复住院；肺炎反复门诊抗生素治疗１周（或换
药≥３次）。
１３　单病种质量指标管理实施过程　对于２０１１年４
月起实行儿童ＣＡＰ单病种质量管理的患儿，根据住院
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质量控制指标［２］要求，分别对

患儿入院标准、氧合评估（动脉血气分析、氧和指数）、

采集标本（首次抗菌药物使用前采集血、痰培养）、抗

菌药物使用时机（入院６～８ｈ内）及目标抗菌药物选
择、７２ｈ治疗效果评价（是否继续、调整抗菌药物及重
新血、痰培养送检）、疗程（症状、体征消失后３～５ｄ）、
健康辅导、出院标准（临床体征稳定，能够口服药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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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平均住院日／住院费用等进行全程质量控制管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儿在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的比较　
比较２组的平均住院日实施质量管理组患儿平均住院
日明显低于未实施质量管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另外对比２组的平均住院费用实施质量
管理组患儿平均住院费用明显低于未实施质量管理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平均住院天数（ｄ） 平均住院费用（元）

未实行单病种质量管理组 ９２ ７．９０±１．７０ ２７３５±１２１
实行单病种质量管理组 １１６ ６．６０±０．８０ ２４７８±１０２
ｔ值 ７．５１ １７．１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２组患儿家长满意度比较　实行单病种质量管
理组患儿家长满意度测定满意、较满意、不满意、总满

意率分别为８４％、１６％、０％、１００％，而未实行单病种
质量管理组家长满意度测定满意、较满意、不满意、总

满意率分别为４９％、４３％、８％、９２％，可见实行单病种
质量管理组患儿家长满意度明显高于未实行单病种质

量管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３　２组患儿标本送检率及抗菌药物选择比较　实
行单病种质量管理组患儿血、痰培养送检率（９３％），
明显高于未实行单病种质量管理组（３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对于目标抗菌药物选择：实行
单病种质量管理组患儿使用抗菌药物以第一、二代头

孢菌素及阿奇霉素针为主（占８７％），而未实行单病种
质量管理组患儿使用抗菌药物以第三代头孢菌素针为

主（占６４％）。说明实施单病种质量管理能提高血、痰
培养送检率，促进合理用药。

３　讨　论
　　医疗费用的过度增涨、老百姓对医疗处置不信任、
医患关系紧张等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常见社会现象，也

是目前医疗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深化卫生

体制改革就是合理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减少医疗浪

费，规范诊疗过程，从而减少医疗纠纷，增加医患信任

度，实施单病种质量管理正是有效的措施之一［３］。单

病种质量管理是以标准的、共识的、循证依据充分的最

新治疗手段和最优化的诊疗指南为依据，为病种的诊

断、治疗和康复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内容和流程［４］。它

规范了整个医疗过程。

研究表明，住院天数是影响医疗费用的主要因素

之一，住院天数越长，住院费用越高［５］，所以要降低医

疗费用，就应该规范诊疗流程、缩短无效住院日［６］。实

施单病种质量管理，医生能够执行标准的工作流程，对

疾病做出基本一致的判断、规范的处理，从而控制和规

范了治疗费、药费等［７］，降低住院日，从而有效地降低

患儿的住院费用；同时是考核临床医师和科室工作质

量优劣的有效方法，能促使医师注意诊断质量、提高疗

效、缩短住院日、关注医疗成本、合理用药［８］。为了提

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中国医院协会从２００６年
开始尝试我国单病种医疗质量管理的新模式，２００８
年，卫生部正式发布《医院管理评价指南（２００８版）》和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方案》，将那些发病率

和病死率较高，医疗资源过度消耗，有特异性、普遍性、

代表性、可操作性的病种进行单病种质量控制监督，而

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是纳入质量控制的疾病之一。
国内很多三级医院已开展住院（成人）社区获得性肺

炎、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缺血性卒中（脑梗死）、

髋与膝关节置换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等疾病的单

病种质量管理工作，取得了满意效果。目前儿科也已

逐步开展新生儿 ＡＢＯ溶血、轮状病毒性肠炎、急性毛
细支气管炎、过敏性紫癜单病种及临床路径质量管理。

儿童肺炎是威胁我国儿童健康的严重疾病，无论是发

病率还是病死率均居首位，且治疗要耗费大量医疗资

源，故对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进行规范诊治，尤显重

要。通过对本组数据的研究，我科自实施儿童社区获

得性肺炎质量管理后，患儿平均住院天数减少、平均住

院费用降低，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从而提高了患儿

家长的满意度。同时实施单病种质量管理后，规范了

医生的医疗行为，减少了抗菌药物滥用，避免细菌耐药

产生，从而总体上控制整个医疗资源消耗。

然而单病种质量管理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所设

指标还很不稳定，对于流程、控制指标设定过于“机械、

死板”，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限制医生的临床思维和创新

能力，还人为地增加患儿的检查费用。笔者体会，有如

下不足：①ＣＡＰ的单病种质量管理流程中把病原微生
物的检测作为很重要的控制指标之一，但是以目前的

检测手段，血、痰培养的真阳性率不高，流程中７２ｈ治
疗效果评价，当抗菌药物疗效不好时，此时如过分强调

反复多次的痰、血培养细菌病原学检测，以得到所谓的

“目标抗菌药物治疗”，必然会增加医疗费用、降低患

儿家属对医疗处置的信任度。②引起肺炎的病原体很
多，包括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原虫等，其

中细菌感染占其中很大比例，发展中国家小儿肺炎病

原以细菌为主。在我国肺炎链球菌（ＳＰ）虽一直是儿
童ＣＡＰ最常见的细菌病原，但近年来肺炎的病原体也
出现了一些变化［９］，一些少见的非典型病原体比例有

所增加（本研究资料显示支原体感染占有一定比例）。

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

体构成也不一样［１０］，有报道５０％年幼儿 ＣＡＰ由病毒
病原感染引起，年长儿常由细菌、肺炎支原体（ＭＰ）感
染所致，目前单病种质量管理过分强调细菌感染，对于

病毒及其他病原体没有强调检测，而有时病毒、支原体

等病原血清学检测比过分的痰、血培养更显重要。③
目前卫生部制定的住院社区获得性肺炎单病种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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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成人范本，对于儿童住院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单病

种质量管理缺乏更加有针对性、实用性、细化的流程指

导方案及评价体系。

总之，儿童ＣＡＰ单病种质量管理标准对规范 ＣＡＰ
的诊疗过程，不仅统一和提高临床医师对疾病诊疗过

程的处置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而且在当今医疗

环境下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目前正逐步受到中国广

大医院管理者和医护人员的认同和接受。当然，通过

临床实践，更加优化、完善的儿童 ＣＡＰ标准流程值得
进一步制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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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究并不认可其效果，认为早期的动力化治疗可能导

致局部骨痂形成不佳，影响到骨愈合的连续性，从而导

致骨折愈合不佳［７－８］，甚至出现骨不连及延迟愈合等

情况。综合上述研究的差异，我们认为对此方面的进

一步研究价值较高，以为是否早期进行动力化治疗提

供依据。

本文中我们就交锁髓内钉早期动力化在促进胫骨

骨折愈合及控制不良情况发生中的效果进行观察，并

与未进行早期动力化治疗的患者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早期进行动力化治疗可更为有效地提高不同ＡＯ／ＡＳＩＦ
分型患者的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评分结果，肯定了其在改善愈
合中的效果，同时患者的延迟愈合、骨不连等骨折愈合

过程中的不良情况的控制效果也较为突出，表现出发

病率明显升高的情况，同时有效反应骨折愈合过程中

愈合效果的血清ＶＥＧＦ、ＥＧＦ也明显更高，说明患者骨
细胞的增殖活动较为明显，而这是骨折愈合的基础，同

时患肢的足甲襞微循环状态较佳，则说明病灶部位的

血供较佳［９－１０］，而这也是保证骨折愈合的重要前提。

另外，早期动力化治疗更为适用于骨代谢的环境状

态［１１］，使其更好地满足骨折愈合过程中的微调效果，

并且微调的作用更有助于骨痂的生长，而这也是骨折

愈合的重要前提［１２－１４］，因此对于促进骨折尽快且较佳

地愈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进行动力化治疗的

过程中也应重视进行动力化的时间，对于存在潜在缩

短倾向者应适当推迟其进行干预的时间，以避免骨痂

异常的情况发生［１５－１９］，从而进一步降低由此导致的不

良骨折情况的发生。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交锁髓内钉

早期动力化不仅仅可有效促进胫骨骨折愈合，且对控

制不良情况发生也发挥着积极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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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干预·

吸烟与非吸烟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
及相关因素研究

唐伟，温娜，刘家洪，刘林晶，．蒋索

摘要：目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易伴发代谢综合征，为患者及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本研究旨在调查吸烟
与非吸烟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的发生情况。方法　以温州康宁医院男性首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为
研究对象，根据吸烟情况分为吸烟组与非吸烟组，每组分别为４５例患者。调查包括人口学资料（身高，体重，腰围
等）、空腹血糖、血脂和血压等情况。结果　９０例患者中，１８例患者有代谢综合征（２０％）。吸烟组代谢综合征的
发生率为２２．２％（１０例），非吸烟组为１７．８％（８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患者中，高血压者３例（３．３％）、
高血糖症者７例（７．８％）、高甘油三酯血症者４３例（４７．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者２３例（２５．６％），向心性肥胖
（腰围＞８５ｃｍ）５３例（５８．９％），体质量指数≥２５ｋｇ／ｍ２者２６例（２８．９％）。吸烟组患者的体重和体质量指数大于
非吸烟组精神分裂症患者。２组患者的身高、腰围、血压、空腹血糖、血脂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吸烟和非吸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代谢综合征发生率无差异，未发现代谢综合征与血压、空腹血糖、血脂等
有关。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吸烟；代谢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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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ａｉｍ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ｎｓｍｏｋ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ｎｓｍｏｋ
ｉｎｇ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ｆｒｏｍＷｅｎｚｈｏｕＫａｎｇｎｉ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ｎ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４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ｄｙｈｅ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ｗａｉｓｔｌｉｎｅ，ｆａｓｔ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ｓ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８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２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２．２％
（ｎ＝１０），ｔｈｅｎｏｎ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７．８％（ｎ＝８），ｗｉｔｈ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３．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７（７．８％）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ｂｌｏｏｄｓｕｇａｒ，４３（４７．８％）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ｂｌｏｏｄ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２３（２５．６％）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
ｏｆｂｌｏｏｄ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５３（５８．９％）ｗｉ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ｏｂｅｓｉｔｙ（ｗａｉｓｔｌｉｎｅ）８５ｃｍ，２６（２８．９％）ｗｉｔｈ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
（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ｇ２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ＢＭＩｏｆｔｈ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ｎ
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ｂｏｄｙｈｅｉｇｈｔ，ｗａｉｓｔ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ａｓｔ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ｗｅｒｅｓｉｍｉ
ｌａｒ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ｎｓｍｏ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Ｗｅｄｉｄｎｏｔｆｉ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ｗｅ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ａｓｔ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ｂｌｏｏｄｌｉｐｉｄ，ａｎｄｓｏ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Ｓｍｏｋｉｎｇ；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近年来研究均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糖尿病、血
脂异常、肥胖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精神分裂症患

者易伴发代谢综合征，为患者及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

济负担。一般人群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为 ８％ ～
１７％，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为２２％ ～６６％。代谢综合征
包括肥胖、高血压、糖脂代谢异常，引起体内代谢紊乱，

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死亡率［１］。研究发现，随着吸

烟量的增加，男性患代谢综合征的比率逐渐增加，吸烟

与高甘油三酯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有关，

与高血糖、高血压无关。本研究旨在探讨男性精神分

裂症患者未服抗精神病药之前吸烟与代谢综合征的关

系，为预防及治疗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州市科技局项目（Ｙ２０１００３２４）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７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精神科

（唐伟，温娜，刘家洪，刘林晶）；３２５０３５浙江省温州
医科大学环境与公共卫生学院应用心理学系（蒋索）

通讯作者：蒋索，Ｅｍａｉｌ：ｊｓｂｎｕ＠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２０１１年８月—９月我
院精神科的首发男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共入组精

神分裂症患者９０例，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
分类与诊断标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标准；②年龄１８～６５岁。排除标准：①发病前有严重
躯体疾病的患者，包括单纯性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

血管疾病等；②物质依赖患者；③其他精神疾病患者。
本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患者或监护人签

署知情同意书。

代谢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为２００４年中华医学会糖
尿病学分会（ＣＤＳ）推荐的诊断标准［２］：具备下列５项
指标中３项或３项以上者，即血压≥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或已治疗；空腹血糖（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Ｌ，２ｈ血糖≥７．８ｍｍｏｌ／Ｌ，和（或）诊断为糖尿病
并治疗者；甘油三酯（ＴＧ）＞１．６９ｍｍｏｌ／Ｌ；高密度脂蛋
白（ＨＤＬ）：男性 ＜０．９ｍｍｏｌ／Ｌ；向心性肥胖：腰围男
性＞８５ｃｍ或体质量指数＞２５ｋｇ／ｍ２，体质量指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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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ｋｇ）／身高（ｍ２）。
１２　研究方法　由研究人员编制患者一般信息调查
表，内容包括年龄、病程、受教育程度、吸烟与否等。吸

烟：指每天吸烟量≥１支，吸烟时间大于１年。次日清
晨进行体重、身高、腰围、臀围、血压的测定，并抽取空

腹血进行血生化检测，包括空腹血糖、血清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血脂和血糖均采用同意的方法和试剂测定，由温

州康宁医院中心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采用两样本独立 ｔ检验比较组间差异，代谢综合
征和吸烟的相关性采用 χ２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
法，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间一般情况比较　吸烟组４５例，非吸烟组
４５例。２组患者的年龄、病程、受教育程度、身高、腰
围、臀围、体重、腰围身高比、腰臀比、体质量指数、血压

比较见表１。吸烟组的体重、体质量指数均高于非吸

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２组代谢综合征及代谢危险因素比较　吸烟组
患者的空腹血糖、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于非吸烟

组，但２组患者的空腹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蛋
白等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２。
９０例患者中，１８例患者有代谢综合征（２０％），其

中非吸烟组８例（１７．８％），吸烟组１０例（２２．２％），２
组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患者

中，高血压者３例（３．３％）、高血糖症者７例（７．８％）、
高甘油三酯血症者４３例（４７．８％），高密度脂蛋白降
低者２３例（２５．６％），向心性肥胖（腰围＞８５ｃｍ）５３例
（５８．９％），体质量指数≥２５ｋｇ／ｍ２者２６例（２８．９％）。
非吸烟组患者腰围略大，与吸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详见表２。以是否吸烟为应变量，以年龄、身高、体重、
体质量指数、腰围、血糖、血脂等为自变量，建立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模型，这些因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即与是
否吸烟无关。

表１　２组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病程（月）
受教育程度

（年）
身高（ｃｍ） 腰围（ｃｍ） 臀围（ｃｍ） 体重（ｋｇ）

体质量指数

（ｋｇ／ｍ２）
腰围身高比

非吸烟组 ４５ ４２．４９±９．７６ １５．４０±８．１７ ８．１６±２．３６ １６９．４９±７．８０ ８６．８７±８．８５ ９１．６２±９．７８ ６５．７８±９．９６ ２２．８８±４．４１ ０．５１±０．０５
吸烟组 ４５ ４１．４４±８．５３ １６．８４±７．７４ ９．２２±２．７５ １７０．８２±４．５４ ８６．８９±１２．４３ ９３．８０±８．８０ ６６．８２±１３．４６ ２２．９６±３．１４ ０．５１±０．０７
ｔ值 ０．５４１ ０．８５９ １．９７５ ０．９９１ －０．００８ －１．１０８ －０．４１８ －０．１０３ ０．３７３
Ｐ值 ０．５３５ ０．３９３ ０．０５１ ０．３２５ ０．１１４ ０．４７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６

组别 例数 腰臀比
收缩压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ｍｍＨｇ）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Ｌ）
总胆固醇

（ｍｍｏｌ／Ｌ）
甘油三酯

（ｍｍｏｌ／Ｌ）
高密度脂蛋白

（ｍｍｏｌ／Ｌ）
低密度脂蛋白

（ｍｍｏｌ／Ｌ）
非吸烟组 ４５ ０．９６±０．１９ １１２．７８±１５．３８ ７２．３３±９．８２ ４．７２±０．９６ ４．５６±１．０６ １．８６±１．１３ １．０９±０．２５ ２．８４±０．８６
吸烟组 ４５ ０．９２±０．０８ １１０．００±１６．９５ ７１．５８±１６．９５ ４．７９±１．２２ ４．５６±１．１４ ２．０７±１．１６ １．０６±０．２３ ２．９４±０．８６
ｔ值 １．２５９ ０．８１４ ０．３６４ －０．３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８４３ ０．５５８ －０．５３３
Ｐ值 ０．２９１ ０．９６３ ０．９３０ ０．７８９ ０．７０３ ０．４０８ ０．６０６ ０．８２７

表２　２组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及各个代谢危险因素患病情况（ｎ，％）

组别 例数 代谢综合征
血压≥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

或已治疗

空腹血糖≥６．１ｍｍｏｌ／Ｌ
或已诊为糖尿病

甘油三酯

＞１．６９ｍｍｏｌ／Ｌ
高密度脂蛋白

＜０．９ｍｍｏｌ／Ｌ
腰围

＞８５ｃｍ
体质量指数

≥２５ｋｇ／ｍ２

非吸烟组 ４５ ８（１７．８） ２（４．４） ３（６．７） １９（４２．２） １２（２６．７） ２６（５７．８） １２（２６．７）
吸烟组 ４５ １０（２２．２） １（２．２） ４（８．９） ２４（５３．３） １１（２４．４） ２７（６０．０） １４（３１．１）
Ｐ值 ０．２７８ ０．３４５ ０．１５５ １．１１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６ ０．２１６

３　讨　论
　　代谢综合征在我国发病率逐渐增加，糖尿病、肥
胖、高血压等诸多代谢危险因素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

关［３］。精神分裂症患者伴发代谢综合征是精神卫生临

床实践的难题之一，给患者的治疗带来困难，早期预防

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的发生，找到代谢综合征

发生的危险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４－５］。

全世界日益重视吸烟导致的疾病［６］，吸烟与代谢

综合征的关系已得到许多研究的证实［７］，随吸烟量的

增加，吸烟与代谢综合征关联的危险强度增加［８］。吸

烟增加正常人的体重及腰围，引起脂肪组织的再分布，

腹腔内脂肪增多，导致向心性肥胖，其中肿瘤坏死因子

转化酶活性增高，通过抑制胰岛素底物的磷酸化，使胰

岛素信号转导过程受阻，从而导致胰岛素抵抗和高胰

岛素血症，影响血糖代谢，腰围是代谢综合征最主要的

危险因素。本研究吸烟患者和非吸烟患者的腰围未发

现有统计学差异，但吸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重和体

质量指数高于非吸烟组。吸烟还能引起血压增高，机

制不明。吸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患伴发代谢综合征的

危险因素［９－１０］。本研究吸烟组患者的代谢综合征发生

率为２２．２％，未明显高于非吸烟组，可能与研究的样本
数较小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接

近国内张本等报道的１９．９％［１１］。代谢综合征患者体

内氧化应激水平增高，在青少年时期就可出现激素水

平紊乱和抗氧化水平降低，使心血管疾病风险增

加［１２］。本研究未发现吸烟与非吸烟患者的血压、血

糖、血脂有差异，有待扩大样本进一步研究。本研究纳

入的患者为未服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分析代谢综合

征的危险因素时排除了抗精神病药的影响。有研究报

道抗精神病药可能会引起体重增加或肥胖，血胆固醇

升高，血清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引起糖尿病；其中奥氮

平更易引起肥胖、血脂升高以及糖化血红蛋白升高；许

多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会明显引起体重增加，甚至发展

为冠心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而齐拉西酮和阿立哌唑

较少引起代谢异常。国内乔颖等以持续（下转第９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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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干预·

计划生育手术患者的心理问题分析及护理干预措施研究
岳彩虹，王新华，曹?

摘要：目的　讨论计划生育手术患者的心理问题及护理干预的合理措施。方法　选取解放军第３０２医院２０１１
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妇产科门诊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患者２６０例，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１３０例和观察组１３０
例，对照组患者在术后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增加以心理护理为主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观察２组患者术前术后
的心理情况和护理效果，并进行比较。结果　２组患者经过不同的护理干预后，焦虑心理问题均得到了改善。但
相比较，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为９６．１５％（１２５／１３０），对照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为８３．８５％（１０９／１３０），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３６，Ｐ＜０．０５）。结论　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患者容易产生焦虑、烦躁、消极、怀疑的心理问题，在护理过程中开
展心理护理等综合护理手段能够有效避免患者的不良心理，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和临床效果。

关键词：计划生育手术；心理问题；护理干预措施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５７０３

　　计划生育手术是指以健康育龄女性为对象的人工
流产、引产、输卵管结扎、节育器置放等手术，手术过程

中易出现子宫穿孔、出血、月经失调等不良反应。手术

患者经常会由于社会、家庭及自身的多种因素造成不

良的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了治疗的效果及术后的恢复，

对手术患者的健康问题造成威胁。心理问题有紧张、

恐惧心理：尤其是实施创伤性的人工流产术等；焦虑、

抑郁心理：对预后过分担忧后会出现焦虑心理，高度的

焦虑不仅增加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对康复过程也会

产生不利的影响；脆弱心理：常常表现为对自己日常行

为、生活自理信心不足，事事依赖别人，行为顺从，情感

脆弱，处理应变能力下降；猜疑、怀疑与依赖心理并存：

两种矛盾心理状态交织斗争，内心极为矛盾、痛苦，服

务对象的言谈举止往往表现出异于常人“不正常”的

精神状态。心理支持工作是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一个

重要环节，心理支持工作是否到位和规范，直接影响计

划生育服务质量和服务对象的效果和满意度。良好的

心理支持工作可帮助这些服务对象解决心理问题，使

受术者的心理顺利康复，避免可能产生的各种心理障

碍。良好的心理支持工作可帮助这些服务对象解决相

关心理问题，使受术者的心理顺利康复，避免可能产生

的各种心理障碍［１］，增加面对手术的信心，积极的配合

手术开展。为了给计划生育手术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护

理干预措施，我院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开展了
相关护理干预的研究，以２６０例计划生育手术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在围手术期开展了以心理护理为主的整

体护理干预措施，并获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９月
收治的计划生育手术患者２６０例，按随机数字表分为
对照组１３０例和观察组１３０例。对照组中，年龄２１～
５２岁，平均年龄（３７．４±３．７）岁；人工流产术８２例，妊
娠中期引产术１２例，输卵管结扎术８例，宫内节育器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９北京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３０２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岳彩虹，邮箱：Ｈｏｎｇｈｕａ１２３０＠１２６．ｃｏｍ

置放与取出手术２８例；未生育３１例，一次生育６７例，
２次以上生育３２例；患者本科以上４４例，中专或大专
４１例，初中或高中３７例，小学以下８例。观察组中，
年龄２０～５３岁，平均年龄（３８．８±４．１）岁；人工流产术
７５例，妊娠中期引产术１３例，输卵管结扎术７例，宫
内节育器置放与取出手术３５例；未生育３３例，一次生
育６９例，２次以上生育２８例；患者本科以上３９例，中
专或大专４２例，初中或高中３８例，小学以下１１例。２
组患者的年龄、学历、生育、手术类别等情况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围手术期开展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以心理护理为主的综合

护理干预措施，包括术前、术中、术后护理。

１２１　术前护理　①部分手术患者由于家庭传统的
观念所强迫开展手术，护理过程中，护士应该与患者开

展良好的沟通，倾听患者的内心苦衷，并给予合理的心

理指导，使其减轻焦虑感，正确面对手术实施；②女性
患者通常会在手术前产生强烈的恐惧感，当发现患者

存在这种心理情况时，需要护理人员细致耐心地讲解

手术实施的过程、麻醉方式和术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对

实施手术的医师水平加以介绍，讲述手术有效治愈的

经典案例，并且可以简单介绍术后的预后措施，使患者

消除不良情绪，增加面对手术的信心［２］。

１２２　术中护理　①护理人员安排好输液及输血护
理，保证在需要时可以顺利实施，准备阶段仔细检查有

无渗漏、脱落等情况。②患者进入手术室后，会由于手
术室里消毒水味道以及手术器械的声音，再次出现恐

惧情绪，通常有面色苍白、心率加快等表现。护理人员

需开展合理的交谈，询问患者感觉，讲解应对措施，保

证患者在术中能够积极配合［３］。在手术开展过程中，

护理人员指导患者更好地配合手术，为患者保护隐私，

开展护理动作轻柔，并要控制手术器械的刺激性响声。

手术开展过程中如遇突发事件，护理人员应保持镇定，

不能显示出慌乱的神情和动作，准确、迅速地开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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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操作。

１２３　术后护理　①加强护理安全管理：不断建立健
全护理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如入院须知制度、交接班制

度、检查制度、消毒隔离制度、药品管理制度、安全警示

规范等［４］。②对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开展有效观察措
施，对患者的疼痛和负面情绪做必要的干预措施，告知

患者手术的顺利程度，讲解术后的注意事项。为了缓

解疼痛感，依情况促进患者之间交流及看书等项目开

展电视、音乐等音像设备的使用，使患者情绪乐观，尽

早恢复。

１３　观察指标　在手术前后分别采用汉密顿焦虑量
表对患者开展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评估，依照患者临

床表现开展计分评估，无焦虑情况，不计分；轻微的焦

虑心理，计１分；患者存在焦虑心理，计２分；患者焦虑
情况较严重，计３分。分数越大，焦虑情况越严重。设
定分数 ＞２９分患者为严重焦虑，２１～２９分为显著焦
虑，１４～２０分为中度焦虑，７～１３为轻微焦虑，分数＜７
分为无焦虑。患者满意度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

分为３个等级：满意、良好、不满意，每项指标均采用李
克特５级评分，即１分为很不满意，２分为不满意，３分
为一般，４分为比较满意，５分为很满意。１～２视为不
满意，３～４分视为良好，５分视为满意。问卷调查表在
填写后及时收回，对于患者填写过程中不明白之处进

行详细讲解，待其充分理解后按照自身实际意愿进行

填写。本次调查问卷共发送２６０张，实回收２６０张，所
有调查问卷均为有效填写。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量数据采用（ｘ±ｓ）表示，用 ｔ检
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

χ２检验；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手术前后焦虑情况对比　２组患者经过
不同的护理干预后，焦虑心理问题均得到了改善。但

相比较，２组干预前患者的焦虑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在干预后观察组严重焦虑４例，显著焦
虑１１例，中度焦虑１２例，轻微焦虑１６例；对照组严重
焦虑１９例，显著焦虑２１例，中度焦虑１９例，轻微焦虑
２３例，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计划生育手术患者手术前后焦虑情况对比（ｎ，％）

组别　 时间 例数 严重焦虑 显著焦虑 中度焦虑 轻微焦虑 无焦虑

观察组 干预前 １３０ ２５（１９．２）ａ ４４（３３．８）ａ ３７（２８．５）ａ ２４（１８．５）ａ ０ａ

干预后 １３０ ４（３．１）ｂ １１（８．５）ｂ １２（９．２）ｂ １６（１２．３）ｂ ８７（６６．９）ｂ

对照组 干预前 １３０ ２６（２０．０） ４２（３２．３） ３８（２９．２） ２４（１８．５） ０
干预后 １３０ １９（１４．６） ２１（１６．２） １９（１４．６） ２３（１７．７） ４８（３６．９）

　　注：与对照组干预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ｂＰ＜
０．０５。

２２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为９６．１５％，对照组患者对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为８３．８５％，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组计划生育手术患者对病房护理工作的
满意程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良好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１３０ ９０ ３５ ５ ９６．１５
对照组 １３０ ５６ ５３ ２１ ８３．８５
χ２值 ４．３６
Ｐ值 ＜０．０５

３　讨　论
　　计划生育手术主要是针对已经生育过的健康育龄
妇女，她们在生育后想要通过节育办法来控制生育，或

者是因为节育环脱落、异位、避孕套损坏等意外情况造

成避孕失败，因此选择计划生育术达到计划生育的目

的。计划生育手术对妇女来说并非是机体疾患的需

要，故心理上格外敏感［５］。部分妇女对计划生育术知

识的了解程度不高，文化素质较低，所以她们在手术前

容易造成紧张、恐慌、害怕等不稳定的心理情绪，如担

心手术时出血情况、害怕疼痛、担心术后是否会对身体

健康造成影响、对性生活和生育能力的影响等，这都是

手术患者在术前典型的心理担忧，从而导致在手术进

行时不能很好地配合医生，延长了手术时间，提高了术

后引发并发症的几率［６］。伴随着国家对计划生育政策

的宣传普及，全国妇女对妇科知识和自身健康的关注

度有了明显提升，但是，目前仍存在部分偏远农村的妇

女，由于传统思想观点浓重，思想固化，对新事物的接

受程度有限，并且环境条件较差，医疗卫生水平低等原

因，使得她们对计划生育手术不了解，相比都市妇女，

她们更容易产生不稳定情绪，甚至抗拒手术。面对这

类情况，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耐心向她们讲解国家政

策和计划生育手术开展相关知识，缓解她们的紧张情

绪，放松心情，从而更好地配合医生手术，保证手术效

果［７－８］。

做好护理对策，从基础工作入手：工作人员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建立尊重、和谐、有礼、友善的医

患关系，塑造计划生育行业良好形象。重视宣传工作：

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积极主动提供相应的技术

服务宣传。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全程的心理疏导、

辅导及咨询：通过计划生育服务人员对手术的详细介

绍后，帮助服务对象做出知情、自主、自愿的决定，使其

以良好的心态接受手术，消除顾虑，树立信心。服务人

员要注意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受术者在平静、舒服的心

境下度过手术关。要关心受术者的心理恢复，心理疏

导不能随手术的完成而停止，还必须要严格观察，及时

随访，特别是那些有明显心身症状的患者，仍要进行耐

心的心理疏导。

本次研究中以１３０例计划生育手术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开展了以心理干预为主的综合护理方式，对患者

焦虑等心理问题施行了必要干预手段，包括术前的沟

通与宣导，降低了患者由于手术所产生的恐惧感，增加

了治愈信心；术中护理合理减少手术器械、手术室环境

等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压力，并实施有效的交谈减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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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焦虑心理；术后着重增加手术效果和注意事项的

讲解，配合音乐等心理调节的措施等。经具体干预后

的结果表现，以心理干预为主的综合护理患者在干预

后严重焦虑情况下降１６．１％，显著焦虑下降２５．３％，
中度焦虑下降１９．２％，轻微焦虑下降６．４％，无焦虑增
长至６６．９％，心理问题的改善效果十分显著，明显好
于对照组患者的心理问题表现，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为
９６．１５％，对照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为８３．８５％，
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开展综
合护理的方式对患者心理问题的调节有重要意义。魏

晓芳以５１２例计划生育手术患者作为对象，开展心理
干预效果的相关研究，通过在术前、术中、术后实施有

效心理干预措施，使患者焦虑与疼痛情况均得到了有

效的改善，研究认为对计划生育手术患者开展围手术

期的心理干预，改善焦虑与疼痛情况，提高手术的成功

率，本次研究的结果与该项研究基本一致［９］。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工

作，计划生育手术患者的心理反应已引起普遍的关

注［１０－１１］。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患者容易产生焦虑、烦

躁、消极、怀疑的心理问题，如何有效避免心理问题的

出现已成为当前计划生育手术护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

题，不仅仅要求护理人员具备必要的护理技术与良好

的职业道德，同时更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一

旦发现存在不良心理，及时给予指导和疏通，最终保证

最佳的手术效果［１２－１３］。总之，在护理过程中开展心理

护理等综合护理手段能够有效避免患者的不良心理，

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和良好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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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药６个月以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发现
吸烟者较不吸烟者更易罹患代谢综合征，而不同类型

药物之间的比较无差异，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

致，这可能与样本量较小且横断面研究无法澄清患者

用药之前的代谢指标有关。今后有待增加样本量，设

计前瞻性研究及随访研究，以了解吸烟、抗精神病药等

因素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代谢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治疗

方案，减少患者的治疗费用，并考虑到吸烟的年龄和性

别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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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９７３例乳腺癌患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谢小红，顾锡冬，赵虹，胡袁媛

摘要：目的　通过对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其临床流行病学特征，探讨女性乳腺癌发病的相关
因素，为乳腺癌的临床诊治以及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经组织学确诊为原发性
乳腺癌患者９７３例作为观察组，选择同期体检的健康女性９６２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统一的问卷调查收集乳腺癌发
生的相关因素，行单因素及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探讨与乳腺癌的发病有关的危险因素。结果　单因素分析
显示被动吸烟、文化程度、职业、月经规律、哺乳时间、流产次数、乳腺癌家族史、定期锻炼、负性生活事件与乳腺癌

相关（Ｐ＜０．０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被动吸烟（Ｐ＝０．０４１，ＯＲ＝１．４６８）、流产次数多（Ｐ＝０．００５，ＯＲ＝
４．０１７）、乳腺癌家族史（Ｐ＝０．００８，ＯＲ＝２．４７９）和负性生活事件（Ｐ＝０．０１２，ＯＲ＝２．１７９）是乳腺癌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而母乳喂养（Ｐ＝０．００６，ＯＲ＝０．８１５）是乳腺癌发生的保护性因素。结论　乳腺癌的发生与生活环境、家
族史、女性生理生育、精神心理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应当根据不同患者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乳腺癌；危险因素；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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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ｅｍａｌ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Ｗｈｉｌｅ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Ｐ＝０．００６，ＯＲ＝０．８１５）ｗ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ａ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ｆａｍｉ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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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

　　乳腺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其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１］，其在女性恶性肿瘤中所占比例正逐

年增加，严重危害女性的身心健康［２］。乳腺癌的病因

目前尚不明确，可能是遗传、免疫、各种理化因素以及

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３］。因此探讨乳

腺癌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对其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通过对近年来的乳腺癌患者发病相关危险因素进

行调查分析，以期为临床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
该院确诊为原发性乳腺癌患者 ９７３例，年龄 ２４～７６
岁，平均（４５．４±７．５）岁，所有患者均经过组织学确
诊；选择同期体检的健康女性９６２例作为对照组，年龄
２５～７８岁，平均（４９．３±６．７）岁，２组患者在年龄、文化
程度、婚姻状况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调查方法　收集所有患者的资料，包括一般情况
如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身高、体重、婚姻状况等，以及

生活方式包括吸烟（被动吸烟）、饮酒、体育锻炼等，饮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浙江省中医院乳腺科
通讯作者：谢小红，Ｅｍａｉｌ：ｘｘｈ６６６８５７＠１６３．ｃｏｍ

食习惯、既往病史及家族史包括乳腺病史、家族肿瘤

史、月经生育史如初潮年龄、初产年龄、自然流产史、社

会心理因素等。调查内容按照统一格式设计调查问

卷，所有调查医师经过统一培训。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录入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
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或者百分比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对有统计学意义的观察指标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
因素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乳腺癌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经过对照分析
发现被动吸烟、文化程度、职业、月经规律、哺乳时间、

流产次数、乳腺癌家族史、定期锻炼、负性生活事件与

乳腺癌相关（Ｐ＜０．０５），而与年龄、饮酒史、生育史无
关（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　以是否发生乳腺癌作
为应变量，经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观察指标为

自变量，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吸烟／被动吸
烟、流产次数、乳腺癌家族史和负性生活事件是乳腺癌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母乳喂养是乳腺癌发生的保

护性因素（见表２、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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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乳腺癌发生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６０ ≥６０
吸烟／被动吸烟
是 否

饮酒史

有 无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职业

农民 工人 干部 其他

月经规律

是 否

观察组 ９７３ ４９７ ４７６ ５５９ ４１４ ４５１ ５２２ ２６７ ３３４ ３７２ １９７ ２５８ ３５７ １６１ ４６４ ５０９
对照组 ９６２ ４８９ ４７３ ４７２ ４９０ ４４１ ５２１ ２９０ ３２２ ３５０ ２８１ ３１５ ２１５ １５１ ４９７ ４６５
χ２值 ０．０１ １３．６７ ０．０５ ３２１．１０ ９４２．８７ １７．５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组别 例数
生育史

有 无

哺乳时间

无 ≤半年 ＞半年
流产次数

０ １～２ ≥３
乳腺癌家族史

有 无

定期锻炼

有 无

负性生活事件

有 无

观察组 ９７３ ５２１ ４５２ ２９１ ３４９ ３３３ ２８５ ３５３ ３３５ ５５４ ４１９ ４５９ ５１４ ４４８ ５２５
对照组 ９６２ ５０４ ４５８ ２９３ ３５７ ３１２ ２８７ ３５９ ３１６ ４８２ ４８０ ５１２ ４５０ ３８７ ５７５
χ２值 ０．２６ １２４．９９ ９５．６６ ９．０８ ７．０８ ６．６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２　乳腺癌相关因素变量的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

吸烟／被动吸烟 ０＝否，１＝是
流产次数 ０：０，１：１～２，２：≥３
乳腺癌家族史 ０＝无，１＝有
母乳喂养 ０＝否，１＝是
负性生活事件 ０＝无，１＝有

表３　乳腺癌发生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参数名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Ｐ值 ＯＲ值 ９５％可信区间

被动吸烟 ０．４８９ １．６２５ ０．０４１ １．４６８ １．０６７～２．７８１
流产次数 １．４７５ ０．８１５ ０．００５ ４．０１７ １．１０５～４．１５８
乳腺癌家族史 ０．９５６ ０．８９４ ０．００８ ２．４７９ １．２４５～３．０８３
母乳喂养 －０．５７２ ０．６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８１５ ０．５０９～０．８７２
负性生活事件 ０．７６９ ０．５７１ ０．０１２ ２．１７９ １．１２７～２．４９１

３　讨　论
　　乳腺癌占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严重危害女性
身心健康，研究显示近几年来乳腺癌的患者平均每年

以３．１％的速度增长，仅２０１０年约有４０余万例患者死
于乳腺癌［４］，乳腺癌危害巨大，因此探讨其发病的危险

因素对提高其治愈率，从根源上预防杜绝其发生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５］。目前有较多学者做过有关乳

腺癌危险因素的研究［６－８］，报道不一。欧美部分国家

和地区“Ｇａｉｌ风险评估和预测模型”在乳腺癌相关危险
因素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９－１０］，但并不能准确预测我

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危险性［１１］。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以及多因素分析发现吸烟／被
动吸烟、流产次数、乳腺癌家族史和负性生活事件是乳

腺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母乳喂养是乳腺癌发生

的保护性因素。乳腺癌家族史与乳腺癌的发生有相关

性［１２］，这与调查者ＢＲＣＡ１和ＢＲＣＡ２的基因突变有关，
其携带者每年发病风险在１．４％ ～４％，分别携带有两
种基因的女性，其终生发病风险高达 ３６％ ～８７％和
４５％～８４％［１３］，故对有家族史女性，应当尽可能早的

对相关基因进行筛查，早期预防［１４］。

有文献显示吸烟者患乳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

１５倍之多，吸烟史是相关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吸烟
以及被动吸烟是与乳腺癌具有相关性的，与文献报道

一致，但国内女性主动吸烟者少，多为被动吸烟，由于

烟雾中含有芳香胺等大量有害物质，尤其是 ＮＡＴ２在
在代谢过程中的变异物易引起芳香胺的缓慢清除，其

基因型的修饰加大了乳腺癌的患病风险［１４］，因此应当

加强被动吸烟危害性的宣传，拒吸二手烟。本研究还

显示观察组随着流产次数增多与对照组差异明显，说

明其与乳腺癌的发生也有相关性，流产缺乏晚期胎盘

产生的大量雌三醇，不能消除雌二醇和孕酮对乳腺上

皮的保护作用，使增殖期乳腺上皮缺乏激素保护，同时

又对致癌物质敏感，长期刺激增加癌变的危险性。本

研究中观察组与对照组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率有明显差

异，多因素分析也提示负性生活事件是乳腺癌的危险

因素，负性生活事件女性极易使机体的内环境紊乱失

衡，体内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对体内突变的细胞监控

能力不足，吞噬力下降，从而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１５］，

包括恶性肿瘤。单因素研究还发现文化程度与乳腺癌

的发生也有相关性，文化程度越高患乳腺癌的风险也

越大，职业也以干部职工的发生率较工人农民发病率

高，究其原因可能是这部分患者要面对更大的工作和

生活压力，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生活不规律，日常活动

量不足以及晚婚晚育等因素有关［１６－１７］。研究还显示，

较多的生育次数可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１８］。

在本研究中的诸多因素中，哺乳是对乳腺癌患者

具有保护性作用的因素，在哺乳期雌激素和催乳素的

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乳腺癌的发展，哺乳能够促

进乳腺组织发育完善，在推迟有排卵的月经周期，使乳

腺细胞处于成熟时间较长，体内雌激素水平较低，不易

发生癌变。未哺乳患者在其生育时分泌的乳汁样物质

不能及时排出导管，而长期的慢性刺激可能使乳腺导

管反复发生炎性改变，由此增加了乳腺癌的发生率。

有文献报道认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女性要较不活动

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要低，坚持适度的体育锻炼，能

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总之，乳腺癌的发生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

何做到乳腺癌的一级预防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

究，根据个体化的原则，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对暴

露有危险因素女性适时的定期体检和早期筛查，这将

对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具有重大意义［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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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降低Ｃａ２＋浓度，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使骨骼肌松
弛，从而减轻和消除痉挛，达到镇静和减低颅内压的目

的。从多年的临床应用显示，效果显著［７］。

本研究为了进一步提高期待治疗效果，延长妊娠

时间，改善新生儿预后及围产儿结局，在硫酸镁治疗基

础上联合丹参及低分子肝素，对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观

察。结果显示研究组血浆黏度比、Ｄ二聚体、ＭＡＰ指
标得到明显改善，孕周延长时间明显高于对照组，使新

生儿的预后得到明显的提高，２组新生儿结局比较显
示，研究组新生儿 Ａｐａｇｒ评分≥７分的占７７．７８％，新
生儿体重≥１５００ｇ的占６１．１１％，明显高于对照组，新
生儿死亡率低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果提示中西药联合治疗可提高治疗
效果。同时２组产妇与新生儿并发症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研究组３６例产妇治疗前后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及
血小板指标均无明显变化，说明本方案具有较高的安

全性。

对早发型子痫前期患者采用抗凝治疗其目的在于

改善患者体内的血液高凝状态和微循环，有效保护血

管内皮细胞［８］。从而使母体各重要脏器和胎儿得到有

效的血液灌注，促进孕妇和围生儿的良性发展。低分

子肝素经临床证实［９］，无致胎儿畸形等副作用，是孕期

和哺乳期使用的安全有效的抗凝药物，可抑制血栓的

形成，增强纤溶活性，同时补充钙剂和内源性肝素不

足，可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功能［１０］。丹参注射液是

一种纯中药注射剂，是由中药丹参经现代工艺提取的，

主要成分为丹参酮，功效是活血化瘀，祛瘀兼养阴血，

具有镇定、降压、安眠和利尿作用，静脉给药，可加快微

循环血液流速，使冠脉血流量增加，对孕妇心肌缺氧状

况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孕妇血液灌注得到保证，胎

儿也因此而获益，从而提高了新生儿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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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早期未治疗帕金森病患者非运动症状调查
张长国，冯耀耀，陈静，张强春

摘要：目的　调查早期未治疗帕金森（ＰＤ）患者非运动症状发生及与药物治疗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７６名新诊
断的未治疗的ＰＤ患者，于初诊时及随访２年后于非运动症状问卷（ＮＭＳＱｕｅｓｔ）、ＵＰＤＲＳⅢ量表评定患者的非运
动症状及运动障碍症状，所有患者根据临床症状于不同时期接受多巴胺能药物治疗。结果　在诊断初，９６．１％的
患者具有至少一种非运动症状，在２年后的随访中，焦虑与悲伤发生率较基线状态有减少（Ｐ＝０．００３和 Ｐ＝
０．００３），性生活困难、疼痛、体重改变发生率较前增多（Ｐ＝０．０２３，Ｐ＝０．０４２和Ｐ＝０．０１６）。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相关分析
示，焦虑与悲伤和是否使用多巴受体激动剂（ＤＡ）呈负相关（ρ＝－０．４７８，Ｐ＝０．０１及 ρ＝－０．３６４，Ｐ＝０．０２０），而
体重改变与ＤＡ是否使用及多巴胺等效剂量（ＤＡＬＥＤＤ）呈正相关（ρ＝０．４３７，Ｐ＝０．０４；ρ＝０．３２６，Ｐ＝０．００１），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多巴受体激动剂是悲伤的保护性因素（ＯＲ＝０．８３６，Ｐ＝０．００１），而是否使用 ＤＡ及 ＤＡＬＥＤＤ是体
重改变的危险因素（ＯＲ＝１１．２，Ｐ＝０．００７；ＯＲ＝３．７，Ｐ＝０．０３）。结论　在早期的ＰＤ患者中非运动症状发生率高
且症状持续存在，某些ＰＤ治疗药物特别是ＤＡ影响着非运动症状的发生。
关键词：帕金森病；非运动症状；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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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ρ＝－０．４７８，Ｐ＝０．０１ａｎ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ρ＝－０．３６４，Ｐ＝０．０２）；ｗｅｉｇｈｔｃｈａｎｇｅｗａ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ｕｓｅｏｆＤＡ（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ρ＝０．４３７，Ｐ＝０．０４），ａｎｄｔｏ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ＬＤｏｐａ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ｄａｉｌｙｄｏｓａｇｅ
（ＤＡＬＥＤ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ρ＝０．３２６，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ｈｏｗｅｄ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ｓｅｏｆＤＡ
ａｎｄｓａｄ（ＯＲ＝０．８３６，Ｐ＝０．００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ｅｉｇｈｔ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ＤＡ（ＯＲ＝１１．２；
Ｐ＝０．００７）ａｎｄＤＡＬＥＤＤ（ＯＲ＝３．７；Ｐ＝０．０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Ｎｏｎｍｏｔ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ｅｒｅｖｅｒ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ｉｎ
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ｙ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ｒｅｍａｉｎｓｔａｂ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ｅｉｎｇｏｎｌｙｆｅｗｎｏｎｍｏｔ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ｂｙ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ｏｎｍｏｔ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

　　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不仅表现震颤、
肌强直等运动障碍症状，且并存着如睡眠障碍、抑郁、

直立性低血压等非运动障碍症状（Ｎｏｎｍｏｔｏｒ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ＮＭＳ），极大地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１］。目前，

ＰＤ的药物治疗能极大的改善患者的运动障碍症状，而
对于ＮＭＳ的改善作用甚微，某些药物的治疗还会导致
ＮＭＳ的出现。国内目前有对于 ＰＤ患者 ＮＭＳ的研
究［２－３］，但排除药物的影响较少，且对于早期 ＰＤ患者
的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将以早期未治疗的 ＰＤ患者
为研究对象进行 ＮＭＳ的调查及随访，阐述 ＮＭＳ的变
化及抗ＰＤ药物治疗对其产生的影响。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本
院门诊或住院的早期未治疗的 ＰＤ患者，入选标准为
病程＜２年，未接受过任何抗ＰＤ药物、抗抑郁、焦虑药

作者单位：３１３０００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张长国，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ｃｇ１９８１＠１６３．ｃｏｍ

物的治疗。ＰＤ的诊断参照英国脑库诊断标准。所有
的患者在诊断后根据临床症状接受多巴胺能药物治疗

（左旋多巴制剂、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单胺氧化酶抑制

剂）。

１２　调查工具　选用统一 ＰＤ评分量表Ⅲ（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ＵＰＤＲＳⅢ）评价入选患
者运动症状。非运动症状评定：选用非运动症状问卷

（Ｎｏｎｍｏｔ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Ｑｕｅｓｔ，ＮＭＳＱｕｅｓｔ）评价患者目前
存在的非运动症状。ＮＭＳＱｕｅｓｔ由３０道题目构成，内
容涉及胃肠功能障碍、自主神经症状、精神相关症状、

睡眠障碍、感觉障碍及其他 ６大方面，患者可选择
“是”、“否”反映非运动症状存在情况，本研究将在患

者就诊初（基线）及２年的随访终点各评定１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Ｍｃｎｅｍａｒ检验，计量资料
间的均数比较采用配对资料 ｔ检验，使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
关分析研究 ＮＭＳ与药物治疗间的相关性，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ＮＭＳ的独立影响因素，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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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最终７６名 ＰＤ患者入选本
次研究，其中男性４０名，女性３６名，年龄５２～６７岁，
平均（５８．７±７．８）岁，病程７～２０个月，平均（１４．６±
６．７）月；ＵＰＤＲＳ评分９～２５分，平均（１７．４±７．６）分，
ＮＭＳ数０～９个，平均（５．３±４．１）个。
２２　２年后随访患者临床资料　５２名患者使用左旋
多巴制剂治疗，４６名患者接受多巴受体激动剂治疗，
３７名患者接受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治疗，接受１种药物
治疗的患者为２８例，２种药物为３１例，３种药物为１５
例。患者 ＵＰＤＲＳⅢ评分 １１～３２分，平均（２０．４±
１１．８）分；ＮＭＳ数１～１０个，平均 ＮＭＳ（５．９±３．８）个，
与基线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患者基线及随访ＮＭＳ发生率及变化　在基线状
态，７３名（９６．１％）患者有至少一种 ＮＭＳ症状，平均
５．３±４．１，最为常见的症状为便秘、悲伤、焦虑、失眠；
在２年后的随访中所有的患者具有至少一种 ＮＭＳ症
状，平均５．９±３．８，最为常见的症状为便秘、味觉或嗅
觉障碍、失眠、生动梦境等。在２年后的随访中，焦虑、
悲伤发生率较基线状态有不同程度下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０３和 Ｐ＝０．００３）；而性生活困难、疼
痛、体重改变有不同程度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２３，Ｐ＝０．０４２和Ｐ＝０．０１６），见表１。
２４　非运动症状与多巴胺能药物治疗相关性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治疗药物对非运动症状的影
响，结果显示，焦虑、悲伤与多巴受体激动剂是否使用

呈负相关（ρ＝－０．４７８，Ｐ＝０．０１及 ρ＝－０．３６４，Ｐ＝
０．０２）；体重改变与多巴受体激动剂是否使用、多巴受
体激动剂等效剂量呈正相关（ρ＝０．４３７，Ｐ＝０．０４；ρ＝
０．３２６，Ｐ＝０．００１），将以上有统计学意义的非运动症
状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病程、ＵＰＤＲＳⅢ评分、药物
治疗种类、治疗剂量为因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最终显示，ＤＡ为悲伤的保护性因素（ＯＲ＝０．８３６，Ｐ＝
０．００１），多巴受体激动剂是否使用及等效剂量为体重
改变的危险因素（ＯＲ＝１１．２，Ｐ＝０．００７；ＯＲ＝３．７，Ｐ＝
０．０３）。

３　讨　论
　　ＰＤ患者ＮＭＳ可表现为胃肠道功能障碍、自主神
经症状、精神相关症状等各方面，影响 ＮＭＳ发生的影
响因素较多，病程与治疗药物就是其中的主要因素［４］。

既往较少排除了病程及治疗药物的影响，得出的结论

差异较大［２－３，５］。

在本研究中，我们动态的观察了早期 ＰＤ患者接
受药物治疗前后 ＮＭＳ的动态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
早期有９６．１％的患者合并有至少一种ＮＭＳ症状，精神
相关症状、睡眠障碍及便秘等为最主要的表现，在２年
后的随访中，几乎所有的患者都出现 ＮＭＳ症状，在治
疗前后，患者平均 ＮＭＳ并未有明显改变，说明即使在

疾病早期，ＮＭＳ发生率仍较高，且药物治疗并未能改
善ＮＭＳ症状。
表１　患者基线及２年随访ＮＭＳ发生率及变化（ｎ，％）

ＮＭＳ 基线 随访 变化 Ｐ值

流涎 １５（１９．７０） ２０（２６．３０） ３３．５ ０．３３５
味觉或溴觉障碍 ２７（３５．５０） ３１（４０．８０） １４．９ ０．５０４
吞咽困难 ７（９．２１） ９（１１．８０） ２８．１ ０．５９７
呕吐 ４（５．２６） ６（７．８９） ５０．０ ０．５１３
便秘 ５６（７３．７０） ６１（８０．３０） ９．０ ０．３３５
大便失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大便不禁感 １８（２３．７０） １４（１８．４０） －２２．４ ０．４２６
尿急 ２９（３８．２０） ２７（３４．２０） －１０．５ ０．７３７
夜尿增多 ２２（２８．９０） ２４（３１．６０） ９．３ ０．７２４
性欲异常 ３（３．９５） ５（６．５８） ６６．６ ０．７１６
性生活困难 ９（１１．８０） ２０（２６．３０） ８９．８ ０．０２３
体位性头晕 ８（１０．５０） １４（１８．４０） １２２．９ ０．３７２
跌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双下肢肿胀 ３（３．９５） ５（６．５８） ６６．６ ０．７１６
出汗过多 １２（１５．８０） １６（２１．１０） ３３．５ ０．４０３
记忆力减退 １６（１７．１０） ２０（２６．３０） ５３．８ ０．４４５
兴趣丧失 ２７（３５．５０） １８（２３．７０） －３３．２ ０．１１０
幻觉 ３（３．９５） ６（７．８９） ９９．７ ０．４９２
注意力下降 １９（２５．００） １７（２２．４０） １０．４ ０．７０３
悲伤 ３２（４２．１０） １５（１９．７０） －５３．２ ０．００３
焦虑 ４０（５２．６０） ２２（２８．９０） －４５．１ ０．００３
错觉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日间思睡 １１（１４．５０） １７（２２．４０） ５４．５ ０．２０９
失眠 ３３（４３．４０） ２８（３６．８０） －１５．２ ０．４０８
生动梦镜 ２４（３１．６０） ２７（３５．５０） １２．３ ０．６０６
睡梦中肢体活动 １０（１３．２０） ７（９．２１） －３０．２ ０．４４０
不安腿 ６（７．８９） ４（５．２６） －３３．３ ０．５１３
疼痛 ７（９．２１） １６（２１．１０） １２９．１ ０．０４２
复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体重改变 ７（９．２１） １８（２３．７０） １５７．３ ０．０１６

　　与国内关于 ＰＤ患者 ＮＭＳ发生率［２－３，５］的调查比

较，我们的研究远低于其发生率，这与研究的对象病程

较短、平均年龄较小有关，尤其某些症状如错觉、跌倒

等症状并未发生。在每种ＮＭＳ发生率的变化中，我们
发现精神相关症状如焦虑、抑郁等在随访中有明显的

下降，而性生活困难、疼痛、体重改变发生率却有明显

上升，相关性及回归分析也显示，悲伤、焦虑等症状与

多巴受体激动剂是否使用及剂量有关，事实上，Ｂａｒｏｎｅ
Ｐ等［６］和ＰｉｃｉｌｌｏＭ等［７］证实多巴受体激动剂如普拉克

索能改善ＰＤ患者合并的抑郁，ＤＡ不仅作用于 Ｄ２受
体，同时能作用于Ｄ３受体，后者与抑郁、焦虑等有关。

帕金森病患者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为

７０％～８０％，帕金森病本身具有引起自主神经功能障
碍的病理、生理基础［８］，而性生活困难是 ＰＤ患者自主
神经功能障碍的表现之一。笔者发现，性生活困难发

生率有明显的变化，但并未发现与多巴胺能药物的治

疗有相关性，可能的原因为性生活困难是一种早期存

在的自主神经非运动症状，其发生机制复杂，与睾酮等

性激素下降有关，睾酮等的替代治疗可以改善其临床

症状［９］，而多巴胺药物替代治疗并不能逆转其变化。

本研究中发现，体重改变与多巴受体激动剂的使

用与剂量有着明显的联系，这与 ＥｖａｎｓＡＨ等［１０］所报

观察的现象相一致。事实上，多巴受体（下转第１０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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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温州市社区老年家庭自备药箱现状调查与分析
童静，张明，任海鸥

摘要：目的　了解温州某社区老年居民家庭常用药箱现状，比较有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及空巢老年人用药差异性
及安全性。方法　调查１５０户老年家庭，分为空巢老年家庭（ＥＮ，ｎ＝８８户）组和子女同住老年家庭（ＣＥ，ｎ＝６２
户）组，调查药品药械配备率，存储方式及用药情况。结果　①常用药品配备率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②ＣＥ组血糖仪及血压计配备率高（Ｐ＜０．０５），而体温计及医用酒精棉签配备率略高于ＥＮ组（Ｐ＞０．０５）；
③ＣＥ组药品及药械存放在固定药箱率高于 ＥＮ组（Ｐ＜０．０１）；④ＣＥ组老人服药规范，依从性明显高于 ＥＮ组
（Ｐ＜０．０１）。结论　老年居民家庭药箱配备常见病药品，而子女同住的老年家庭医用器械配备率较高，药品药械
存放规范，服药依从性高；而空巢老人药箱管理存在较多安全隐患，需加强空巢老人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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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中国家庭药箱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大多数
家庭都有家庭药箱或家用常备药品，以应对常见疾病

或突发急症。家用药箱普及率高，成为普通百姓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１］，但遗憾的是，家庭药箱管理及

使用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居民药箱管理意识模糊、缺乏

必要的管理技巧，不合理不规范用药现象比较严重，家

庭药箱的使用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已经引起有关部

门高度重视［２］。本人作为急救中心业务骨干，在日常

出诊救治患者过程中，发现“社区内子女同住一起的老

人其家庭药箱管理相对规范而空巢老人因服药错误出

现药源性疾病概率较高”这一现象，因此本课题组将从

是否空巢老人这一角度入手，调查分析温州某社区子

女同住的普通老年家庭和空巢老年家庭药箱现状，比

较分析两种老年家庭用药的不同，呼吁子女应尽关爱

老人之义务，加强对老人的关怀，减少和避免药源性疾

病发生，最大限度地保证老年人的用药安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有年龄≥６０

基金项目：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解决问题，促进健康”

项目（ＰＳＢＨ２０１２０１０）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２７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急救中心
通讯作者：童静，Ｅｍａｉｌ：ｔｏｎｇｊｉｎｇ＠ｗｚ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岁老人的家庭１５０户，根据子女是否同住分为空巢独
居老人家庭组６２户（老人数量９８人）和子女同住普通
老年家庭组８８户（老人数量１２１人）。前者指没有子
女或子女分居于不同的地方，且半年以上不能看望一

次。后者指子女与父母居住距离较近能经常看望且每

周有２次以上家庭。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经社区
居委会同意，并请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参与协调。调

查表由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

表主要内容包括：老年家庭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有无医疗保险），药品配备率，药械配备率，存

储方式及用药行为等，采用统一的调查表，由调查者充

分讲明问卷中的各项内容及要求，使老年人理解后逐

个填写完成，不能自行填写者由被调查者口述，其家属

代为填写。调查表经调查者检查合格后当场收回。问

卷共发出１５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５０份，回收率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录入原始数
据处理，进行统计描述。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老年家庭老年居民人口学特征比较　２组老
年家庭人口学特征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医疗待

遇上基本相似，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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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组老年家庭常用家庭药箱药品配备比较　２组
老年家庭药箱药品配备以调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及相关心脑血管并发症为主，各组配备率基本相同，两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组老年家庭老年居民人口学特征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

男性 女性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学历 高中学历 大专及以上

医疗待遇

公费医疗 医疗保险 无医疗保险

ＥＮ １２１ ７２．０±６．４４６（３８．１） ７５（６１．９） ４８（３９．７） ３６（２９．８） ２３（１９．０） １４（１１．５） ４３（３５．６） ７４（６１．２） ４（３．２）
ＣＥ ９８ ７１．８±５．７３９（３９．８） ５９（６０．２） ３８（３８．８） ３１（３１．６） １９（１９．４） １０（１０．２） ３０（３０．６） ６５（６６．３） ３（３．１）

　　注：ＥＮ为空巢老年家庭组，ＣＥ为子女同住老年家庭组。
表２　２组老年家庭常用家庭药箱药品配备比较（％）

组别 降压药 心脑血管药 糖尿病药 调血脂药 抗生素药 止痛药 其他药

ＥＮ ２５．３ ２２．７ １７．６ １４．８ １１．１ ４．７ ３．８
ＣＥ ２１．５ ２４．６ １９．９ １２．１ １０．８ ３．５ ７．６

　　注：ＥＮ为空巢老年家庭组，ＣＥ为子女同住老年家庭组。

２．３　２组老年家庭常用药械配备比较　２组老年家庭
家用药械配备以电子血压计、指端血糖仪、酒精棉签及

体温计配备比例相对较高，其中ＣＥ组血糖仪及电子血
压计配备率明显高于 ＥＮ组（Ｐ＜０．０５）；ＣＥ组体温计
及医用酒精棉签配备率略高于ＥＮ组（Ｐ＞０．０５），见表
３。

表３　２组老年家庭常用药械配备比较（ｎ，％）

组别 电子血压计 指端血糖仪 体温计 酒精棉签

ＥＮ １９（２１．２） １５（１７．１） ３５（３９．８） ３６（４０．６）
ＣＥ ２８（４５．２）ａ ２６（４２．０）ａ ２９（４６．８） ３０（４８．４）

　　注：ＥＮ为空巢老年家庭组，ＣＥ为子女同住老年家庭组。与 ＥＮ组
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老年家庭关于药品药械存放位置及用药情
况比较　ＣＥ组存放在固定便携式专用药箱／包的比例
明显高于ＥＮ组（Ｐ＜０．０１）；而 ＣＥ组随机存放在固定
位置抽屉／桌面的比例要低于 ＥＮ组（Ｐ＜０．０５）。ＣＥ
组家庭服药规范，依从性明显高于 ＥＮ组（Ｐ＜０．０１）。
见表４。

表４　２组老年家庭常用药品药械存放位置及老年
人用药规范依从性比较（ｎ，％）

组别 固定存放药箱包 随机存放 服药规范依从性

ＥＮ ３０（３４．１） ４６（５２．３） ２６（２９．５）
ＣＥ ４７（７５．８）ａ １１（１７．８）ｂ ５０（８０．６）ａ

　　注：ＥＮ为空巢老年家庭组，ＣＥ为子女同住老年家庭组。与 ＥＮ组
比较，ａＰ＜０．０１，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
龄化问题日益凸显［３］，有慢性病老人随之增加，老年人

健康及医疗问题倍受关注。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加

强，健康知识的普及以及国家实行药品分级管理政策

的实施，“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强化自我药疗，自

我管理”的理念逐步推进，自我药疗是老年疾病防治的

主要手段，自备药物及药械的家庭逐步增多。研究表

明农村地区家庭配药率达５６．１％以上，每个家庭配备
有多种常用药以便应急之需［４］。课题组对温州城市某

社区１５０名户老年人家庭备存用药调查表明：家庭配
药频率高达１００％，户均配药３．１６种，有１５．２％的老
年家庭同时配用４种以上的药物，且家庭配药种类多
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病及糖尿病类药物为主，提示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城镇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这与同

类调查结果相似［５］。市区部分老年家庭配备有血压

计，血糖仪以便监测血压、血糖水平，居民逐步参与自

身健康管理。尽管如此，老年人受身体机能衰退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老年人自身对家庭药箱管理面临较多

较大问题。

课题组研究发现：老年人家庭药箱管理主要问题

是备存药物随机存储现象较常见，空巢老人组较子女

同住的老人组明显分别是５２．３％和１７．８％，部分空巢
老人家庭药品药械放置于一次性塑料袋，弃用的纸盒

或金属盒等，存放的随意性大，存储的安全问题突出，

比如包装不完整，说明书遗失，标签不清楚，甚至更换

药品包装瓶袋等；空巢老人将药品固定存放在药箱内

比例明显低于子女同住组老人，分别是３４．１％和７５．
８％。调查中我们发现，在空巢老人组尽管有部分药品
储存在固定药箱内，但药箱暴露在阳光下、厨房内甚至

水槽边，容易导致药物氧化、污染、潮解、变色、变性及

霉变等变成劣质药品甚至有毒药品［６］。研究表明空巢

老年人服药规范依从性明显低于子女同住组家庭，分

别是２９．５％和８０．６％，主要体现在药物用途、用法及
用量不清；随意服药、延时服药、随意停药、随意改变剂

量；多种药物联合用药时出现错服，漏服或过量服用等

情况，与国内相关的研究结果相似［７］。研究表明，心脑

血管疾病是目前我国常见病、多发病，是导致死亡最主

要病因，部分是患者用药的依从性低有关。比如冠心

病ＰＣＩ术后，尤其是药物涂层支架者，一次漏服、误服
或延时服用抗血小板药物波利维就可能导致血管再栓

塞甚至死亡［８］。另外研究表明部分空巢老人不知道误

服药物时的临床表现及自我救助，比如糖尿病患者，漏

服、延时服用、过量服用药物均可能导致极大的血糖波

动，可能出现糖尿病高渗昏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甚

至低血糖昏迷，一旦发生类似情况，老人不知所措，不

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自我急救，如果发生昏迷，尤其是空

巢老人，延误抢救时机，后果不堪设想［９］。

本研究发现，２组老人自身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
龄、性别、文化程度及经济状态等无统计学差异，但其

家庭药械的配备使用率，家庭药箱管理合理规范性及

用药的依从性方面均有统计学差异，我们推测引起差

异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子女人文关怀有关。研究表

明［１０］，老年人心、肝、肾、脑及眼等脏器机能的衰退，老

年人其智力认知水平，生活行为能力逐步减退，加上其

自身文化素养偏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部分老年人不

能阅读或正确理解说明书，其在不同药品外包装盒上

做不同的标记，以表示治疗目的、用药频度、用药时间

等，将会在短期内模糊甚至遗忘因此出现用药错误，随

机存储药品药械以及依从性差等情况是不可避免。若

在家人提醒下或帮助下，上述老年家庭药箱管理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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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象将会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呼吁社会关注老年人，

尤其是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的空巢老人［１１］，子女

有义务回到老人身边，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指导

帮助老人用药，从精神层面上关心老人让老人不觉孤

独。社区居委会应该落实监督子女行为，子女确实有

困难与老人生活在一起的，社区可建立养老院，家庭生

活护理中心，让老人生活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依托，

从而确保老年人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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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患者均做了合适的切口选择，利于手术的操作及完

成。

充分体现微创手术的优点：应用腹腔镜技术处理

原发病灶而避免剖腹探查的患者，有手术创伤小、胃肠

道功能恢复快、并发症少、术后康复快等。本组所有患

者住院时间３～２０ｄ，平均８．９ｄ。其中腹腔镜手术的
患者住院时间为３～１２ｄ，平均６．５ｄ，其中２例探查阴
性的患者住院时间为３ｄ。中转开腹的住院时间为８～
２２ｄ，平均１０．４ｄ。

腹腔镜手术能明显减低并发症的发生率。Ｈａｃｋ
ｅｒｔＴ等［１４］发现腹腔镜手术的发生率大约在 １％ ～
９％。腹腔镜手术常见的严重并发症有穿刺孔感染、气
腹导致的心动过缓、腹腔内出血、脏器损伤及穿刺孔处

的腹水漏等。本研究所有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均无明

显并发症。一例肠梗阻患者为开腹行肠道手术患者。

有研究发现腹腔镜手术能明显降低肠梗阻的发生率。

这是因为，腹部外伤所致急性炎症反应是术后腹腔粘

连的主要原因。笔者通过对 ２组小鼠的实验进行比
较，一组为腹腔镜组，另一组为开腹组。对于开腹组，

发现正中切口及组织脱水是粘连的重要因素，因为它

们能导致严重的炎症反应，进而引起粘连。而腹腔镜

组，二氧化碳所导致的炎症反应较轻，故粘连较少［１５］。

总之，腹腔镜探查术是一种诊断治疗一体化的现

代外科微创技术，具有创伤小、确诊率高、治愈率高等

优点。对于临床诊断困难的腹部闭合性损伤可达到诊

断与治疗的双重目的，对于腹腔镜下不能完成诊治的

病例，也可给中转开腹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１］　ＣｒａｎｄａｌｌＭ，ＷｅｓｔＭ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ｂｄ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ｏ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ｘ［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６，１２（４）：

３３３３３９．

［２］　ＷａｎｇＨＰ，ＣｈｅｎＳＣ．Ｕｐｐｅｒ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ｌｌ

［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７，３５（５）：２０８２１５．

［３］　ＣｈｅｒｋａｓｏｖＭ，ＳｉｔｎｉｋｏｖＶ，ＳａｒｋｉｓｙａｎＢ，ｅｔａｌ．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ｖｅｒｓｕｓｌａｐａ

ｒｏｔｏｍｙ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Ｊ］．Ｓｕｒｇ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０８，２

（１）：２２８２３１．

［４］　ＰｕｃＭＭ，ＴｒａｎＨＳ，ＷｒｙＰＷ，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ｓｎｏｔａｕｓｅｆｕ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ｏｏｌ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ａｃａｌｃｕｌｏｕｓ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ｉ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ｌｌｔｒａｕ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ＡｍＳｕｒｇ，２００２，６８（１）：６５６９．

［５］　ＲｏｚｙｃｋｉＧＳ，ＲｏｏｔＨＤ．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ｒａ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ｖｉｓｃｅ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

［Ｊ］．Ｊ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１０，６８（５）：１０１９１０２３．

［６］　ＥｔｔｏｒｅＭ，ＥｄｏａｒｄｏＲ，ＥｌｉｅＯ，ｅｔａｌ．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ｌｉａｒｙ

ｐｅｒｉｔｏｎｉｔｉ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ｎ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ｌｕｎｔ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ｕｍａ

［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１０，１５（５）：２６．

［７］　ＴｊｉｂｂｅＪ，ＧａｒｄｅｎＢ，ＥｍｍａＪ，ｅｔａ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ｏｌ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Ｓｕｒｇ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１２，２６（２）：４０８４１２．

［８］　ＴａｎｅｒＡＳ，ＴｏｐｇｕｌＫ，ＤｅｍｉｒＡ，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ｌａｐａｒａｔ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ｓｔｓｉｎｔｒａｕ

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ＬａｐａｒｏｅｎｄｏｓｃＡｄｖＳｕｒｇ，２００１，１１（４）：２１２２１３．

［９］　寇炳岳，顾学昌，孙立魏，等．腹腔镜在腹部外伤诊治中的应用体

会［Ｊ］．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２０１１，１４（１２）：９８１９８２．

［１０］　冯雁康，崔明．腹腔镜在腹部闭合性损伤中的应用［Ｊ］．西南国防

医药，２０１０，２０（２）：１５０１５１．

［１１］　秦安，孙键．腹腔镜诊治腹部闭合伤４２例体会［Ｊ］．浙江创外，

２００５，１０（６）：４５４４５５．

［１２］　张卫东．腹腔镜胆囊手术临床分析［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１２，３３

（４）：１２２１２３．

［１３］　高永东，秦维昌，高海．腹腔镜在腹部外伤中的应用体会［Ｊ］．腹

腔镜外科杂志，２００６，１１（６）：５０１５０３．

［１４］　ＨａｃｋｅｒｔＴ，ＫｉｅｎｌｅＰ，ＷｅｉｔｚＪ，ｅｔ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

ｐｙ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Ｓｕｒｇ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０３，１７（１０）：１６７１１６７４．

［１５］　ＳｅｒｇｅｉＶＰ，ＺｈｏｍａｒｔＲＫ，ＭａｒｉｎａＹＥ，ｅｔａｌ．Ｓｅｖｅｒ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ＢＭ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７

·７６９·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调查研究·

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家庭
亲情关爱相关性研究

张进

摘要：目的　了解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的人口学特征、自感家庭排斥感及亲情关爱程度，研究其亲
情关爱的各种影响因素，为增加家庭支持程度，稳定治疗癌症疼痛人群提供可靠依据。方法　选择需要阿片类药
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的１４３名患者，自主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逐个访谈方式填写调查表，主要使用χ２检验与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癌症疼痛人群多以男性为主（占８５．４％），年龄主要是中老年（≥４０
岁，占６７．９％），癌症疼痛情形严重，相对月收入越高的人群自感家庭排斥程度呈现逐步增加趋势，该人群的被亲
情关爱及自感家庭排斥程度和与他人沟通交流频率、对家庭成员信任度联系密切。结论　对癌症患者家庭成员
进行教育，解除排斥感，增加日常沟通与关爱，能有效缓解癌症患者疼痛，使其积极配合治疗，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阿片类药物；癌症疼痛人群；亲情关爱程度；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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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我国现有癌症患者不少于７００万，每年新
发病例２５０万左右，每天至少有１８０万人正遭受癌性
疼痛的折磨。癌症疼痛是指癌症自身、相关性病变及

治疗癌症过程中导致的疼痛，多为慢性疼痛，已经成为

临床上的第五大生命体征。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

率约６０％～８０％，约１／３为难以忍受的重度疼痛。癌
症疼痛患者可能生存数月或数年，如果得不到恰当的

止痛治疗，会对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造成极严重的

影响［１］。疼痛来源于患者已有或潜在的组织损伤，并

且受到心理压力、精神状态、社会因素等不同方面的影

响［２］，来自患者家庭的亲情关爱在此时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改善患者精神状态，为其

提供一种安全感。本次调查是选择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期
间入院的需要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的癌症疼痛人群为

研究对象，将相关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研究［３］，发现影

响亲情关爱与自感家庭排斥程度的相关因素，为维持

和稳定治疗癌症疼痛人群，减轻其疼痛程度提供有效

的理论依据。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择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期间入院的癌性
患者为研究对象，共１４３例。入选标准：①年龄１８～６５
岁；②确诊癌症，疼痛剧烈，需要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

作者单位：４５４１５０辽宁省大连市，解放军第２１０医院麻醉科

③被人知道自身所患疾病；④愿意配合调查。排除标
准：①有神经系统疾病及智力障碍者；②合并其他慢性
疾病［４］。

１２　调查方法　自主设计问卷内容进行调查，在取得
患者本人及家庭成员同意后，采取访谈方式填写“癌症

疼痛人群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人口学特

征、月收入情况、亲情关爱情况、自感家庭排斥情况以

及与家庭成员和朋友沟通交流频率、信任度等问题，调

查期间严格遵循知情同意／知情不拒绝、咨询和保密原
则［５］。问卷填写复核后回收，共发放问卷１５０份，其中
有效问卷１４３份，有效率为９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为了确保相关数据录入的准确，使
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Ｖ３．１软件进行平行双录入的方式，然后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癌症疼痛人群亲情
关爱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６］。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入院的需要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的癌症疼痛人群１４３
人，其一般人口学特性：①性别：男性１２２人（８５．４％），
女性２１人（１４．６％）；②年龄：≤２９岁 ６人（４．２％），
３０～３９岁３４人（２７．９％），≥４０岁１０３人（６７．９％），
平均年龄５１．８岁；③婚姻状况：已婚１０９人（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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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１３人（９．１％），离异 ２１人（１４．７％）；④文化程
度：初中及高中６２人（４３．３％），大专及以上学历为主
８１人（５６．７％）；⑤月收入（元）：≤１５００元者 １９人
（１３．３％），１５００～３０００元者 ２８人（１９．６％），≥３０００
元者 ９６人（６７．１％）；⑥居住情况：单独居住 ３７人
（２５．８％），与家庭成员同住１０６人（７４．２％）；⑦职业
状态：企事业单位职工 ７１人（４９．６％），农民 ３７人
（２５．９％），自主经营者１４人（９．７％），服务行业１８人
（１２．６％），无业人员３人（２．４％）。
２２　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自我感觉家
庭排斥程度与月收入的分析对比　癌症疼痛患者由于
需要接受放化疗及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等治疗手段，

给家庭经济收入带来巨大的负担。在１４３人的调查中
发现，企事业单位工作者７１人，占４９．６％，他们通常
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７］。其中月收入≤１５００
元的人群中１３人有被家庭排斥感，６人没有被家庭排
斥感；月收入１５００～３０００元的人群中，１８人有被家庭
排斥感，１０人没有被家庭排斥感；月收入≥３０００元的
人群中５７人有被家庭排斥感，３９人没有被家庭排斥
感。我们将治疗人群自感是否被家庭成员所排斥作为

应变量，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的月收入

作为自变量，采用 χ２检验［８］，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０．６６６，Ｐ＜０．０５）。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月收
入的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中，月收入越

高的人群自我感觉家庭排斥程度呈现逐步增加趋势。

２３　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与他人沟通
交流及信任情况　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费用由家庭成
员支付的占５３．８％，其中８９．３％的家庭成员对阿片类
药物维持治疗表示理解和支持。在调查其日常生活

时，发现其与他人沟通交流及信任情况如下：①每天与
家庭成员沟通交流者１２９人（９０．２％），与家庭成员交
流＜３０ｄ／月的１４人（９．８％）；②对家庭成员信任程
度：完全不相信者 ５人（３．５％），有时相信者 ８人
（５．６％），基本相信者１３人（９．０％），完全相信者１１７
人（８１．９％）；③ 每天与朋友沟通交流者 ７６人
（５３．１％），与朋友交流＜３０ｄ／月的６７人（４６．９％）；④
对朋友信任程度：完全不相信者１２人（５．３％），有时
相信者１９人（１３．３％），基本相信者２４人（１６．８％），
完全相信者８８人（６４．６％）；⑤所遇到的最大问题：认
为是受到家庭成员冷漠者５７人（３９．８％），认为经济
方面有问题者６１人（４２．７％），认为家庭成员不支持
者５人（３．５％），认为心理压力偏大者２０人（１４％）。
２４　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亲情关爱程
度的影响因素　将患者是否被亲情关爱作为因变量，
与家庭成员或朋友的沟通交流频率、对家庭成员或朋

友的信任程度、所遇到的最大问题等变量作为自变量，

应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方程分析。结果
显示，与家庭成员沟通交流的频率、对家庭成员的信任

程度、与朋友沟通交流的频率、对朋友的信任度、所遇

到的最大问题有统计学关联［９］，详见表１。
表１　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亲情关爱程度的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值

与家庭成员交流频率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０ ４．３３１ ０．０４７ １．０６４ １．１０４～１．３１９
与朋友交流频率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０ ９．８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７１０ ０．８５７～０．８９５
对家庭成员信任程度 ０．７１３ ０．２９８ ８．５５７ ０．００４ ２．３５４ １．５０８～３．８８５
对朋友信任程度 ０．７９１ ０．２６０ ７．６５２ ０．００５ ２．２３９ １．３４１～３．７３０
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０．５１１ ０．２１２ ４．１６４ ０．０５４ １．６０９ １．１０１～２．３５１

　　将上面５项不同人群的交流频率、对家庭成员及
朋友的信任度等自变量分别和是否存在亲情关爱纳入

方程分析，结果显示，与家庭成员、朋友的沟通交流频

率越高，信任程度就越深，亲情关爱程度就越高。

３　讨　论
　　目前能够有效控制癌症疼痛的主要方法就是药物
治疗，基本可以缓解９５％患者的疼痛，当疼痛达到一定
程度时，需要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家属对阿片

类药物的不了解和疑虑，同样也会影响患者的态度和

行为。家属对疼痛的认识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家

属自身对疼痛的体会、家属与患者的亲情关系等。晚

期肿瘤患者癌性疼痛的缓解不仅取决于病情发展和药

物治疗措施，而且与患者自身的精神状况和亲情关爱

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０］。本调查研究表明，阿片类药

物维持治疗癌症疼痛人群多以中老年为主；癌症情况

严重；月收入越高的人群自我感觉家庭排斥程度呈现

逐步增加趋势。通过对１４３名调查对象的被亲情关爱
及自感家庭排斥程度，与家庭成员、朋友的沟通交流频

率以及对家庭成员、朋友的信任程度研究后发现，该人

群的被亲情关爱及自感家庭排斥程度，与他人交流频

率及家庭成员、朋友的信任程度联系密切；与家庭成员

和朋友沟通交流频率越高，信任程度越深，亲情关爱程

度越高；相反来自家庭成员的亲情关爱越少，自感家庭

排斥程度越严重。建议让家属参与患者癌性疼痛的管

理，所有家庭成员主动与家庭中的癌症患者积极交流，

交流的过程要注意方式和方法，并鼓励其参与力所能

及的家庭活动和康复锻炼［１１］，使患者不觉得被家庭所

冷漠和抛弃，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支持。尽管癌性疼

痛是客观存在的，但家庭成员的参与可以减轻癌性疼

痛给患者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使疼痛得到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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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脂代谢方面，已有研究证实，脂质微粒、乳糜微粒、极

低密度脂蛋白（ＶＬ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Ｃ）、高
密度脂蛋白（ＨＤＬＣ）、载脂蛋白Ｉ、载脂蛋白Ｂ、载脂
蛋白Ｅ等血脂均能够结合并中和脂多糖（ＬＰＳ）和脂磷
壁酸（ＬＴＡ），减轻炎症反应。脂蛋白可以结合并中和
血浆中ＬＰＳ形成复合物，与单核／巨噬细胞的 ＣＤｌ４受
体结合，抑制炎症级联瀑布反应，减少 ＴＮＦα、ＩＬ１、
ＩＬ６等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３－４］。可见，血脂代谢与

脓毒症的发生、发展过程关系密切。有研究表明，脓毒

症患者血脂水平（ＨＤＬＣ、ＬＤＬＣ、ＴＣ等）明显降低，且
血脂下降程度和病情严重程度相关［５］。本研究结果亦

证实脓毒症患者血浆Ｔ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明显下降。
目前尚不清楚关于脓毒症患者血胆固醇及脂蛋白

下降的机制，可能与合成代谢减少，分解增强，以及液

体复苏输注过多导致血液稀释有关 ［３］。亚组分析脓

毒症组发现，死亡组患者血 ＴＣ、ＨＤＬＣ和 ＬＤＬＣ低于
存活组，而年龄、血乳酸和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却高于存活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血糖和 ＴＧ在死亡组和存
活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ＡＰＡＣＨＥⅡ、ＨＤＬＣ和年龄是影
响脓毒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已有研究表明［６］

血乳酸持续升高与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密切相关，感染性
休克患者血乳酸 ＞４ｍｍｏｌ／Ｌ时，其病死率高达８０％，
血乳酸可作为评价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指标，

我们的研究结果未能证实这一点，血乳酸不是影响脓

毒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是目前用于评估重症患者病情程
度最广泛的评分系统，与重症患者预后密切相关［７］。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年龄也是影响重症患者预后的重要

因素。调查显示，６０岁以上老年患者的肺部、泌尿道
和腹腔感染的风险高于 ６０岁以下患者，相关系数为
１．４８７，老年患者需要更多的器官支持，年龄是病死率
的独立预测因素［８］，随年龄增大，病死率增加。

血浆ＨＤＬ主要在肝脏和小肠合成，和ＬＤＬ一起携
带人体约８０％的ＴＣ，脓毒症时血浆 ＴＣ水平下降主要
反映了血浆 ＨＤＬＣ和 ＬＤＬＣ水平。研究表明，体内
９０％以上脂多糖（ＬＰＳ）主要与 ＨＤＬＣ结合，因而
ＨＤＬＣ也被称为体内天然存在的“ＬＰＳ清除剂”。动物
实验也证实 ＨＤＬＣ对脓毒症小鼠有保护作用［９］。本

研究ＲＯＣ曲线分析显示，血 ＨＤＬＣ水平预测脓毒症

患者死亡的准确性较好（ＡＵＣ＝０．７２４，Ｐ＝０．００３），与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类似。ＧｒｉｏｎＣＭ等［１０］通过研究１７１９
例脓毒症患者发现，血浆ＨＤＬＣ水平可能是体内保护
性因素，ＨＤＬＣ每升高１ｍｇ／ｄｌ，则发生严重脓毒症的
可能性下降３％，ＨＤＬＣ水平过低是脓毒症住院患者
发展为严重脓毒症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脓毒症患者体内存在脂质代谢紊乱，脂

蛋白下降，血ＨＤＬＣ水平是脓毒症患者预后评估的独
立危险因素，其预测脓毒症患者死亡的敏感性也较好。

ＨＤＬＣ水平联合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年龄因素一起评
估脓毒症患者预后，则评估效果更好，值得临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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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医学检验·

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肿瘤标志物和 ｍｉＲ２９ａ、
ｍｉＲ３４ａ对肺癌诊断和分型的作用

王海，周丽娜，刁宏燕

摘要：目的　探讨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ＢＡＬＦ）中的 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ＦＲＡ２１１肿瘤标志物和 ｍｉＲ２９ａ、
ｍｉＲ３４ａ对肺癌诊断和分型的作用。方法　收集１０５例疑似肺癌患者 ＢＡＬＦ，分为肺部良性疾病组（Ｃ组）２５例、
小细胞肺癌组（ＳＣＬＣ组）２２例、鳞癌组（ＳＱ组）３４例、腺癌组（ＡＣ组）２４例，分别检测各组 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
ＦＲＡ２１１和ｍｉＲ２９ａ、ｍｉＲ３４ａ的水平，并对各组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和比较。结果　ＳＣＬＣ组、ＳＱ组、ＡＣ组３
组的ＢＡＬＦ中的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ＦＲＡ２１１水平均显著高于肺部良性疾病组（Ｐ＜０．０５），而 ＳＣＬＣ组、ＳＱ组、
ＡＣ组３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ＳＣＬＣ组ＢＡＬＦ中的ｍｉＲ２９ａ表达较ＳＱ和ＡＣ两组显著下调（Ｐ＜
０．０５），而ＳＱ和ＡＣ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Ｃ组ＢＡＬＦ中的ｍｉＲ３４ａ表达较ＳＣＬＣ和ＳＱ两组显
著下调（Ｐ＜０．０５），而ＳＣＬＣ和ＳＱ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检测ＢＡＬＦ中的肿瘤标志物和
ｍｉＲ２９ａ、ｍｉＲ３４ａ对肺癌的诊断和分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ｍｉＲ２９ａ；ｍｉＲ３４ａ；肿瘤标志物；肺癌分型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４．２　Ｒ７３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７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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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ｉＲ３４ａｉｎＢＡＬＦｆｏｒ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ＥＡ，ＣＡ１２５，
ＮＳＥ、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ａｎｄｍｉＲ２９ａ，ｍｉＲ３４ａｉｎＢＡＬＦｏｆ１０５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２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ｌ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２ｗｉｔｈＳＣＬＣ，３４ｗｉｔｈＳＱａｎｄ２４ｗｉｔｈＡＣ）；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ｌ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ｉｎＢＡＬＦ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ＣＬＣ，ＳＱａｎｄＡＣ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ＣＬＣ，ＳＱａｎｄＡ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Ｑ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ｉＲ２９ａｉｎＢ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ＳＣＬＣ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Ｑ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ＣＬＣ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Ｑ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ｍｉＲ３４ａｉｎＢ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ＡＣ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ＣＬＣ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Ｑ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ｍｉＲ２９ａａｎｄｍｉＲ３４ａｉｎＢＡＬＦ
ｈａｄａｇｒｅａ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ＬＦ；ｍｉＲ２９ａ；ｍｉＲ３４ａ；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自１９８５年以来，肺癌已成为全世界发病率和病死
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虽然目前外科手术及联合治疗有

了很大的进展［１］，但是肺癌的５年生存率仍然只有约
１５％［２］。要提高肺癌的５年生存率有两种方法，一是
早期诊断、早期手术治疗［３］；二是针对不同类型的肺癌

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４］。分子靶向治疗被认为是特异

性最高的肺癌个体化治疗方案［５］，但这要求对肺癌进

行准确分型。本文笔者通过对１０５例疑似肺癌患者支
气管肺泡灌洗液（ＢＡＬＦ）中的 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
ＦＲＡ２１１肿瘤标志物和 ｍｉＲ２９ａ、ｍｉＲ３４ａ的表达情况
进行检测，以探讨其在肺癌诊断和分型中的应用价值，

现将本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基金项目：浙江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２０１３Ｃ３７０６６）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２杭州市，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检验科（王海）；

肿瘤科（周丽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

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刁宏燕）

通讯作者：王海，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ｈａｉ．５１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实验标本的收集　应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ＦＢ３Ｒ型纤
维支气管镜（纤支镜）行常规检查，于活检和刷检前做

支气管肺泡灌洗，回收的ＢＡＬＦ经单层纱布过滤２次，
４℃ １２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弃上清，沉渣置液氮中保
存（－８０℃）。共收集１０５名疑似肺癌患者的ＢＡＬＦ。
１１２　实验分组　经组织学和细胞学确诊，１０５例疑
似肺癌患者被分成 ４组：肺部良性病变组（Ｃ组）２５
例、小细胞肺癌组（ＳＣＬＣ组）２２例、肺鳞癌组（ＳＱ组）
３４例和肺腺癌组（ＡＣ组）２４例；肺部良性病变组作为
对照组（Ｃ组），其余各组为观察组。所有患者的诊断
均符合美国胸科医师协会（ＡＣＣＰ）《肺癌诊断和治疗
指南》的标准。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雅培 Ｉ２０００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仪及原装试剂；新产业 ＭＡＧＬＵＭＩ２０００全
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原装试剂；ＢＩＯＲＡＤ
ＣＦＸ９６实时荧光 ＰＣＲ仪，ｍｉＲ２９ａ和 ｍｉＲ３４ａ试剂盒
购自上海冠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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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肿瘤标志物检测　采用雅培 Ｉ２０００全自动微
粒子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 ＢＡＬＦ中的 ＣＥＡ和
ＣＡ１２５；采用新产业 ＭＡＧＬＵＭＩ２０００全自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仪检测ＢＡＬＦ中的ＮＳＥ和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１３２　ｍｉＲ２９ａ和ｍｉＲ３４ａ检测　运用分子信息学方
法获取ｍｉＲ２９ａ和ｍｉＲ３４ａ的序列信息；使用ｐｒｉｍｅｒ５
引物设计软件设计 ｍｉＲ２９ａ和 ｍｉＲ３４ａ特异性引物；
ＲＮＡ的分离提取按ＴＲＩｚｏｌ试剂说明书进行，逆转录产
物采用荧光ＰＣＲ仪进行荧光定量ＰＣＲ，用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
ＭａｔｅｒＭｉｘ试剂检测待测的基因的ｍＲＮＡ水平，共重复
检查３次，ｍＲＮＡ水平用管家基因（Ｕ６）引物作内对照
标化，反应条件：９５℃ １０ｍｉｎ，９４℃ ４５ｓ，５０℃ ４５ｓ，
７２℃ ９０ｓ，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ｍｉｎ。基因的表达

采用△Ｃｔ方法定量分析，△Ｃｔ＝ＣｔｍｉＲＮＡ－ＣｔＵ６反应
各组ＢＡＬＦ中ｍｉＲ２９ａ和ｍｉＲ３４ａ的表达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对于符合正态性分布的数据以（ｘ±ｓ）表
示，２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取 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肿瘤标志物检测结
果　详见表１。由表１结果可见：ＳＣＬＣ组、ＳＱ组、ＡＣ
组３组的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ＦＲＡ２１１水平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ＳＣＬＣ组、ＳＱ组、ＡＣ组３组之
间的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ＦＲＡ２１１水平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各组疑似肺癌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肿瘤标志物的浓度（ｎｇ／ｍｌ）

组别 例数 ＣＥＡ ｔ值 Ｐ值 ＣＡ１２５ ｔ值 Ｐ值 ＮＳＥ ｔ值 Ｐ值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ｔ值 Ｐ值

Ｃ组 ２５ １２．５５±６．５２ ９３．４７±３８．８２ ６．１７±２．１９ １９．５４±５．１７
ＳＣＬＣ组 ２２ ４８．６３±１７．５５ａ ９．５７ ＜０．０５４８９．８０±４３．５４ａ ３５．５７ ＜０．０５３９．０６±１７．８３ａ １０．６８＜０．０５６８．４３±３０．２３ａ ４．３２ ＜０．０５
ＳＱ组 ３４ ５３．５２±１９．２６ａ １０．１９ ＜０．０５５１２．６１±８３．５９ａ ２３．２６ ＜０．０５３４．３８±１７．３４ａ ８．０７ ＜０．０５８８．６１±４４．７８ａ ７．６６ ＜０．０５
ＡＣ组 ２４ ４６．５８±１５．２１ａ １０．２５ ＜０．０５４９７．６７±６９．１５ａ ２５．３１ ＜０．０５３１．４２±１６．６７ａ ７．３６ ＜０．０５８２．８８±３８．７６ａ ８．０９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各型肺癌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 ｍｉＲ２９ａ、
ｍｉＲ３４ａ的表达水平　详见表 ２。由表 ２结果可见：
ＳＣＬＣ组ＢＡＬＦ中的 ｍｉＲ２９ａ表达较 ＳＱ组和 ＡＣ组均
显著下调（Ｐ＜０．０５），ＡＣ组 ＢＡＬＦ中的 ｍｉＲ３４ａ表达
较ＳＣＬＣ组显著下调（Ｐ＜０．０５），但 ＳＱ组和 ＳＣＬＣ组
之间ｍｉＲ３４ａ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各型肺癌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ｍｉＲ２９ａ、
ｍｉＲ３４ａ的表达水平（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ｉＲ２９ａ ｔ值 Ｐ值 ｍｉＲ３４ａ ｔ值 Ｐ值

ＳＣＬＣ组 ２２ －２．５２±０．５２ －３．４２±０．５７
ＳＱ组 ３４ －５．５５±０．６９ａ －１７．６０ ＜０．０５ －３．１５±０．４６ １．９５ ＞０．０５
ＡＣ组 ２４ －５．７８±０．７８ａ －１６．５２ ＜０．０５ －１．２０±０．８５ａ １０．７７＜０．０５
　　注：与ＳＣＬ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ＳＱ组和 ＡＣ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 ｍｉＲ２９ａ、
ｍｉＲ３４ａ的表达水平　详见表３。由表３结果可见：ＳＱ
组和 ＡＣ组之间 ｍｉＲ２９ａ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 ＡＣ组 ＢＡＬＦ中的 ｍｉＲ３４ａ表达较 ＳＱ
组显著下调（Ｐ＜０．０５）。
表１　ＳＱ组和ＡＣ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ｍｉＲ２９ａ、

ｍｉＲ３４ａ的表达水平（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ｉＲ２９ａ ｍｉＲ３４ａ

ＳＱ组 ３４ －５．５５±０．６９ －３．１５±０．４６
ＡＣ组 ２４ －５．７８±０．７８ －１．２０±０．８５ａ

ｔ值 －１．１８ １０．８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ＳＱ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肺癌早期肿瘤标志物产生量较少，在血清中难以
检测出来，而ＢＡＬＦ取自病变局部的支气管肺泡内，所
以ＢＡＬＦ中的肿瘤标志物比血清中出现的更早、浓度
更高［６］，相对来说，检测ＢＡＬＦ中的肿瘤标志物对于肺
癌的早期诊断更有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ＳＣＬＣ、ＳＱ、
ＡＣ３型肺癌患者 ＢＡＬＦ中的 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

ＦＲＡ２１１浓度均显著高于肺部良性病变患者（Ｐ＜
０．０５），这与有关报道［７－８］是一致的，因此检测 ＢＡＬＦ
中的肿瘤标志物对肺癌的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

检测方法很有可能作为新的、无创伤的肺癌检测手段

应用于临床；而 ＳＣＬＣ、ＳＱ、ＡＣ３型肺癌患者之间肿瘤
标志物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检测
ＢＡＬＦ中的肿瘤标志物不具有肺癌分型的作用。

治疗肺癌的手段有多种，其中肺癌分子靶向治疗

已经成为肺癌治疗的一个新的热点，而对肺癌患者进

行分子靶向治疗的前提是肺癌的准确分型［９］。本研究

结果显示，ＳＣＬＣ组 ＢＡＬＦ中的 ｍｉＲ２９ａ表达较 ＳＱ组
和ＡＣ组显著下调（Ｐ＜０．０５），ＡＣ组 ＢＡＬＦ中的 ｍｉＲ
３４ａ表达较ＳＣＬＣ组和 ＳＱ组显著下调（Ｐ＜０．０５），这
与ＨｕａｎｇＷ等［１０］在用２种ｍｉＲＮＡ对肺癌支气管刷检
标本进行３种肺癌亚型的区分中报告的结论是一致
的。本研究结果同时还显示，ｍｉＲ２９ａ在 ＳＱ组和 ＡＣ
组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ｉＲ３４ａ在
ＳＣＬＣ组和 ＳＱ组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以上这些特点，通过检测肺
癌患者ＢＡＬＦ中 ｍｉＲ２９ａ和 ｍｉＲ３４ａ的表达情况来区
分肺癌的类型，进而为临床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提供理

论依据。国内外多数采用组织活检标本［１１－１２］研究肺

癌ｍｉＲＮＡｓ，而本研究中采用的是ＢＡＬＦ，这种检测方法
不仅避免了肿瘤活检组织的样本量小、采集难度大的

缺点，而且也避免了手术存在的医疗风险。这种检测

方法不仅适用于手术患者，也适用于非手术患者、无法

通过穿刺采集组织的患者以及无法通过支气管镜采集

组织的患者，极大的提高了检测范围。

综上所述，检测 ＢＡＬＦ中的 ＣＥＡ、ＣＡ１２５、ＮＳＥ、Ｃｙ
ＦＲＡ２１１肿瘤标志物和 ｍｉＲ２９ａ、ｍｉＲ３４ａ对肺癌的诊
断和分型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选择肺癌治疗方案提

供理论依据。这种检测方法不仅简单易（下转第９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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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红细胞锌浓度与 ＩｇＧ亚类在预测手足口病
患儿病情中的作用

胡小平，王少敏

摘要：目的　分析不同病毒感染类型的手足口病（ＨＦＭＤ）患儿红细胞锌浓度及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亚类的表达变化
及相互关系，为患儿病情进展预测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在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诊
治的手足口病患儿１７５６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病情分为３组，普通病例组（普通组）、病情加重组（加重组）及重型
病例组（重症组），检测红细胞锌浓度、血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亚类浓度及所感染病毒类型，分析红细胞锌浓度、血免
疫球蛋白ＩｇＧ亚类浓度在预测不同病毒感染类型的手足口病（ＨＦＭＤ）患儿病情发展中的作用。结果　普通组、
加重组与重型组的红细胞锌浓度分别为（１１７．９±６１．７）μｍｏｌ／Ｌ、（９３．２±４０．６）μｍｏｌ／Ｌ与（８５．２±４１．７）μｍｏｌ／Ｌ，
ＩｇＧ１浓度分别为（５．８１±１．５４）ｇ／Ｌ、（４．１６±１．２７）ｇ／Ｌ与（４．０２±１．１３）ｇ／Ｌ，经方差分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加重组患儿，ＥＶ７１组在入院时的红细胞锌、ＩｇＧ１浓度分别为（１１３．５±５１．５）μｍｏｌ／Ｌ、（５．７３±１．５２）
ｇ／Ｌ，而病情转变为重症后，浓度分别为（８５．０±３６．５）μｍｏｌ／Ｌ、（３．７８±１．２３）ｇ／Ｌ，经ｔ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血浆中红细胞锌浓度和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１联合检测可以对ＥＶ７１型病毒引起的ＨＦＭＤ患儿病
情的进展起一定预测作用，及时检测可以发现不良预后趋势。

关键词：手足口病；红细胞锌浓度；ＩｇＧ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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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ＦＭＤ）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ＥＶ７１ｖｉｒｕｓｃａｎｂ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ｂｙ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ｚｉｎ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ＩｇＧ１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ｍｅｄｅｇｒｅ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ｉｍｅｃａｎｆｉｎｄ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ｚｉｎ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ｇＧ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手足口病（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ａｎｄｍｏｕ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ＦＭＤ）是
一种常见且传染度颇高的传染病，可由多种的肠道病

毒引致，４岁以下儿童易得。发病高峰为每年的８～９
月，一年四季均可发病［１］。可引起手、足、口腔等部位

的疱疹，少数患儿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

脑炎等并发症。引发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有２０多种，
其中以柯萨奇病毒 Ａ组１６型（ＣＡ１６）和肠道病毒７１
型（ＥＶ７１）最为常见，由于患儿临床表现差异很大，部
分患儿病情进展迅速，严重影响儿童健康［２－３］。本文

通过对我院在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诊治的１７５６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１ＣＤ３３２４）
作者单位：４３２０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王少敏，Ｅｍａｉｌ：ｗｓｍ２３２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例ＨＦＭＤ患儿病毒类型、红细胞锌浓度和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亚类检测结果及临床病情变化进行分析，探讨红
细胞锌浓度和血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亚类检测结果在
ＨＦＭＤ患儿病情发展中的作用，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在湖
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门诊及住院诊疗的手足口病患儿

共１７５６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１０７０例，女６８６例，
男女比例为 １．６２∶１，年龄 ５个月 ～１３岁，平均
（１．７７±１．６５）岁，无使用丙种球蛋白、输血或血浆等
病史。均采样成功，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１２　诊断标准　入选标准：根据卫生部颁发的《医疗
机构手足口诊疗技术指南》（２０１０年版）凡符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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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者即纳入研究对象。普通病例诊断标准，手、足、

口、臀部皮疹，伴有或不伴有发热。重症病例诊断标

准，①重型：出现神经系统受累表现，如精神差、嗜睡、
易惊、头痛、呕吐、谵妄甚至昏迷；肢体抖动，肌阵挛、眼

球震颤、共济失调、眼球运动障碍；无力或急性弛缓性

麻痹；惊厥。查体可见脑膜刺激征，腱反射减弱或消

失，巴氏征等病理征阳性。②危重型（出现下列情况之
一者）：ａ．频繁抽搐、昏迷、脑疝；ｂ．呼吸困难、紫绀、血
性泡沫痰、肺部音等；ｃ．休克等循环功能不全表现。
鉴别诊断排除丘疹性荨麻疹、水痘、不典型麻疹、幼儿

急疹、带状疱疹等其他发疹性疾病，排除其他病毒所致

脑炎或脑膜炎，排除脊髓灰质炎，排除肺炎及心肌炎患

儿。

１３　标本采集　患儿均于入院１２ｈ内留取空腹血约
３ｍｌ，采集肛拭子和咽拭子，分别检测红细胞锌浓度、
免疫球蛋白ＩｇＧ亚类及所感染病毒类型。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亚类的检测方法为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仪器为
贝克曼Ｉｍｍａｇｅ８００型特种蛋白仪，检测试剂购自英国
Ｔｈ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ｅ公司。红细胞锌浓度检测方法为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肝素抗凝，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
取下层红细胞４０μｌ，加入１．２ｍｌ样本处理液并混匀，
上机操作步骤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检测试剂和仪器均

由北京博晖创新公司公司提供。病毒分类采样实时荧

光定量ＲＴＰＣＲ法进行测定，仪器型号为ＳｔｅｐＯｎｅＴＭ，
试剂盒及仪器均购自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ＡＢ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结果录入 Ｅｘｃｅｌ表格，计量数
据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多组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２组均数比较采用两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
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ＨＦＭＤ患儿病毒感染情况　１７５６例手足口
病患儿按肠道病毒检测结果及临床病情进行分类整

理，无一例危重型患儿，普通型病例１５３６例，由普通型

病例发展为重型的８５例，重型病例１３５例。普通组患
儿各型病毒感染比例较为平均，而加重组和重型组患

儿中 ＥＶ７１的感染比率明显高于其他病毒，经 χ２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ＨＦＭＤ患儿病毒感染情况

年龄（岁） 例数 ＥＶ７１（％） ＣＡ１６（％） ＥＶ（％） 病毒阴性

普通组 １５３６ ２８０（１８．２） ２２３（１４．５） ３１７（２０．６） ７１６（４６．６）
加重组 ８５ ６３（７４．１）ａ １５（１７．６） ４（４．７） ３（３．５）
重型组 １３５ １０８（８０．０）ａ １６（１１．９） １９（１４．１） ２（１．５）

　　注：经χ２检验，与其他病毒类型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各组患儿红细胞锌浓度、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亚类检
测结果情况　３个组别１７５６例手足口病患儿在红细
胞锌浓度、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１～４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细胞锌浓度及ＩｇＧ２～３随病情进展呈下降趋势，但是
组间差异较小；而红细胞锌、ＩｇＧ１随病情加重而呈降
低趋势，重型组最低，与普通组相比，经 ｔ检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ＨＦＭＤ患儿红细胞锌浓度、免疫球蛋白ＩｇＧ

亚类检测结果情况

组别 例数
红细胞锌

（μｍｏｌ／Ｌ）
ＩｇＧ１
（ｇ／Ｌ）

ＩｇＧ２
（ｇ／Ｌ）

ＩｇＧ３
（ｇ／Ｌ）

ＩｇＧ４
（ｇ／Ｌ）

普通组 １５３６ １１７．９±６１．７ ５．８１±１．５４ １．５５±０．６２ ０．４９±０．１９ ０．２３±０．１１
加重组 ８５ ９３．２±４０．６ａ ４．１６±１．２７ａ １．４０±０．５６ ０．３９±０．１４ ０．１９±０．１０
重型组 １３５ ８５．２±４１．７ａ ４．０２±１．１３ａ １．４６±０．６７ ０．３７±０．１８ ０．１８±０．１１

　　注：经ｔ检验，与普通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病情加重组患儿各时间段红细胞锌浓度、免疫球
蛋白ＩｇＧ亚类检测结果情况　病情加重组患儿共８５
例，按感染的病毒类型不同，我们对红细胞锌浓度、免

疫球蛋白ＩｇＧ亚类在病情变化的不同阶段进行测定，
发现ＥＶ７１组在转为重症时的红细胞锌及 ＩｇＧ１～４明
显下降，与入院时相比，差异显著，经 ｔ检验，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且转为重症后，ＥＶ７１组红细
胞锌、ＩｇＧ１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肠道病毒阳性组（ＥＶ
组），经ｔ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病情加重组患儿各时期红细胞锌浓度、免疫球蛋白ＩｇＧ亚类检测结果

病毒类型 时期 红细胞锌（μｍｏｌ／Ｌ） ＩｇＧ１（ｇ／Ｌ） ＩｇＧ２（ｇ／Ｌ） ＩｇＧ３（ｇ／Ｌ） ＩｇＧ４（ｇ／Ｌ）

ＥＶ７１ 入院时 １１３．５±５１．５ ５．７３±１．５２ １．６９±０．６０ ０．５２±０．１８ ０．２５±０．１２
转为重症 ８５．０±３６．５ａｂ ３．７８±１．２３ａｂ １．２５±０．５７ａ ０．３０±０．１５ａ ０．１７±０．１１２ａ

ＣＡ１６ 入院时 １１０．５±５１．３ ５．２５±１．５０ １．５３±０．６２ ０．４９±０．１７ ０．２６±０．１２
转为重症 ９０．７±３９．８ ４．２３±１．３８ １．３３±０．６４ ０．３５±０．１９ ０．１４±０．１０

ＥＶ 入院时 １０９．３±６５．２ ５．３２±１．４６ １．５０±０．６５ ０．４７±０．１６ ０．２５±０．１４
转为重症 ９１．４±３７．９ ４．２４±１．３５ １．３６±０．６８ ０．３５±０．１５ ０．１５±０．１０

　　注：经ｔ检验，与入院时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其他组同一时间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手足口病（ＨＦＭＤ）是以手、足、口出现水疱为特
征，病情轻重不一，儿童多见，发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密

切接触传染源、年龄小、机体缺乏保护性抗体等［４］。潜

伏期３～５ｄ，有低热、全身不适、腹痛等前驱症。１～２
ｄ内口腔、咽、软腭、颊黏膜、舌、齿龈出现疼痛性粟粒
至绿豆大小水疱，周围绕以红晕，破溃成小溃疡，由于

疼痛，常流涎和拒食。同时手足亦出现皮疹，在手足的

背侧面和手指（趾）背侧缘、甲周围、掌跖部，出现数目

不定的水疱，除手足口外，亦可见于臀部及肛门附近，

偶可见于躯干及四肢，数天后干涸、消退，皮疹无瘙痒，

无疼痛感［５］。我们研究中发现，手足口病患儿 ＜３岁
者为多，研究中未发现危重型患儿，１７５６例患儿中普
通型病例１５３６例，由普通型病例发展为重型的８５例，
重型病例１３５例。普通组患儿各型病毒感染比例较为
平均，而加重组和重型组患儿中ＥＶ７１ （下转第９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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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患者联合检测血清 ＴＫ１、ＣＡ１２５的临床价值
王静，陶健，袁超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胸苷激酶１（ＴＫ１）、糖类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诊断的临床价值。方
法　采用免疫增强化学发光法对８２例卵巢癌患者（卵巢癌组）、４６例良性卵巢疾病患者（良性组）及３５例健康体
检者（对照组）血清ＴＫ１的浓度进行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对上述各组标本进行血清 ＣＡ１２５的浓度进行检测，并
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卵巢癌组的血清 ＴＫ１、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显著高于良性组及对照组（Ｐ＜０．０１）。
两项指标联合检测，其敏感性和特异性显著高于单项检测（Ｐ＜０．０５）。结论　血清 ＴＫ１、ＣＡ１２５的水平对卵巢癌
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两种标志物联合检测效果更佳。

关键词：卵巢肿瘤；胸苷激酶１；糖类抗原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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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ｒｕｍＴＫ１ａｎｄＣＡ１２５ｍｉｇｈｔｈａ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１；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

　　卵巢癌是危害女性健康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其
病死率在妇科肿瘤中最高，５年生存率低。文献报道
早期卵巢癌的５年存活率可以达到９０％［１］，而已发生

转移的晚期卵巢癌患者５年存活率不足３０％［２］，卵巢

癌对广大女性的生殖及身体健康均构成了严重的威

胁；因此，早期诊断与治疗卵巢癌极具临床价值。

ＣＡ１２５（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是一种糖类
抗原，它作为卵巢癌标记物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肯

定［３］，但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够理想，尤其是假阳性

率较高［４］，使临床上对卵巢肿瘤的良恶性鉴别产生一

定的困难。胸苷激酶１（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１，ＴＫ１）是
ＤＮＡ合成的关键酶，是一种细胞周期依赖性生化指
标，与细胞的分裂、增殖有密切相关。恶性肿瘤的细胞

分裂、增殖加快，增殖周期缩短，在多种肿瘤中的 ＴＫ１
浓度异常升高。本研究通过联合测定卵巢癌患者、良

性卵巢肿瘤及健康体检者血清中的 ＣＡ１２５和 ＴＫ１浓
度的变化，对其临床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３月蚌埠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卵巢肿瘤患者１２８例，所有
患者均经过病理确诊，其中卵巢癌患者 ８２例，年龄
２５～６８岁，平均４８岁。其中浆液性囊腺癌５０例，粘液
性囊腺癌１１例，子宫内膜样癌７例，透明细胞癌５例，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王
静）；核医学科（陶健，袁超）

通讯作者：袁超，Ｅｍａｉｌ：ｙｃｈｓｙｓｕ＠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恶性畸胎瘤４例，生殖细胞瘤３，分类不明确２例。良
性卵巢肿瘤患者 ４６例，年龄 １８～５８岁，平均 ４０岁。
其中浆液性囊腺瘤８例，粘液性囊腺瘤５例，卵巢巧克
力囊肿１２例，畸胎瘤１０例，子宫内膜异位症１０例，卵
巢滤泡囊肿１例。另外选择同期我院健康体检者３５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０～５５岁，平均年龄４０岁。对照
组所有体检者均无盆腔急、慢性疾患病史。

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入组者均抽取空腹血样４ｍｌ，标
本经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２５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后分
离出血清，置于 －２０℃保存，集中检测。血清 ＣＡ１２５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仪器为 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公司
ＵｎｉＣｅｌＤｘＩ８００型化学发光仪，使用原装配套试剂进行
检测。ＴＫ１采用免疫增强化学发光法检测，仪器为华
瑞同康（深圳）有限公司提供的ＣＩＳ１化学发光数字成
像仪，试剂盒也由该公司提供。所有检测均严格 ＳＯＰ
操作。ＣＡ１２５和 ＴＫ１的临界值分别为 ＜３５ＩＵ／ｍｌ，２
ｐｍｏｌ／Ｌ，测定结果超过临界值定义为阳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计量资料均用（ｘ±ｓ）表示。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的比较采用ｔ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３组标本血清中的 ＴＫ１和 ＣＡ１２５水平的比较　
卵巢癌组血清中的 ＴＫ１和 ＣＡ１２５浓度显著高于良性
组和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１）；良性组与健康对照组之
间血清中的 ＴＫ１和 ＣＡ１２５浓度无明显差别（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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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单项检测与两项联合检测在卵巢癌诊断中的意
义　２项指标联合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２个指标分
别单项检测时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１　３组血清ＴＫ１、ＣＡ１２５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ＴＫ１（ｐｍｏｌ／Ｌ）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对照组 ３５ ０．４０±０．１０ １１．３５±１．８６
良性组 ４６ ０．４５±０．１３ｂ １９．２３±２．８２ｂ

卵巢癌组 ８２ ３．１５±１．０６ａ ６８０．３１±１０９．６８ａ

　　注：与良性组、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表２　２个指标单项及联合检测在卵巢癌诊断中

的比较［％（ｎ／ｎ）］

项目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ＴＫ１ ６３．４％（５２／８２） ８３．９％（６８／８１） ７３．６％（１２０／１６３）
ＣＡ１２５ ７９．３％（６５／８２） ７２．８％（５９／８１） ７６．１％（１２４／１６３）
ＴＫ１＋ＣＡ１２５ ８７．８％（７２／８２）ａ ９０．１％（７３／８１）ａ ８９．０％（１４５／１６３）ａ

　　注：与单项检测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卵巢癌严重威胁女性的健康和生命，长期以来备
受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如何提高卵巢癌的早期诊

断，对提高卵巢癌的５年生存率，延长患者的寿命至关
重要［５］。目前现有的辅助诊断工具中，除了影像学的

相关手段外，对无症状的早期卵巢癌患者，肿瘤标志物

常常是能早期发现诊断线索的有效工具［６］。

目前对卵巢癌患者来说，血清 ＣＡ１２５检测是目前
临床上最常用的肿瘤标记物。ＣＡ１２５是糖类抗原肿瘤
标志物中的一员，是一种大分子的糖蛋白，由人类卵巢

浆液性囊性癌细胞接种给 ＢＡＬＢ／ｃ小鼠，然后通过淋
巴细胞杂交而获得，并且由单克隆抗体 ＯＣ１２５识别而
被命名，１９８１年由ＢａｓｔＲＣＪＲ等发现［７］。胚胎发育过

程中ＣＡ１２５存在于上皮细胞中，出生后数小时消失，
但卵巢癌时又重新出现。健康人及良性疾病患者中，

血清ＣＡ１２５含量甚微。但是在恶性肿瘤的生长及肿
瘤发生转移时，ＣＡ１２５可以进入血液循环，血清ＣＡ１２５
异常升高。目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检测已经在卵巢癌的筛
查、诊断、疗效监测及预后判断等诸多方面被使用；同

时实践中也发现ＣＡ１２５对卵巢癌的诊断，尤其晚期卵
巢癌的诊断有较好的敏感性，但 ＣＡ１２５的特异性较
差［８］。为更好的提高对卵巢癌诊断，尤其早期诊断的

敏感性、特异性，亟待寻找与 ＣＡ１２５能较好互补的新
的卵巢癌血清标志物。

ＴＫ１是一种参与ＤＮＡ前体合成的关键酶之一，作
为一种嘧啶补救合成ＤＮＡ的关键酶，它可以以三磷酸
腺苷为底物，在 Ｍｇ２＋离子参与下，使胸腺嘧啶核苷转
化为单磷酸胸腺嘧啶［９］，与肿瘤细胞增殖密切相关。

正常的组织细胞，其生长与分裂具有周期性，称之为细

胞周期，细胞周期的实质是遗传物质的周期性变化。

正常的组织细胞其生长分裂受凋亡程序的调控，细胞

多死亡于 Ｇ０～Ｇ１期，但肿瘤组织的细胞凋亡失去控
制，部分细胞死亡于 Ｓ／Ｇ２期，且 Ｓ期比例高。ＴＫ１的
表达与活性具有细胞周期依赖性，在Ｓ后期显著升高，
因此正常组织中 ＴＫ１的含量极低，而在肿瘤组织中

ＴＫ１的表达升高。恶性肿瘤最显著的特征是细胞增殖
速度加快，因此在多数恶性肿瘤细胞中 ＴＫ１的水平都
有不同程度的升高［１０－１１］。

卵巢癌特别是卵巢上皮性癌死亡率远远超过其他

任何一种女性生殖系统的恶性肿瘤。这种现象表明，

卵巢癌生物学行为凶险，肿瘤细胞的生长与分裂速度

快，这也是本文选择 ＴＫ１与传统的卵巢肿瘤标志物
ＣＡ１２５联合应用，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的出发点。本
研究通过免疫增强发光检测卵巢癌患者、良性卵巢肿

瘤患者和健康体检者血清的 ＴＫ１的浓度，探索新的血
清肿瘤标志物ＴＫ１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
卵巢癌患者血清 ＴＫ１浓度显著高于良性组和对照组，
提示血清ＴＫ１的浓度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有潜在的
应用价值。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将 ＴＫ１与传
统卵巢肿瘤标志物 ＣＡ１２５的联合使用诊断效率。研
究结果表明，两种标志物联合使用，其对卵巢癌诊断敏

感性和特异性进一步提高。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充分

发挥ＴＫ１、ＣＡ１２５联合检测的优势，有助于卵巢肿瘤患
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是卵巢癌患者早期诊断的重要

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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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表型血清标本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分析
鲍淑华，楼正青，高丽华

摘要：目的　分析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表型（Ｐｒｅｓ１、ＨＢｃＡｂＩｇＭ、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ＩｇＧ中两
项或两项以上阳性）血清标本中ＨＢＶＤＮＡ水平，为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断、病情发展及预后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对以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Ｐｒｅｓ１、ＨＢｃＡｂＩｇＭ、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ＩｇＧ项目中两项或两项以上
同时阳性的６５２例标本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非活动期
标记物表型组可出现高水平ＨＢＶＤＮＡ；正常对照组和非活动期标记物表型组血清ＨＢＶＤＮＡ平均水平均明显低
于活动期标记物表型组（Ｐ＜０．０１）；高水平 ＨＢＶＤＮＡ标本中不一定会同时出现 Ｐｒｅｓ１、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Ｍ等活
动期标记物。结论　活动期乙肝病毒标记物检测阴性不能排除患者体内是否存在乙肝病毒复制，Ｐｒｅｓ１、ＨＢｅＡｇ、
ＨＢｃＡｂＩｇＭ联合检测可以提高病毒感染阳性检出率，同时可以评估疾病的进展情况。
关键词：乙肝病毒标记物；ＨＢＶＤＮＡ；Ｐｒｅ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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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１）．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７７８ｓａｍｐｌｅｓ，１１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ａｋｅｓｇｒｏｕｐ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ＢＶＤＮＡｉｎｓｅｒｕｍ
ｗｈｉｃｈＰｒｅｓ１，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Ｍａｒｅａｌｌ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ｉｓ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ＨＢＶＤＮＡ，Ｐｒｅｓ１，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Ｍｉｎｓｅｒｕｍ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ｏｈｅｐａ
ｔｉｔｉｓＢ．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ＢｃＡｂＩｇＭ；ＨＢＶＤＮＡ；Ｐｒｅｓ１

　　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断、病情的监控、疗效观察以
及疾病的转归的判断离不开乙型肝炎病毒标记物

（Ｐｒｅｓ１、ＨＢｃＡｂＩｇＭ、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ＨＢｅＡｂ、
ＨＢｃＡｂＩｇＧ）检测。临床实践中，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试剂的灵敏度、特异性、检测方法以及抗原的变异

等），单凭标记物检测结果评估患者体内病毒的活动状

况、病情的进展并不科学，需结合 ＨＢＶＤＮＡ检测结果
综合分析，否则易造成漏诊和误诊，影响医疗安全。我

科对６５２例乙肝病毒标记物不同阳性表型血清标本中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进行了分析，为临床能够客观、准确分
析病情、明确诊断、评估预后提供理论依据。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本院门诊
及体检人群６５２例乙肝病毒标记物不同阳性表型血清
标本，其中男性３５７例，女性２９５例，年龄１９～７３岁，
平均年龄４５．２岁，５０例正常对照取自体检人群，其中
男性３５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２３～５９岁，平均年龄４１．２
岁。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荧光定量 ＰＣＲ法测定 ＨＢＶ
ＤＮＡ，Ｐｒｅｓ１、ＨＢｃＡｂＩｇＭ、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ＨＢｅ
Ａｂ、ＨＢｃＡｂＩｇＧ分别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标本采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７浙江省杭州市中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鲍淑华，Ｅｍａｉｌ：１３５８８０８８５９９＠１６３．ｃｏｍ

集后立即分离血清，如不能及时检测，置 －２０℃保存；
分析６５２例乙肝病毒标记物不同阳性表型血清标本中
ＨＢＶＤＮＡ含量（含 ＨＢｅＡｇ、Ｐｒｅｓ１、ＨＢｃＡｂＩｇＭ三项中
任何一项、二项、或三项阳性的表型为病毒复制活动期

表型，不含 ＨＢｅＡｇ、Ｐｒｅｓ１、ＨＢｃＡｂＩｇＭ三项中任何一项
的表型为非活动期表型）［１－２］。使用仪器：安图 ｐｈｏｍｏ
酶标仪一台，汇松 ＰＷ９６０洗板机一台，泊乐 ＣＦＸ９６型
ＰＣＲ扩增仪一台。试剂：ＨＢＶＤＮＡ检测试剂盒购自广
州迪安公司；乙肝前Ｓ１抗原试剂盒由中国科学院生物
化学与细胞生物化学研究所提供，乙肝病毒标记物试

剂盒由上海科华生物公司生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实验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用（ｘ±ｓ）表示，组间均数比较
采用ｔ检验。

２　结　果
　　乙肝病毒标记物不同表型所占比例及不同表型平
均ＨＢＶＤＮＡ水平见表１。乙肝病毒活动期标记物表
型和非活动期标记物表型所占比例及各自的平均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见表２。由表１及表２可见非活动期
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模式标本中也可检出 ＨＢＶＤＮＡ
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活动
期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模式组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与对照
组（Ｐ＜０．０１）及非活动期标记物模式组（Ｐ＜０．０１）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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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文研究资料显示乙肝病毒感染者体内是否存在
病毒复制，可以通过活动期乙肝病毒标记物或 ＨＢＶ
ＤＮＡ体现。乙肝病毒感染的不同时期，患者体内不同
标记物的产生时间及消退时间并不一致，因此在临床

实践中，患者虽然处于病毒复制活动期但标记物模式

有时不一致［１］。因受 ＥＬＩＳＡ检测方法敏感度的影响，

低水平病毒复制个体易造成漏检，同时少数强病毒复

制个体可因活动期标记物处于窗口期表现、抗原抗体

反应“后带”现象［２－３］或因抗病毒干预治疗导致的抗原

变异而出现检测阴性现象。因此，如要科学评估乙肝

患者的实际免疫情况应结合血清 ＨＢＶＤＮＡ检测结果
分析才科学［４－５］。

表１　６５２例标本乙肝病毒标记物检测结果及各表型平均ＨＢＶＤＮＡ水平（ｘ±ｓ）

阳性表型 例数 平均ＨＢＶＤＮＡ水平（ｃｏｐｙ／ｍｌ）

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Ｇ ４９（８．７２） （５．３８±２．７３）×１０４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 ２１（３．２２） （４．５２±２．１０）×１０８

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ＩｇＧ １１（１．６９） （２．３１±１．４５）×１０４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ＩｇＧ ２０３（３１．１３） （５．４３±２．７８）×１０４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Ｍ １４７（２２．５５） （１．２１±０．６１）×１０８

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Ｇ、Ｐｒｅｓ１ ２９（４．４５） （１．６８±０．８２）×１０６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Ｐｒｅｓ１ １０（１．５３） （６．２８±３．３６）×１０８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ＭＰｒｅｓ１ １１０（１６．８７） （３．３６±１．８２）×１０８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ＩｇＧ、Ｐｒｅｓ１ ２１（３．２２） （２．２５±１．２３）×１０８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Ｍ １９（２．９１） （２．３２±０．９５）×１０８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Ｇ、Ｐｒｅｓ１、ＨｂｃＡｂＩｇＭ ３２（４．９１） （３．２６±１．５２）×１０８

表２　活动期标记物表型与非活动期标记物表型例数
及各自平均ＨＢＶＤＮＡ水平（ｘ±ｓ）

组别 例数 平均ＨＢＶＤＮＡ水平（ｃｏｐｙ／ｍｌ）

对照组 ５０ ＜１．０×１０３

活动期标记物表型 ３９２（６０．１２％） （２．３５±１．５２）×１０８

非活动期标记物表型 ２６０（３９．８８％） （５．５６±２．３５）×１０４

　　正常对照组血清标本中平均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明显
低于非活动期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表型，说明非活动

期乙肝病毒标记物阳性患者中有病毒复制的个体，相

对于无乙肝病毒免疫力（ＨＢｓＡｂ阴性）的人群仍具有
一定的“高危性”，存在传染乙肝病毒的风险，临床实践

中，对使用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出的“小三阳”患者，建议
进一步检测 ＨＢＶＤＮＡ以明确体内是否存在病毒复
制，如提示有病毒复制应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防传

染。乙肝五项（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ＨＢｅＡｂ、ＨＢ
ｃＡｂＩｇＧ）检测出现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ｂ两项阳性，其余三项
指标阴性，应结合 ＨＢＶＤＮＡ检测结果分析，如 ＨＢＶ
ＤＮＡ水平较高，应考虑乙肝感染活动期；此时，ＨＢｅＡｇ
检测阴性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抗原抗体反应“后
带”现象（ＨＢｅＡｇ滴度较高）；②ＨＢｅＡｇ处在 “窗口

期”；③ＨＢｅＡｇ变异。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表型组平均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分析原因有：①高水平
ＨＢＶＤＮＡ与ＨＢｓＡｇ变异或抗原抗体反应的“后带”现
象有关；②低水平 ＨＢＶＤＮＡ与 ＨＢｓＡｇ变异或 ＨＢｓＡｇ
刚刚消退的恢复期有关［６－７］。

排除患者体内是否存在乙肝病毒复制不能完全依

靠活动期乙肝病毒标记物检测，因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变异
或抗原抗体“后带”反应而造成的乙肝病毒复制检测假

阴性情况可通过 ＨＢＶＤＮＡ检测予以弥补［８］；联合检

测Ｐｒｅｓ１、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ＩｇＭ既可以提高病毒复制阳
性检出率，也可以评估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单测

ＨＢＶＤＮＡ可以证实患者体内的病毒复制情况，其在乙
肝的筛选、对病情发展的动态观察过程、乙肝药物治疗

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无法评估患者体内的免疫状况。

ＨＢＶ感染后，ＨＢＶ以共价闭合环状 ＤＮＡ（ｃｃｃＤＮＡ）的
形式存在于肝细胞核中，ｃｃｃＤＮＡ的存在是病毒复制的
一个重要标志，也是 ＨＢＶ持续感染的关键因素，乙肝
慢性化与其长期存在有关［９－１０］。因此对乙肝患者来说

定期关注体内是否存在病毒复制在帮助临床医师明确

诊断病情的同时，可以为临床提供抗病毒干预治疗的

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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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血清感染性指标在手术前和输血前检测的意义
孙云萍

摘要：目的　探讨手术前和输血前相关传染病的感染状况及临床价值。方法　对手术前和输血前患者采集静脉
血检测血清中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ＨＣＶ）、梅毒螺旋体抗体（抗ＴＰ）和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抗体（抗ＨＩＶ１＋２），并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１０１４３例患者手术前和输血前４项感染指标检测结果总
阳性率为 １０．３６％（１０５１／１０１４３）；其中以 ＨＢｓＡｇ阳性率最高，占 ８．６４％（８７６／１０１４３）；抗ＨＩＶ１＋２次之，占
０．５３％（５４／１０１４３）；抗ＴＰ第３，占０．４５％（４６／１０１４３）；抗ＨＣＶ最少，占０．３５％；２项及２项以上阳性者占０．３９％
（４０／１０１４３）。结论　部分患者在手术前和输血前已感染相关传染性疾病，血清感染性指标的检测对保护患者、
医疗机构、供血单位和医院感染控制管理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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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Ｖ；ＡｎｔｉＨＩＶ１＋２；ＡｎｔｉＴＰ

　　输血和手术是抢救患者生命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特别是成份血的应用可有效提高其抢救成功率［１］。但

输血不当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或因输入含病原体的血

液或血液制品而感染输血相关疾病，其主要包括丙肝、

艾滋病、梅毒、乙肝、庚肝、巨细胞病毒感染等［２］。自身

输血的逐步推广，明显提高了输血的安全性［３－４］，但并

非每一位患者都适用，手术过程中如感染管理措施不

到位，也可能会造成医源性感染。所以，了解患者输血

前和手术前相关感染的基本情况，对避免和预防患者

在医院内感染、医务人员的职业感染及防止出现医疗

纠纷都有重要意义［５］。按照有关要求，我们对输血前

和手术前的住院患者进行了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ＨＣＶ）、梅毒螺旋体抗体（抗
ＴＰ）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抗ＨＩＶ１＋２）等相关感
染指标的检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有
手术和输血的住院患者１０１４３例，男性５８４５例，女性
４２９８例，男女之比为１∶０．７４，年龄１５ｄ～８８岁，平均
３８．７岁。
１２　试剂和仪器　①ＨＢｓＡｇ和抗ＨＣＶ检测试剂盒购

作者单位：６７５０００云南省楚雄市人民医院开发区关爱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孙云萍，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ｗｅｎｙｏｎｇ０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自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抗ＨＩＶ１＋２和抗
ＴＰ检测试剂盒均由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试剂为日本富士公
司产品。所有试剂证件齐全，均在有效期内使用。②
ＡＮＴＯＨＯＳＦＬＵＩＤＯ自动洗板机和安图２０１０型酶标仪
均由河南郑州安图公司生产。

１３　检测方法　采集患者手术和输血前静脉血４～５
ｍｌ，并及时送检，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当日及时检
测。ＨＢｓＡｇ、抗ＨＣＶ、抗ＨＩＶ１＋２、抗ＴＰ均为 ＥＬＩＳＡ
法，操作及结果判定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并设临

界值及阴、阳性对照。抗ＨＩＶ１＋２初试阳性标本重新
抽血进行复查，阳性者按“全国 ＨＩＶ检测管理规范”送
疾控中心ＨＩＶ确证实验室进行确证实验；ＥＬＩＳＡ法抗
ＴＰ阳性者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确认。
检测报告发出后，血样置于２～６℃冰箱保存７ｄ。

２　结　果
　　１０１４３例患者手术前和输血前 ＨＢｓＡｇ、抗ＨＣＶ、
抗ＨＩＶ１＋２和抗ＴＰ的总阳性率为１０．３６％（１０５１／１０
１４３）。１０５１例阳性患者中以 ＨＢｓＡｇ阳性率最高，占
８．６４％（８７６／１０１４３）；抗ＨＩＶ１＋２次之，占 ０．５３％
（５４／１０１４３）；抗ＴＰ第３，占０．４５％（４６／１０１４３）；抗
ＨＣＶ最少，占 ０．３５％；２项及 ２项以上阳性者居第 ４
位，占０．３９％（４０／１０１４３），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抗Ｈ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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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ＨＢｓＡｇ阳性组合，抗 ＨＩＶ１＋２与抗ＨＣＶ阳性组合
和ＨＢｓＡｇ、抗ＨＣＶ、抗ＨＩＶ１＋２三者阳性组合紧随其
后，抗ＨＣＶ、抗ＨＩＶ１＋２、抗ＴＰ３者阳性组合最少，仅
有１例（详见表１）。

表１　４０例合并感染模式分布情况

模式 ＨＢｓＡｇ 抗ＨＣＶ 抗ＨＩＶ１＋２ 抗ＴＰ 例数 阳性率（％）

１ ＋ ＋ ＋ ＋ ３ ０．０３
２ ＋ ＋ ＋ － ５ ０．０５
３ ＋ ＋ － ＋ ２ ０．０２
４ ＋ － ＋ ＋ ２ ０．０２
５ － ＋ ＋ ＋ １ ０．０１
６ ＋ ＋ － － ４ ０．０４
７ ＋ － ＋ － １０ ０．１０
８ ＋ － － ＋ ２ ０．０２
９ － ＋ ＋ － ５ ０．０５
１０ － ＋ － ＋ ２ ０．０２
１１ － － ＋ ＋ ４ ０．０４
合计 ２６ ２２ ３０ １６ ４０ ０．３９

３　讨　论
　　随着国家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公民维权意识的加
强，特别是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由输血

引发的医疗纠纷诸于法律的事件屡有发生［６］。２０００
年６月卫生部发布了《临床输血技术规范》，要求对临
床科室输血的患者进行经血液传播疾病的病原体检

查［７］，将输血前检测相关传染病的病原体提升到了一

定的高度。当然，输血并不是相关传染性疾病的唯一

途径，性接触、家庭成员密切接触、母婴传播、注射毒

品、医源性感染均可造成此类疾病的传染。所以，孕期

和手术前对相关指标的检测与输血前检测同等重要，

都是十分必要的［８］，不仅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

且可发现潜在的病原体，在提示医务人员自我保护、控

制医源性交叉感染、减少医疗损伤或医患纠纷等方面

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本组１０１４３例患者手术前和
输血前４项感染指标检测结果总阳性率为 １０．３６％
（１０５１／１０１４３），较文献报道的２３．１７％［９］为低，与马

小班报道的１１．５４％［１０］接近，各作者报告有差异，可能

与检测病例数的多少、地区病种的差异和检测人群个

体因素等有一定的关系。本组资料表明，有相当一部

分患者在此前血清中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感染，但可

能有些患者不知晓，通过检查可让患者了解病情，以便

及时治疗。

我国是乙肝的高发区，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感率

为９．０９％，本组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８．６４％，略有偏低，原
因可能与广大民众积极注射肝炎病毒疫苗有一定的关

系。另外，医院一次性医疗器械的规范使用，也降低了

院内感染的发生率。由于我国 ＨＢｓＡｇ阳性人数多，通
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进行传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所

以，加强ＨＢＶ的检测和防护，仍然是我们今后一段时
期内的工作重点。我国自１９８５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
来，艾滋病已从沿边、沿海向广大内陆地区蔓延［１１］。

我省是沿边省份，ＨＩＶ感染率很高，本文抗ＨＩＶ１＋２
阳性数５４例，阳性率０．５３％（５４／１０１４３），在本组资料
中居第２位，与省内报道的０．４８％［１２］接近，与省外仅

为个案的报道［１３］有明显差异。提醒我们艾滋病正由

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艾滋病离人民大众已经不

遥远，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强重点防护；梅毒是具有

高度传染的性传播疾病，其病原体是苍白螺旋体，主要

是性接触传播，也可以经输血传播和母体传给胎儿。

我国梅毒发病率年平均增长１４．３％［１３］。本组资料抗
ＴＰ阳性率居第３位，占０．４５％（４６／１０１４３），提示输血
前和手术前抗ＴＰ检测仍然很有必要，常规用 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条件有限的单位可用甲基胺红不加热血清试

验（ＴＲＵＳＴ）或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
检测，阳性者进一步用 ＴＰＰＡ或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
（ＴＰＨＡ）确认；ＨＣＶ也是可以经血液传播的主要病毒
之一。近年来，由于透析治疗、器官移植、注射吸毒、介

入检查和治疗等机会增多，ＨＣＶ的感染率有增高的趋
势。本组资料抗ＨＣＶ阳性 ３５例，占 ０．３５％（３５／１０
１４３），说明 ＨＣＶ感染不容忽视，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
关注。本组２项及２项以上阳者居第４位，占０．３９％
（４０／１０１４３），其中有３例４种病原体均为阳性，经调
查３例均有共用注射器静脉注射吸毒史，合并抗ＨＣＶ
阳性和（或）抗ＨＩＶ１＋２阳性者中也有半数以上有共
用注射器静脉注射吸毒史，体现了我省ＨＣＶ和ＨＩＶ感
染的特点，提示我们混合感染也是今后值得研究的重

要课题之一。

综上所述，部分患者手术前和输血前已有不同程

度相关传染性疾病的感染，通过相关指标的检测，对患

者身体状况、病情程度有较明确的了解和定位，对检测

出患有某些疾病的患者，在实施穿刺手术、配血、透析、

拔牙等治疗、护理、检验工作中，应更加严格执行操作

规程，减少和避免医疗损伤，对血液污染的医疗器械及

其他物品严格消毒灭菌，避免和预防传染性疾病的医

源性传播和院内感染［１４］。所以，手术前和输血前相关

传染性疾病的检测对保护患者、医疗机构、供血单位和

医院感染控制管理等都具有重要意义［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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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比率明显高于其他病毒，提示 ＥＶ７１感染的患
儿易发展为重症患儿，对于 ＥＶ７１病毒引起的 ＨＦＭＤ
应引起重视。

锌是人体内多种酶的组成部分，在细胞生物学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人体生长发育、生殖遗传、免疫、

内分泌等重要生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人体含锌

总量减少时，会引起免疫组织受损，免疫功能缺陷［６］。

其机制可能与锌参与各种蛋白的合成，促进病变细胞

凋亡，保护细胞抵御病毒的侵袭有关，有资料显示，当

体内锌水平下降后，Ｃｕ／Ｚｎ过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下降，
细胞受损伤后不易修复，自由基生成增多，从而促进淋

巴细胞损伤。以及导致红细胞免疫粘附功能降低，从

而导致机体免疫能力下降。锌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一

个人的锌营养状态，红细胞锌浓度方法，经过离心后采

集红细胞样本，可减少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研究

结果显示，红细胞锌随病情加重而呈降低趋势，重型组

最低，与普通组相比，ＥＶ７１组在病情加重期及转为重
症时的红细胞锌浓度明显下降，与入院时相比，差异显

著，而且转为重症后，ＥＶ７１组红细胞锌水平显著低于
其他肠道病毒阳性组（ＥＶ组），提示红细胞锌浓度变
化与病情变化成正相关关系，可以通过检测红细胞锌

的浓度来预测患儿病情的变化。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可并发脑干脑炎、神经源性肺

水肿、急性迟缓性麻痹和心肌炎等情况，严重危害了婴

幼儿的生命健康，其发病涉及小儿营养、免疫等内部因

素及病原微生物、环境等外部因素［７］。机体免疫应答

过程极其复杂，是多种免疫细胞、免疫分子等共同作用

的结果，有文献提示Ｔ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不足可能是
病情轻重不同的原因之一［８］。有研究显示 ＨＦＭＤ患
儿免疫球蛋白水平下降可导致患儿病情加重［９］。免疫

球蛋白有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ＩｇＥ和ＩｇＤ五类，ＩｇＧ在血清中
含量最高，是血液和细胞外液中的主要抗体成分，发挥

重要免疫学效应，根据ＩｇＧ重链氨基酸排列顺序、链间
二硫键位置和数目不同分为４个亚类，ＩｇＧ１和ＩｇＧ３为
抗蛋白质抗原的主要抗体；ＩｇＧ２和ＩｇＧ４是抗多糖抗原
的主要抗体，ＩｇＧ亚类比总ＩｇＧ更能反映患儿免疫功能
状态［１０］。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手足口病患儿免疫球

蛋白ＩｇＧ亚类随病情加重呈下降趋势，重症组患儿表
达水平最低，其中 ＩｇＧ１表达降低最明显，与普通组相

比，差异显著。在不同肠道病毒引起的 ＨＦＭＤ患儿
中，随着病情进展，ＥＶ７１组在转为重症时的 ＩｇＧ１～４
均明显下降，与入院时相比，差异显著，且 ＥＶ７１组
ＩｇＧ１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肠道病毒阳性组（ＥＶ组），提
示ＩｇＧ亚类可以作为病情变化的预测指标，对患儿病
情的进展变化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特别是 ＥＶ７１型
肠道病毒引起的ＨＦＭＤ。

综上所述，通过对 ＨＦＭＤ患儿的红细胞锌浓度、
免疫球蛋白ＩｇＧ亚类的检测，可以对 ＨＦＭＤ患儿的病
情进行一定的预测，特别是 ＥＶ７１型病毒引起的患儿，
加强红细胞锌浓度、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１的检测对临床病
情的观测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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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金标免疫层析法检测儿童腹泻粪便标本轮状
病毒及结果分析
施前锋，潘新娣，邵伟芳，王叶萍

摘要：目的　使用金标免疫层析法检测 了解儿童腹泻粪便标本轮状病毒，并采用ＲＴＰＣＲ法对检测结果进行验
证，判断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寻找其流行病学特征，为应用轮状病毒疫苗提供研究数据。方法　对１２４例轮状病毒
金标免疫层析法检测阳性的儿童腹泻患者粪便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对１２４例儿童腹泻患者粪便标本进行回顾
性分析，采用金标免疫层析法检测轮状病毒呈阳性。分析标本的年龄分布与季节分布；采用ＲＴＰＣＲ法对标本的
轮状病毒进行验证，并检测标本的星状病毒、诺如病毒和腺病毒感染情况。结果　１２４例患儿的平均年龄（１．２±
０．３）岁，年龄为０岁者的例数最多，占４１．１３％（５１／１２４）；随着年龄的升高，标本数越来越少。１２４例标本中，１２
月、１月、１１月、２月、１０月的例数较多；轮状病毒导致的儿童腹泻多发于冬季和秋季，少发于夏季和春季。ＲＴ
ＰＣＲ法检出轮状病毒阳性者１２０例，金标免疫层析法与ＲＴＰＣＲ法检测结果的相符率为９６．７７％。１２４例腹泻患
儿中合并星状病毒感染者２０例，占１６．１３％；合并诺如病毒者９例，占７．２６％；合并腺病毒者２７例，占２１．７７％。
结论　金标免疫层析法操作简便，可快速准确实现对儿童腹泻粪便标本的轮状病毒检测。星状病毒、诺如病毒和
腺病毒也是导致儿童腹泻的病原体。

关键词：金标免疫层析法；儿童腹泻；粪便标本；轮状病毒；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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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状病毒（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ＲＶ）是临床上婴幼儿重症腹
泻的最主要病原体之一，据统计全球每年大约３３～５９
万儿童病死于轮状病毒导致的腹泻［１］。轮状病毒感染

的危害较为严重，目前尚无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因

此，预防和控制轮状病毒感染的有效途径为研制安全、

有效的疫苗［２］，这作为一项迫切而必要的全球性公共

医疗工作，临床意义重大。临床中轮状病毒的检测手

段主要有电镜观察法（ＤＥＭ）、免疫电镜法（ＩＥＭ）、酶
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补体结合试验法（ＣＦ）、免疫
荧光法（ＩＦ）、金标免疫层析法和核酸聚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法（ＰＡＧＥ）等［３－４］。以上几种诊断方法有其各自

的优点，但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较难检测微量病毒，因

而 用 于 轮 状 病 毒 感 染 的 早 期 诊 断 时 漏 诊

基金项目：浙江省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ＹＳ３７）
作者单位：３１３１００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潘新娣，Ｅｍａｉｌ：１５５１０２０４４０＠ｑｑ．ｃｏｍ

率较大。为了了解儿童腹泻粪便标本轮状病毒的检测

结果，寻找其流行病学特征，为应用轮状病毒疫苗提供

研究数据，本文对１２４例轮状病毒金标检测阳性的儿
童腹泻患者粪便标本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浙
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１２４
例，男７１例，女５３例。其中，１０５例患儿入院时出现典
型的轮状病毒感染症状：发病急，有２～３ｄ的潜伏期，
腹泻、腹痛、呕吐、伴发热，粪便性状为蛋花汤样便或水

样便，部分病例出现不同程度的等渗性脱水。标本镜

检可见脂肪球，少量存在或不存在白细胞。１２４例标
本通过金标免疫层析法检验均为轮状病毒阳性。

１２　试剂和仪器　Ａ群轮状病毒胶体金检测试剂盒
（北京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病毒 ＤＮＡ／ＲＮＡ提取
试剂盒（大连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ＡＭＶ逆转录酶
（美国ＡＢＩ公司）；蛋白酶 Ｋ（美国 ＡＢＩ公司）；ＰＣＲ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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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试剂盒（华美生物工程公司）。Ｌｉｇｈｔｃｙｃｌｅ４８０型荧
光定量ＰＣＲ仪（瑞士Ｒｏｃ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公司）。
１３　金标免疫层析法　采用通过金标免疫层析法检
测Ａ群轮状病毒抗原。取适量粪便标本置容器中，加
９倍生理盐水，将稀释后的标本搅拌混匀，离心后取粪
便上清液，在试剂条的检测窗内滴加５～６滴上清液，
置室温环境中１０ｍｉｎ后观察结果。如果试剂条上出
现２条红色区带，判断为为阳性；如果试剂条上只出现
１条质控带为阴性结果；不出现质控区带则为无效结
果。

１４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法
１４１　引物　轮状病毒、星状病毒、诺如病毒和腺病
毒的逆转录引物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细胞研究所提

供，均来自于 ４种病毒基因中的高度保守碱基序列。
将引物稀释为浓度５０μｍｏｌ／Ｌ，置－２０℃冰箱中保存。
１４２　ＲＮＡ提取　取粪便标本上清液２００μｌ，加入
１００ｍｇ／Ｌ蛋白酶Ｋ与０．５％ ＳＤＳ溶液，于３７℃恒温
水浴１ｈ。采用酚－三氯甲烷－异戊醇混合液（体积比
２５∶２４∶１）抽提，再加入－２０℃乙醇３ｈ，在４℃下高
速离心２０ｍｉｎ后弃去上清液，将沉淀溶解于１０μｌ无
ＲＮａｓｅ水中。
１４３　ｃＤＮＡ合成　ＲＮＡ溶液加入１μｌ下游引物，于
９５℃恒温水浴５ｍｉｎ，并立即置冰浴中５ｍｉｎ。然后分
别加入逆转录缓冲液４μｌ、ｄＮＴＰ２μｌ、ＲＮＡ酶抑制剂
溶液 １μｌ、无 ＲＮａｓｅ水 １μｌ和 ＡＭＶ逆转录酶溶液
１μｌ。于４２℃恒温水浴１ｈ，再９５℃恒温水浴５ｍｉｎ。
１４４　ＰＣＲ反应　在９５℃下变性１ｍｉｎ，５５℃下退
火１ｍｉｎ，再在７２℃下延伸２ｍｉｎ，重复经过３０个循环
后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反应产物１０μｌ中加入
缓冲液２μｌ，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试验，采用 ＵＶ检测
仪进行观察，通过ＤＮＡ分子量标准分析ＰＣＲ产物。

２　结　果
２１　标本的年龄分布　１２４例金标免疫层析法检验
阳性标本中，患儿年龄１个月～５岁，平均年龄（１．２±
０．３）岁。年龄为０岁者的例数最多，占４１．１３％（５１／
１２４）；随着年龄的升高，标本数越来越少。不同年龄腹
泻患儿的粪便标本例数与构成比见表１。

表１　儿童腹泻粪便标本的年龄分布及构成比

年龄（岁） 例数 构成比（％）

０ ５１ ４１．１３
１ ３６ ２９．０３
２ １９ １５．３２
３ １１ ８．８７
４ ５ ４．０３
５ ２ １．６１

２２　标本的季节分布　１２４例金标免疫层析法检验
阳性标本中，１２月、１月、１１月、２月、１０月的例数较
多；可见轮状病毒导致的儿童腹泻多发于冬季和秋季，

少发于夏季和春季。不同月份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例

数与构成比见表２。

表２　儿童腹泻粪便标本的季节分布及构成比

月份 例数 构成比（％）

１ ２２ １７．７４
２ １３ １０．４８
３ ４ ３．２２
４ ３ ２．４２
５ ６ ４．８４
６ ２ １．６１
７ ２ １．６１
８ ７ ５．６４
９ ８ ６．４５
１０ １２ ９．６８
１１ １６ １２．９０
１２ ２９ ２３．３９

２３　ＲＴＰＣＲ法的检测结果　采用 ＲＴＰＣＲ法对１２４
例金标免疫层析法检验阳性标本进行验证。结果 ＲＴ
ＰＣＲ法检出轮状病毒阳性者１２０例，两种方法的相符
率为９６．７７％。采用 ＲＴＰＣＲ法检测１２４例标本的星
状病毒、诺如病毒和腺病毒感染情况。可见，１２４例腹
泻患儿中合并星状病毒感染者２０例，占１６．１３％；合
并诺如病毒者９例，占７．２６％；合并腺病毒者２７例，占
２１．７７％。

３　讨　论
　　导致儿童腹泻的病原体较多，而轮状病毒是临床
中婴幼儿急性腹泻的常见的病原体。在自然界中轮状

病毒分布广泛，可感染人和多种牲畜，其中，可感染人

类的轮状病毒有相同的族抗原特征［５］。轮状病毒的感

染途径主要是消化道传播，多发于秋冬季，具有较强的

流行季节性，这种特殊的季节特点与细菌性痢疾的区

别明显。文献报道我国婴幼儿急性腹泻一般多发于秋

冬季，其中有３０％～６０％是由于轮状病毒造成的［６－７］。

本文的结果显示患儿平均年龄（１．２±０．３）岁，年龄为
０岁者的例数最多，随着年龄的升高，标本数越来越
少；全年都存在轮状病毒感染，但其发病高峰期在较寒

冷的１２月、１月、１１月、２月与１０月，而在夏季发病最
少。标本的年龄分布与季节分布与文献报道相似。轮

状病毒进入人体后，可在肠道的绒毛细胞质中大量增

殖，从而破坏绒毛细胞，并可伴随坏死脱落的细胞中随

粪便排出人体。绒毛细胞被大量破坏后会导致急性腹

泻，集体损失水分和电解质，严重者可出现酸中毒、脱

水与休克等临床症状［８－９］。儿童感染轮状病毒后应及

时诊治，否则大量丧失电解质和体液后可能出现生命

危险，所以临床对轮状病毒的检测要求应快速而准确。

金标免疫层析法是采用胶体金标作为示踪物，由

科学家Ｔａｙｌｏｖ和Ｆａｕｌｋ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发明，是一种
新型的用于病毒抗原 －抗体反应的标记免疫检测技
术［１０］。本文的１２４例儿童腹泻粪便标本采用金标免
疫层析法检验均显示轮状病毒阳性，采用 ＲＴＰＣＲ法
对检测结果进行验证，结果两种方法的相符率为

９６．７７％。可见，金标免疫层析法的检测结果准确，对
轮状病毒阳性的判断符合临床诊断的要求。与 ＲＴ
ＰＣＲ法相比，金标免疫层析法检验操 （下转第１０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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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粥样硬化的 ＭＲＩ临床研究现状
沈伟强，李政，樊树峰，滕皋军

关键词：磁共振成像；颈动脉；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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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动脉粥样硬化（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ＣＡＳ）并
发脑卒中是目前人类伤残、死亡的首要原因，病灶大

小、成分与炎症情况等是决定其稳定性和预后的主要

因素［１－４］。尽管研究显示 ＨＭＧＣｏＡ还原酶抑制剂
（他汀类药物）可降低血胆固醇、减少炎症、改变斑块

成份和生物活性，使病灶变小和狭窄管腔逆转，但若没

有可靠的活体成像方法，临床研究与应用、二期、三期

药物试验常需要大样本量、长实验周期［２－７］。理想的

成像方法应能活体、无创，可靠地反映：①斑块的大小、
厚度、偏心性及沿血管床的分布；②斑块的组织成分，
包括脂质／坏死核心、致密和疏松纤维基质、出血和钙
化等；③斑块内的炎症情况。ＭＲＩ空间和软组织分辨
率高，是ＣＡＳ成像的理想方法，但临床应用需具备一
定的硬件条件，选择适合的成像技术与参数，减少和排

除局部血流和各种运动的干扰［６－９］。

１　成像技术
　　ＣＡＳ磁共振成像需同时满足组织和空间分辨率
高、信噪比和血流信号抑制效果好、扫描时间可接受等

多个条件，软硬件要求较高［７－１０］。

１１　硬件　主磁场强度增加可同时提高分辨率和图
像质量，动脉壁成像多需用１．５Ｔ以上超导型ＭＲ扫描
仪。３Ｔ磁共振的信噪比（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ＳＮＲ）至
少可比１．５Ｔ高１．４～１．６倍，可为提高影像分辨率和／
或缩短扫描时间提供较大的可能［８］。３Ｔ磁共振的不
足在于组织Ｔ１时间延长，提高信号强度和信噪比需更
长的ＴＲ时间，获得理想的血流信号抑制效果，需调整
以翻转为基础的黑血准备方案。颈动脉位置表浅，适

合使用由几个同时采集信号的小线圈组成相控阵线

圈，有效提高组织的ＳＮＲ。
１２　成像序列　ＭＲ血管成像可分为黑血和白血 ２
类。白血利用血流在梯度回波序列上的流入增强效应

与静止组织饱和效应形成对比使血管成像，可用于评

价颈动脉狭窄和扩张。但流动失相位和相对缓慢血流

饱和可引起信号丢失，导致评估过度。颈动脉分叉区

常存在不同程度反流、涡流和湍流，血流状态复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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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为突出。尽管白血ＭＲＡ在ＣＡＳ成像中单独使用
有明显限度，但以其特有的对比与黑血成像联合应用，

有助于斑块成分的鉴别［９，１１］。

黑血成像借助流空效应或翻转恢复技术有效抑制

血流信号，显示管腔、管壁和管壁病变的形态特征。但

颈动脉分叉区血流复杂，即使采用心电门控使信号采

集与血液快速流动期同步，提高流空效应的血流信号

抑制效果，也常难以保证血流信号被完全消除。应用

双翻转恢复（ＤＩＲ）序列，可在流入血液磁化的零点采
集信号，对流速敏感性小，单层采集血流信号抑制效果

好。但ＤＩＲ单层采集花费时间长，多层面采集在缩短
成像时间的同时，也会因快速重复脉冲引起组织信号

饱和造成图像质量和血流抑制效果下降。ＤＩＲ多层面
成像方法流动敏感性的增加是由流出容积增加引起，

包括多层面、ＴＩ短和／或读出时间与准确零点不同等
多种因素。尽管如此，在时间效率接近的前提下，多层

面ＤＩＲ的血液抑制效果仍优于流空技术。多层面ＤＩＲ
可取代借助流空效应黑血的 ＦＳＥ进行筛查，与长 ＴＲ
扫描序列联合可多序列对比评估和随访 ＣＡＳ病变。
但ＤＩＲ序列要在成像速度提升的同时，采集与单层面
接近的成像质量，每个 ＴＲ间期能采集层面相对较少。
白血成像是３Ｄ方法与快速梯度回波序列的一种自然
结合，颈动脉 ３ＤＴＯＦ成像质量优于 ２ＤＴＯＦ与 ＰＣ。
椭圆中心相位编码等超快速梯度回波序列，可在对比

剂首过时采集类 ＤＳＡ的对比增强 ＭＲＡ信号。３Ｄ黑
血成像技术具有如减小层厚和提高信噪比的优势，但

扫描时间长、血流信号抑制常不充分。减小３Ｄ块厚
度，有助于提高 ３Ｄ黑血成像抑制血流信号的效
果［６－９］。

１３　常规扫描　ＣＡＳ磁共振检测目的可分成筛查、形
态大小测量、病变成分的判断与测量３种，目的不同检
查要求也不一样。在评价纤维帽及显示邻近管腔的钙

化方面，黑血与白血成像技术联合应用尤为重要。黑

血技术适合血管壁成像，可产生不同权重的对比图像，

有助于发现ＡＳ病变，区分其基质、脂质／坏死核心、出
血和钙化等成分。Ｔ１ＷＩ、ＰＤＷＩ纤维基质和脂质核心
等ＣＡＳ成分信号相对较强，适合评价管壁形态；Ｔ２ＷＩ
在斑块成分鉴定方面有重要作用［９，１１］，但其 ＳＮＲ较低
且在显示血管外壁方面存在不足，不太适合用于形态

测量。ＰＤＷＩ和Ｔ２ＷＩ可分别单独采集，也可双回波同
时采集，双回波成像的主要优点同层面图像匹配方便、

准确，但信号在长 ＴＥ第二回波的过分衰减会影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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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波链的应用，延长成像时间。ＡＳ的病变特性主要取
决于其成分，较大坏死核心、较多斑块内出血、邻近管

腔的钙化结节等都是易损（易破裂）斑块的重要指标。

区分斑块成分常需多序列对比，多数研究推荐把黑血

Ｔ１ＷＩ、ＰＤＷＩ和Ｔ２ＷＩ，白血３ＤＴＯＦ像列为 ＡＳ磁共振
检查的常规序列。

开展多中心临床实验研究和药物评价，需选择标

准的多序列成像参数。ＣＡＳ磁共振高分辨成像的层厚
一般为２～３ｍｍ，层面内分辨率为０．４～０．６ｍｍ，零内
插转换可使有效像素达０．２～０．３ｍｍ，提高显示斑块
小细节的能力。由于信号强度与兴趣区距线圈的距离

强烈相关，对于颈部粗、颈动脉深的患者，为保证信噪

比可适当减少空间分辨率。在黑血成像中常用频率选

择脂肪抑制技术，以避免化学位移伪影影响血管外壁

的显示。因为斑块中的脂质主要由胆固醇衍生物构

成，与主要由甘油三酯构成的皮下脂肪不同，脂肪抑制

脉冲几乎不会影响斑块脂质的显示。颈动脉分叉是层

面选择定位的内在解剖标志，成像时可采用两步法准

确定位，即先用２ＤＴＯＦＭＲＡ确定颈动脉分叉的位置，
再用跨分叉最大斜面黑血ＭＲＡ进行准确定位［８－１２］。

１４　增强扫描　应用钆螯合物缩短 Ｔ１特性，可观察
ＣＡＳ的强化情况，但增强时斑块附近管腔含对比剂的
血流信号，也会影响ＡＳ病变的识别。ＤＩＲ的翻转时间
与血液Ｔ１时间接近时，才能获得理想的血流信号抑制
效果，而增强血液的Ｔ１尚与其中随时间变化的对比剂
浓度有关，难以保证有理想的血流信号抑制效果。四

翻转成像技术（ＱＩＲ）用两个 ＤＩＲ脉冲序列，可抑制两
个Ｔ１值，使一个大范围的血液 Ｔ１值得到近乎完美的
抑制。ＣＡＳ增强主要表现为由血管外膜滋养血管生长
所造成的明显环形强化和斑块内的斑片状强化。强化

程度与斑块内纤维基质的状态、新生血管的密度有关，

也与血清炎症标志物有相关性，是体现斑块稳定性的

关键因素。炎性改变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进展或

破裂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已成为临床治疗的一个重要

靶点［３，６］。

动态增强可反映对比剂随时间从血流进入组织，

晚期进入组织间隙的情况，定量检测兴趣区信号的动

态变化。此时与对比剂浓度相关的血液信号，可用作

动态模型的参考，不必抑制。通过对比剂动态增强模

型可评价部分血液容积（ｖｐ）和穿透吸收（Ｋｔｒａｎｓ），研
究发现他们与组织中的新生血管和巨噬细胞相关，相

关系数可达０．７４～０．８０，进一步证实了炎症和强化之
间关系。较大分子量的血池对比剂，可抑制弥散，有利

于ＣＡＳ的动态增强研究；药代动力学慢，有利于高分
辨成像，清晰显示ＣＡＳ主要成分强化情况［６－７，１１，１３］。

合成与受体特异性结合的钆对比剂，可克服常规

钆对比剂的非特异性强化问题。合成可与血栓、促血

管生成因子结合的对比剂，可使细胞或蛋白特异性强

化成像，取得与核医学类似的效果。超顺磁性氧化铁

微粒（ＵＳＰＩＯ），可被巨噬细胞特异性地吞噬，导致斑块

局部信号下降。破裂斑块的炎症较为突出，巨噬细胞

聚集多，更易通过这种方法显示。通过与剥离的 ＣＡＳ
内膜标本对照研究发现，ＵＳＰＩＯ应用后２４～３６ｈ是显
示巨噬细胞吞噬导致信号下降的最佳时间窗，但目前

尚难以通过 ＵＳＰＩＯ引起的信号下降进行巨噬细胞的
定量。开发靶向性更强的生物标记物有助于组织成分

的测量，为斑块易损性的评估和治疗提供更多有价值

的信息［１４－１６］。

２　ＣＡＳ的磁共振成像与组织病理对照
２１　对照方法　ＡＳ的组织分型一般参照 ＡＨＡ血管
病变委员会标准。ＭＲＩ作为一种反应 ＡＳ病变特征的
新技术，临床应用前需对其有效性进行组织病理学验

证。适合临床应用的最理想方法是，进行 ＣＡＳ活体
ＭＲ成像与同层切除标本的组织病理对照。

为保证组织切片与 ＭＲ成像切面准确对应，切除
标本时需采用保持标本形态不变的技术，并采用特定

的处理、包埋和切片。ＭＲ检查时不同的成像序列，也
可能因覆盖范围不同和／或患者移动等原因，层面不能
一一对应，阅片、分析和测量时须以颈动脉分叉为参

考，对不同权重的 ＭＲ图像进行同层校对。在标本切
除或处理过程中，各部分的收缩变形情况也难于保持

一致，ＭＲ图像与组织切片进行准确的同层对比时，需
选综合应用管腔大小和形状、管壁厚度与形状、斑块构

成和钙化以及距动脉分叉距离等多个内在标志。为方

便磁共振图像与组织切片准确空间定位，可用同时跨

颈动脉分叉、颈内、外动脉最大断面及其对应的最大垂

直断面为标志，把血管横断面分成４个象限对照观察。
２２　对照结果　ＭＲ活体成像和内膜剥脱标本对比
表明，管壁面积、容积和管腔面积的在体与离体测量结

果相关性很好。磁共振软组织分辨率高，多序列对比

观察发现，ＣＡＳ的不同成分在多序列图像上的信号变
化也不一致，ＭＲＩ可无创、准确、活体区分 ＡＳ病变的
主要成分，按美国心脏协会标准进行分型，重复性好，

可望成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防范严重并发症、随访和

评价ＣＡＳ进展与疗效的理想方法［６，９］。

易损性斑块的典型形态学特点是脂质坏死核心较

大，纤维帽薄、撕裂或有巨噬细胞浸润不稳定。ＭＲ检
查的无创性使其更适合临床评估 ＣＡＳ病变的风险、进
展或消退。由致密胶原构成的纤维帽，在３ＤＴＯＦ图
像上表现为高信号管腔旁的条带状低信号。纤维帽活

体ＭＲＩ表现有厚、薄或破裂３种，与内膜剥脱标本的
检测结果高度一致。有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展史

患者多伴有破裂的纤维帽，反之则多伴有厚和稳定的

纤维帽。中晚期ＣＡＳ斑块内常并发出血，其信号演变
与脑出血类似。ＭＲＩ可区分斑块内出血的不同阶段
（新鲜－近期－陈旧），帮助临床了解斑块生物活性的
现状和演变。斑块内出血后１８个月内再出血的概率
会明显增加，斑块内反复出血也是刺激 ＡＳ进展的主
要因素［１３］。

３　ＣＡＳ病变的ＭＲＩ定量分析
　　ＣＡＳ磁共振高分辨检查可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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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包括病变大小、管壁厚度、管腔面积等形态参数，纤

维帽厚度、脂质坏死核心大小等主要成分参数，新生血

管和巨噬细胞浸润等潜在生理特性参数３类。研究表
明，ＭＲＩ活体检测脂质坏死核心、疏松纤维基质和致密
纤维基质占比等参数，与切除标本的离体检测结果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甚至由于标本在切除和处理的过程

中，难免存在各成分的舒缩或变形不一致，ＭＲＩ活体检
测结果还存在一些优势［６－９］。但是，识别斑块成分常

需整合多个序列权重信息，用 ＭＲＩ精确测量上述 ＣＡＳ
参数仍有不少挑战。采用自动和半自动的图像处理技

术，可望用一个简单的格式显示多幅图像结合的结果。

测量管壁容积和厚度等形态参数，可基于活动轮

廓与平滑图像处理技术，半自动地确定血管壁内缘和

外缘，一旦确定了边缘，多数形态参数的测量就比较容

易。但对于复杂斑块、动脉分叉处的复杂管腔和管壁

轮廓，简单管壁测量常难以获得准确的结果。采用三

角测量法确定内外壁边缘理想的检测对应点，可能有

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纤维帽厚度、坏死核心容积、纤维斑块、钙化、斑块

内出血、血栓和疏松基质等成分参数的检测，主要依赖

于ＭＲＩ识别 ＣＡＳ各成分所在区域的能力［９，１１，１４］。各

成分的区域确定后，便可测量相应容积、容积百分比或

参照邻近管腔进行定量。但 ＭＲＩ活体区分各成分所
在区域不像手术标本那么容易，病灶小、成分复杂（同

时含几种或全部成分）、不自主运动以及线圈和微磁场

不均匀等都是主要影响因素。尽管ＭＲ成像技术的进
步已使其分辨率明显提升，要解决各成分测量的困难

仍需借助图像处理技术。应用多序列对比分割不同成

分所占区域前，需校对不同加权图像，校正采集过程中

的运动干扰。动脉本身可参照邻近结构（如颈静脉、

骨）校对。线圈不均匀可使相同的组织产生不同的对

比，并因此被分为不同的组织，应用影像微波分解技术

可帮助校正颈动脉成像信号强度误差。联合应用多种

技术，可望自动地反应活体斑块的组织特征。

应用靶向ＣＡＳ中细胞或因子成分的特异性对比
剂，可从细胞或分子水平显示斑块的生理特性。比如，

超顺磁性氧化铁微粒（ＵＳＰＩＯ）可显示巨噬细胞，αｖβ３
整合素靶向对比剂可显示斑块血管生成，血纤维蛋白

靶向对比剂可使血栓强化。基于病变的强化程度，可

提取反应ＣＡＳ病变潜在生理特性的参数。如基于颈
动脉钆对比剂的动态增强模型，可检测 ＣＡＳ中的新生
血管和巨噬细胞成分。这类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增强前

后图像容易匹对，可基于强化程度活体区分不同成分

所在的区域［１５－１７］。

活体多序列对比发现，降脂治疗可降低 ＣＡＳ斑块
中的脂质成分、缩小脂质核心，使病灶处的管壁面积和

厚度下降［６，１４］。多中心药物与安慰剂双盲随机对照研

究，也同样取得了充满希望的结果。随着新序列和新

图像分析软件的开发、高性能梯度技术和３Ｔ以上高场
强磁共振的应用，磁共振可克服超声组织分辨率不高、

受人为因素干扰大，ＣＴ组织分辨率不足、存在电离辐
射等因素制约，有望在 ＡＳ发病、防治及新药研发等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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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治疗相关进展
任艳胜，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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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慢
性消耗性疾病、心脑血管意外以及身心因素导致的各

种身体和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在总结国内外

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膀胱过度活动症（Ｏｖｅｒａｃ
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ＡＢ）的发病率也随之升高，给患者的生
活及集体活动、职业发展等带来负面影响，而且还可能

导致患者本人出现抑郁、焦虑等精神症状。因此，寻找

一种方便、有效并能长期维持疗效的治疗方法是目前

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 ＯＡＢ治疗的相关进展进行
如下总结。

１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定义
　　膀胱过度活动症（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ＡＢ）是泌尿
系统十分常见的慢性疾患，过去有关名词比较混乱，如

女性尿道综合征、逼尿肌反射亢进、逼尿肌不稳定、不

稳定膀胱等［１］。主要临床表现为尿急、有或无急迫性

尿失禁、通常有尿频和夜尿。ＡｂｒａｍｓＰ等［２］提议将

“急迫性尿失禁”改成“尿急性尿失禁”，以明确尿失禁

的病因是尿急而不是急迫，并用“日间尿频”来代替

“尿频”，以区别于“夜尿增多”。所以目前对 ＯＡＢ的
新定义为尿急、有或无尿急性尿失禁、通常有日间尿频

和夜尿增多。

２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病因及流行病学调研
　　膀胱过度活动症是一种发病率很高的慢性疾病，
但到目前为止，它的发病机理仍未明了，比较公认的病

因有以下几点［３］：①由非神经源性因素导致的逼尿肌
不稳定。②中枢神经病变导致的逼尿肌反射亢进。③
神经和行为异常，激素代谢紊乱、神经系统功能退化等

都可以出现急迫性尿失禁症状［１］。④相关受体功能异
常等。另有研究发现神经生长因子等因素也可能参与

逼尿肌过度活动。每种因素都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机制

来说明膀胱广泛收缩是怎样影响逼尿肌的。

欧洲及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指出，在过去的４０年中
ＯＡＢ的发病率由１０．８％和１２．２％分别上升至１３．４％
和１４．６％；在美国大约有 １６．６％的成人有 ＯＡＢ症
状［４］，占慢性疾病的第三位；Ｍｉｌｓｏｍ等在不同国家的
调查发现，超过 ４０岁的人群 ＯＡＢ的患病率约为
１６．７％，其发病率甚至超过阿尔茨海默症和骨质疏松
症；在国内，２０１０年６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１８
岁以上有代表性的成人ＯＡＢ的发病率为５．９％，４０岁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３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２０１１级泌尿外科研究生
（任艳胜）；２２２０００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刘成）

通讯作者：刘成，Ｅｍａｉｌ：ｓｕ＿ｇａ７８５８＠１２６．ｃｏｍ

以上的人群可达１１．３％［５］，而我国台湾地区约有３３％
的女性有ＯＡＢ症状。我们不难想象这么高的发病率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容易想到长途汽车司机

和在生产一线的患者所遇到的麻烦。

３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临床评定
　　我们通过查阅泌尿外科专著，从中看到ＯＡＢ的评
定由谁来执行不重要，重要的是评定者要接受过对

ＯＡＢ患者进行评定和治疗的培训，而且能够排除其他
病因引起的下尿路症状。可由全科医师、专业医师（泌

尿科医师或妇科医师）或护士来执行。由于ＯＡＢ的诊
断主要依据临床症状并除外其它疾患，因此，它的每个

症状（尿急，急迫性尿失禁，尿频和夜尿）都需要进行

评定：有、无此症状，出现的频率、严重程度、影响因素

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２００４年第三届国际尿失禁会
议规定对下尿路功能障碍的评价包括：完整的病史、体

格检查及适当的辅助检查，至少包括尿液分析和膀胱

排空功能（触诊下腹部是最简单的方法）的评定。另

外，排尿日记也是目前临床医生常用的评估手段，目前

国内外多采用记录３天取其平均值，其结果相对于１
天来说，更加客观。它可以为患者进行膀胱训练前确

定排尿间隔，还可以对治疗后客观指标的变化提供比

较。

４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治疗
　　随着人们对膀胱排尿、控制协调机制的深入研究，
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不断涌现。当前治疗 ＯＡＢ的方
法主要包括行为疗法、药物疗法、神经刺激、手术治疗，

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给患者带来理想的治疗效果。因

此在对ＯＡＢ患者实施治疗前，必须做好沟通工作，加
强患者对本病的理解，克服患者的紧张心理，使患者具

有良好的依从性，树立战胜疾患的信心。

４１　行为疗法　行为疗法是 ＯＡＢ患者首选治疗的一
部分，是以改善患者症状或不良行为为目标的心理治

疗技术的总称。其中心是教育患者了解自身情况，制

定治疗方案以减少 ＯＡＢ症状。现在并没有标准的方
案或最好的方法。在工作中不同的医生都有各自的侧

重点，但是不管何种方案都要以教育患者认识正常泌

尿道功能为前提，还应根据患者的治疗需求及生活方

式，制定个体化的行为训练方案，更要让患者认识到行

为疗法需要长期坚持。

膀胱训练：在临床治疗中是ＯＡＢ患者最常使用的
方法。通过查阅文献结合临床发现，医生指导患者进

行膀胱训练时，会让患者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一张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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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间隔表（一般由排尿间隔 １ｈ开始），定时排尿。
随着临床症状的改善排尿间隔将逐渐延长（间隔时间

每次增加１５～３０ｍｉｎ）。最终目标是排尿间隔时间２～
４ｈ内无尿失禁，有学者研究发现教导 ＯＡＢ患者进行
膀胱训练，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６］，且易被患者接

受。联合盆底肌训练，改善盆底肌功能能够通过被动

和主动机制改善 ＯＡＢ患者的控尿能力。研究结果显
示，对ＯＡＢ患者采取膀胱训练联合盆底肌训练均可获
得显著临床效果［６］。

液体控制：有文献报道ＯＡＢ患者限制液体摄入也
可缓解尿频、尿急症状［７］，因为 ＯＡＢ被认为是一个容
量驱动现象，缓慢充盈有助于提高膀胱顺应性并维持

低压状态。而在实际生活中过度的限制液体摄入会产

生浓缩尿液，刺激膀胱导致逼尿肌过度活动和便秘，危

害膀胱功能。因此，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些学者

认为液体限制有利于改善尿失禁，而另一些学者认为

增加液体摄入才有效。最合适的方法应该是保证正常

的液体消耗量，对于液体摄入量高出正常的患者建议

进行液体限制。现在认为含咖啡因的饮品、酸性的果

汁和酒精对膀胱有刺激性，因此建议所有ＯＡＢ患者减
少此类液体的摄入。

抑制尿急：尿急是ＯＡＢ及急迫性尿失禁最显著的
症状。文献报道中指出将因尿急而匆忙如厕的循环打

断对于控制尿急是非常重要的。治疗过程中应该教导

患者要停下来，最好能坐下，并使用盆底肌肉收缩、分

散注意力或其他技巧等到急迫尿意消失。目前暂没有

资料证明这种方法可作为独立治疗方式，但这确实是

治疗ＯＡＢ的重要方法。能学会推迟或克服尿急的患
者最终可以治愈尿急。

生物反馈疗法：是借助于电子生物反馈治疗仪，使

患者有意识的控制平时未予注意的信息，主动进行排

尿和控制排尿，以达到治疗目的。现在大部分都是采

用现代生物反馈设备应用阴道／肛门感应器，将压力或
肌电图活动显示在计算机荧光屏上，作为视觉生物反

馈。张晓红等［８］研究指出生物反馈疗法是一种安全、

有效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方法，对年轻、尿失禁程

度轻的患者疗效更好。行为疗法联合药物治疗可以显

著提高疗效，适用于不同患者。

４２　药物治疗
４２１　抗毒蕈碱（Ｍ受体）类药物　胆碱能神经对维
持膀胱的正常收缩起重要作用，临床应用抗毒蕈碱（Ｍ
受体）类药物治疗ＯＡＢ患者，症状有部分缓解，表明是
合理的，它主要通过阻断相对应的受体结合，来降低膀

胱的异常兴奋及抑制逼尿肌不稳定收缩［９］。但该类药

物还能阻断其他受体亚型，在发挥调节膀胱过度活动

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副作用（尤以口干为著）。目前

用于治疗ＯＡＢ的抗毒蕈碱药物主要包括奥昔布宁、托
特罗定、丙哌唯林、索利那新、ｆｅｓｏｔｅｒｏｄｉｎｅｏ（弗斯特罗
定）等。

托特罗定：是目前临床治疗 ＯＡＢ的一线药物，主

要作用于Ｍ２受体，对Ｍ３受体有轻度阻滞作用。对膀
胱Ｍ受体的选择性比对腮腺Ｍ受体的选择性强，因此
减轻了口干等副作用。有速释片和缓释片两种类型，

研究报道该药对皮肤有不良反应［１０］。曾经有学者认

为托特罗定用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有可能引起尿潴

留。但研究发现［１１］，若患者存在下尿路梗阻，在应用

α受体阻剂治疗后仍有ＯＡＢ症状的，联合应用托特罗
定，能显著改善患者的ＯＡＢ症状。现在也没有临床证
据证明其可以引起尿潴留，因此认为应用托特罗定治

疗合并膀胱输出道梗阻（ＢＯＯ）的ＯＡＢ患者是安全的。
索利那新：是美国 ＦＤＡ２００４年批准上市的治疗

ＯＡＢ尿失禁的新型抗胆碱能药物，对膀胱Ｍ受体的高
选择性是唾液腺的６．５倍，通过拮抗 Ｍ受体抑制膀胱
逼尿肌收缩，最终改善膀胱感觉功能，同时对逼尿肌不

稳定收缩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１２］。索利那新对膀胱

Ｍ受体的高选择性，使其在治疗过程中减少了一定的
副作用，但严重肾功能不全者及重症肝功能障碍者禁

用索利那新。

弗斯特罗定：与传统的胆碱能受体阻滞剂不同，它

可以通过各种酶的催化转换为具有活性成分的代谢产

物，而不需要依赖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２Ｄ６，血药浓度恒定，
生物利用度高，可用于合并肝功能损坏的患者［１３］。有

学者进行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弗斯特罗定治疗组

２４小时平均排尿次数、２４小时尿失禁次数较托特罗定
治疗组减少［１４］，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还发现罗西维林片可以缓解

ＯＡＢ的症状。此药主要用于缓解各种原因引起的消
化系统和泌尿系统疼痛症状。我们在临床通过应用罗

西维林片治疗膀胱痉挛性疼痛的同时，发现其能明显

缓解患者的膀胱刺激症状。ＨｏｔｉＥ［１５］等研究也证实了
罗西维林片可通过抑制副交感神经，抑制平滑肌痉挛

性收缩及通过调节钙调蛋白抑制肌动蛋白的 ＡＴＰ酶
活性，从而抑制钙离子在平滑肌的内流直接松弛平滑

肌等作用缓解ＯＡＢ症状，但其长期临床疗效还有待大
规模的临床研究。

４２２　外周神经系统类药物　辣椒辣素（ＣＡＰ）和周
树脂毒素（ＲＴＸ）同属于辣椒素科，通过与辣椒辣素 Ｉ
型受体结合使膀胱内的无髓鞘感觉神经 Ｃ纤维脱敏，
用于治疗逼尿肌反射亢进引起的神经源性膀胱，而不

影响正常的排尿神经反射。研究表明，采用辣椒辣素

或ＲＴＸ膀胱灌注治疗，ＯＡＢ患者的尿动力学检查有显
著改善，排尿次数显著减少，排尿量、膀胱容量明显增

加。但在灌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如患者耻骨－
尿道水平的不适和烧灼感，这种副作用可通过提前灌

注利多卡因来预防，对灌注效果无影响。目前虽然辣

椒辣素和周树脂毒素治疗神经源性逼尿肌反射亢进及

其他下尿路功能障碍都有疗效，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

临床对照研究。

肉毒毒素（ＢＴＸ）：目前已经发现了７种免疫学上
不同类型的肉毒杆菌毒素（ｂｏｔｕｌｉｎｕｍｔｏｘｉｎ，ＢＴ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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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Ａ、Ｂ、Ｃ１、Ｄ、Ｅ、Ｆ和 Ｇ。Ａ型和 Ｂ型应用于泌尿外
科临床，研究最深入的是 ＢＴＸＡ。在临床工作中用来
治疗肌张力障碍、脑瘫、多汗症等［１６］。有研究显示应

用ＢＴＸＡ进行膀胱逼尿肌内注射能增加膀胱容量并
能降低排尿阻力，可改善神经源性 ＯＡＢ患者的症状。
ＭｏｕｔｔａｌｉｂＳ等［１７］对长期应用 ＢＴＸ注射治疗的患者进
行随访，发现尿路感染的几率升高，因此在治疗时要定

期复查尿常规等。由于ＢＴＸ不能穿越血脑屏障，不会
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副作用［１８－１９］，但 ＢＴＸ治疗 ＯＡＢ
有发生尿潴留的危险。辣椒辣素、ＢＴＸ等方法仅在
ＯＡＢ患者症状较严重、其他治疗效果欠佳时使用，其
安全性和有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４２３　中枢神经系统类药物　目前研究较多的有５
羟色胺（５ＨＴ）受体阻断剂（包括三环类抗抑郁药）与
选择性α受体阻断剂。通过研究发现尿道、前列腺和
膀胱颈部的平滑肌受体以 α１受体为主，应用 α１受体
阻滞剂可缓解此处平滑肌细胞收缩，并可抑制５ＨＴ介
导的平滑肌痉挛，从而缓解症状。在由前列腺增生等

引起的该病患者中联合应用二者可明显改善 ＯＡＢ症
状，同时还能减缓疾病的发展和减少并发症［２０］。国内

有学者应用α受体阻滞剂盐酸坦洛新治疗ＯＡＢ患者，
发现它对改善患者的排尿情况与托特罗定相当，可以

作为治疗ＯＡＢ的治疗药物或合用药物。
４２４　中医药　由于 ＯＡＢ的病因复杂，临床治疗又
以西药为主，长期观察疗效一般，且副作用大。所以近

些年来中医工作者开始探索应用中医技术及中药治疗

ＯＡＢ并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且较西药毒副作用
少。研究证实中医药方法，可减少膀胱痉挛发生率、提

高膀胱痉挛缓解率，有效缓解尿频等，并且能增加膀胱

容量，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及并发症［２１］，都体现出中医

中药治疗ＯＡＢ的优势，愈来愈为医生重视和患者所接
受。

４３　神经调节　神经调节治疗主要包括外周电刺激、
骶神经刺激等。①电刺激：通过电极输出适当频率的
电流对参与排尿反射的传入神经、传出神经及效应器

的刺激而达到治疗目的的疗法。ＧｏｌｄｍａｎＨＢ等［２２］的

临床研究显示电刺激治疗 ＯＡＢ疗效显著。但由于电
刺激装置的差异，刺激方式、电刺激频率等不统一，其

长期疗效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②骶神经刺激：其可
能的机制在于通过刺激控制尿道外括约肌传出神经抑

制膀胱收缩，通过刺激传入神经通路抑制脊髓神经通

路或更高途径。ＢａｎｎｏｗｓｋｙＡ等［２３］通过回顾性分析永

久性植入式电极刺激和常规电刺激周围末梢神经治疗

ＯＡＢ和慢性尿潴留的尿动力学变化结果，显示植入式
电极刺激治疗ＯＡＢ疗效比常规电刺激更明显。
４４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本身给患者带来了进一步
的创伤，一般在联合应用药物和行为疗法进行治疗，药

物治疗达到最大耐受剂量，疗效仍不满意时考虑应用，

适用于严重小容量低顺应性膀胱，对肾功能造成损害

者。主要包括膀胱去神经支配术、膀胱扩大成型术和

尿流改道术等。应严格掌握手术指征，结合患者的一

般身体情况及症状的轻重，尤其是患者自己的主观意

愿。由此可见，虽然 ＯＡＢ的治疗方法很多，但由于原
发性ＯＡＢ的发病机理不清，目前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
的治疗方案。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证明抗胆碱能药物

是目前治疗ＯＡＢ的一线药物［２４］。但是抗胆碱能药物

除了上述的一些副作用外，它还可以突破血脑屏障，给

中枢神经系统带来副反应，有学者研究发现其最常见

的不良反应是头晕，而意识不清也是副作用之一［２５］。

国外研究证明对于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疾患的患者可以

应用难以通过血脑屏障的达非那新、ｆｅｓｏｔｅｒｏｄｉｎｅｏ（弗
斯特罗定）等［２６］。尽管如此，抗胆碱能药物也已经达

到了一个治疗高原，其临床疗效很难会有大的增

加［２７］。另有研究证实膀胱黏膜细胞上的离子通道参

与膀胱逼尿肌的收缩与松弛，基于此发现他们应用钙

离子通道阻断剂或（和）钾离子通道激动剂来治疗

ＯＡＢ，也显示出一定的疗效。因此，细胞膜通道类药物
也可能成为未来药物治疗ＯＡＢ研究发展的一个目标。
另外β３受体激动剂可使膀胱内压降低，对改善 ＯＡＢ
症状有利。β３受体激动剂除了直接作用于膀胱逼尿
肌外，还可作用于尿路上皮、传出神经及中枢神经［２８］。

近来广受关注的米拉贝隆是一种特殊的 β３受体兴奋
剂，可作为抗胆碱类药物的有效替代选择。有研究结

果显示，服用米拉贝隆（５０ｍｇ及１００ｍｇ）后出现的便
秘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与托特罗定缓释剂型（４ｍｇ）相
似，而服用米拉贝隆后口干的发生率低于托特罗

定［２７］。最新研究［２９］指出膀胱黏膜层参与膀胱收缩的

外周调控，膀胱黏膜间质细胞通过调控平滑肌钙离子

释放影响膀胱收缩，而位于黏膜下层的缝隙连接也可

影响膀胱传入刺激的信号改变。这些都可能成为

ＯＡＢ新的治疗靶点。

５　小结
　　膀胱过度活动症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比较常见，由
于其临床症状不典型，常有误诊或漏诊的情况发生。

这就要求我们临床医生在工作中注意发现相关症状和

体征，及早诊治，解除患者的痛苦。目前 ＯＡＢ治疗方
法很多，但很难适用于所有患者，药物治疗中主要以抗

毒蕈碱（Ｍ受体）类药物为主，新的具有器官选择性药
物是治疗ＯＡＢ新的发展方向。过去几年的研究表明，
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联合比单一疗法效果好。另外，

应加强医患沟通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最大

限度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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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且适用于几乎所有疑似肺癌患者，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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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浙江省东方医院７２５例水痘患者
流行病学资料分析
王锰，曹毅，余土根，孙洁

摘要：目的　对浙江省东方医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收治的水痘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水痘在该人群
中的流行病学情况。方法　通过调阅２００９年及２０１０年度浙江省中医院电子病历统计门诊就诊患者，对性别构
成、年龄分布、发病时间分布、病例地理位置来源分布以及职业分布等流行病学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结果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水痘报告发病率为２５．１０／１０万，其中２００９年度为２４．９５／１０万，２０１０年度为２５．１９／１０万；水痘
患者性别构成比为１．３６∶１；水痘患者年龄分布集中在６～９岁以及１２～１７岁；水痘发病时间集中在每年５月及
１２月；水痘在大学生、公司职员及外来流动人员中发病率较高，分别为４５．５１％、１８．７６％以及７．７２％；水痘在本市
江干区发病人数偏多，占总数的１６．４８％。结论　应加强本地区水痘疫情监控，在高危人群中开展疫苗的常规接
种，防止水痘疫情的暴发流行。

关键词：水痘；流行病学；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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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痘是一种常见的急性传染性疾病，病原体为水
痘－带状疱疹病毒（ｖａｒｉｃｅｌｌａｚｏｓｔｅｒｖｉｒｕｓ，ＶＺＶ），传染
能力较强，可通过接触或飞沫传播［１－２］。冬季及春季

为本病的多发季节，易感人群为儿童，在学校等教育机

构内容易造成流行。水痘的临床表现主要为斑丘疹、

水疱和结痂，而且各期皮疹同时存在［３－４］。水痘发病

后常表现为自限性，虽然症状较轻，但也可继发皮肤感

染、脑炎及肺炎等，影响疾病预后，近年来水痘的发病

率有增高的趋势，且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爆发流行，甚至

出现了死亡病例［５］，因此，对水痘流行病学特征的了解

有助于当地疫情的防控。我们将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浙
江省东方医院（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区）就诊的７２５
名水痘患者病例资料进行整理，并对水痘流行病学特

征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查阅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期间各科室传染病疫卡，筛选出报告卡中所有诊断

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ＫＹＡ１２４）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８杭州市，浙江省中医院皮肤科
通讯作者：王锰，Ｅｍａｉｌ：ｈｚｗａｎｇｍｅｎｇｄｒ＠１６３．ｃｏｍ

为水痘的患者病例资料，对患者年龄、性别、发病时间、

病例来源地区、职业、伴发病等病例特征资料进行统

计。根据患者发热、典型皮疹以及流行病学接触史等，

并按照彭文伟主编《传染病学》中相关诊断标准对水

痘进行诊断［６］。

１２　观察指标　按年度（２００９年度指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０年度指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对患病人群基本特征如年龄构成以及性别构成进

行统计分析；按照年龄对各年度病例数构成进行分析；

按照发病时间对各年度病例数进行分析；分析患病人

群的职业特点；分析患病人群的地区构成特点。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录入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５．０中进行分析处理。

２　结　果
２１　病例资料一般情况　２００９年 １月—２０１０年 １２
月共报告水痘患者７２５例，其中男性４１８例，女性３０７
例，男女性别比为１．３６∶１。发病年龄最小者４个月，
最大者４７岁。２００９年度中位发病年龄为１６．２５岁，
２０１０年度中位发病年龄为１６．７９岁。
２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东方医院水痘流行概况　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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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个年度中，全院共报告水痘感染
病例７２５例，年均发病率为２５．１０／１０万。２００９年度报
告发病例数为３６７例，年报告发病率为２４．９５／１０万；
２０１０年度报告发病例数为 ３５８例，年报告发病率为

２５．１９／１０万。
２３　地区分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水痘发病患者来自全
市主要 ８个辖区，按年度地区分布情况详见表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江干区水痘发病例数最多。

表１　２００９及２０１０年度水痘患者地区分布（ｎ，％）

年度 例数 上城区 下城区 西湖区 江干区 拱墅区 滨江区 萧山区 余杭区

２００９ ３６７ ４３（１１．７２） ４０（１０．９０） ４５（１２．２６） ６２（１６．８９） ４１（１１．１７） ４２（１１．４４） ４６（１２．５３） ４８（１３．０８）
２０１０ ３５８ ４１（１１．４５） ３８（１０．６１） ４８（１３．４１） ５９（１６．４８） ４３（１２．０１） ３９（１０．８９） ４６（１２．８５） ４４（１２．２９）

２４　时间分布　２００９年度与２０１０年度水痘发病时间
分布特点相似，均在５月出现第一个高峰，随后发病例
数下降，８～１０月发病例数全年最少，在１２月出现第二
个高峰，随后开始下降，是水痘较为典型的春、冬发病

例数双峰特点。详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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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９年及２０１０年水痘发病时间分布

２５　年龄分布　水痘发病最小年龄４个月，最大年龄
４７岁，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发病年龄出现６～９岁以及１２～
１７岁两个高峰；２００９年度与２０１０年度发病年龄分布
基本相仿。详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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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９年及２０１０年水痘发病年龄分布

２６　人群分布　发病人群主要包括学生及公司职员，
其中学生 ５００例，占 ６８．９７％；公司职员 １３６例，占
１８．７６％。学生中大学生 ３３０例，占学生人数的 ６６．
００％；中学生１６例，占学生总数的３．２０％，小学生１５４
例，占学生总数的 ３０．８０％。流动人口 ５６例，占
７．７２％；学龄前儿童２０例，占２．７６％。

３　讨　论
　　水痘是一种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传染性
较强，理论上讲，任何未接种水痘疫苗及未感染过水痘

的人群均对ＶＺＶ易感，在具有家庭密切接触史的易感

者中，其发病率可高达９０％。水痘在临床上多表现为
典型的皮损，且各阶段皮损可以并存，水痘患者是本病

的主要传染源，在出现皮损前至结痂后均具有较高的

传染性［７］。目前我国水痘发病率具有逐年升高的趋

势，已经成为一项亟需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本研究中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水痘报告发病率为
２５．１０／１０万，低于上海市、广州市等经济发达城市既往
报道的发病率［８－９］。既往文献表明，水痘患者男女构

成比虽然变化较大，但均以男性发病人数居多，在本研

究发现水痘发病人群中，男女性别构成比为１．３６∶１，
与既往文献结果类似，但是否男性较女性对 ＶＺＶ更为
易感，尚未见文献报道，且还需与当地人口学资料进行

比较。

水痘多见于春季及冬季，可能与 ＶＺＶ在干、冷环
境下传播有关。本研究发现，水痘全年各月均有发病，

但在５月及１２月呈现出两个发病高峰，呈典型的“双
峰”趋势，与既往文献相符［１０］。杭州虽地处我国南方，

但仍为典型的温带气候，四季分明，遂发病的时间分布

与文献报道的其他地区类似。水痘发病年龄范围较

广，在７个月～７６岁均有发病，但在５～７岁以及１０～
１２岁出现两个发病高峰，与ＶＺＶ的易感人群特征相符
合。从水痘发病的地理位置分布来看，我市８个行政
区域均有发病，但分布上具有江干区发病人数偏多的

特点，应考虑到浙江省东方医院位于下沙经济开发区

的地理特点。在水痘的职业分布方面，学生发病人数

最多，且以大学生居多，考虑到下沙大学城位于江干

区，该特点可能为江干区发病人数偏多的原因之一；再

者，下沙区水痘发病病例多集中在大学生及下沙企业

职员（多为年轻员工）年龄１７～２６岁为主，大部分由水
痘疫苗接种史，不过疫苗接种有效时限多为８～１０年
左右，故大学生水痘发生率高也与水痘疫苗超过保护

时限有一定相关性。其次外来务工人员，其预防接种

史不详，需要提高警惕。再次则为中小学生及学龄前

儿童。

在对水痘发病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初步分析后，为

进一步防控水痘的发病，我们提出以下防控建议：①进
一步深化水痘预防控制的科普宣传。应对群众进行水

痘基本知识及防控基本措施的科普宣传，（下转第９９６页）

·２９９·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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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使用参附、参麦注射液对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
患者６分钟步行试验、ＢＮＰ、ｈｓＣＲＰ的影响

俞梅，许逸飞，吕淑敏，房溶娟，郑淳理

摘要：目的　观察辨证使用参附、参麦注射液对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病例对
照研究方法，将９３例扩张型心肌病心衰患者分为３组，符合心阳亏虚型进入Ａ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参
附注射液。符合气阴两虚型进入Ｂ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参麦注射液。Ｃ组仅用西医常规抗心衰治疗。
观察３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心率、６分钟步行试验、血Ｂ型脑钠肽（ＢＮＰ）浓度、高敏Ｃ反应蛋白的变化。结果　
治疗２周后，Ａ组、Ｂ组在控制血压与心率，降低Ｂ型脑钠肽与高敏Ｃ反应蛋白，改善６分钟步行试验方面明显优
于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扩张型心肌病心衰患者辨证联合使用参附、参麦注射液，可降
低脑钠肽与高敏Ｃ反应蛋白，改善亚极量运动能力，有效改善心功能。可能机制为控制心率、调节心脏神经内分
泌、增强心肌收缩力等。

关键词：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Ｂ型脑钠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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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心脏同步化治疗（ＣＲＴ）技术发
展迅速，对于心电图上ＱＲＳ波不宽的扩张型心肌病国
外采用心脏移植等方法，但医疗费用昂贵，又有排异反

应等忧虑，无法普及，故至今尚无满意的治疗方法。目

前国内对中成药注射剂的辨证应用普遍认识不足且不

规范，本文观察辨证使用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对扩

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６分钟步行试验与Ｂ型脑钠
肽（ＢＮＰ）浓度、高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等的影响，探
讨其临床疗效及可能机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１１１　纳入标准　①参照２００７年中国心肌病诊断与
治疗建议工作组制订的《心肌病诊断与治疗建议》中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绍兴中医院心内科
（俞梅，房溶娟，郑淳理）；３１０００６浙江省中医药大学
附属浙江省中医院心内科（许逸飞，吕淑敏）

通讯作者：俞梅，Ｅｍａｉｌ：ｙｕｊｉａ８８６５８２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符合扩张型心肌病诊断标准；②体表心电图提示任何
导联ＱＲＳ波宽度小于１２０ｍｓ；③心力衰竭符合１９７１
年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心衰诊断标准，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Ⅱ ～
Ⅳ级者；④６分钟步行试验小于４５０ｍ、脑钠肽（ＢＮＰ）
浓度大于４００ｐｇ／ｍｌ；⑤射血分数小于４０％；⑥中医心
力衰竭证候辨证标准：ａ．心阳亏虚型：胸闷、心悸、气
喘，动则加重，畏寒肢冷，气短、疲倦乏力，尿少、腹胀、

肢体水肿、咳泡沫状痰；自汗，烦躁不安；舌质淡红或黯

淡绛紫、虚胖，或伴齿印，舌苔薄白滑，脉结代或沉细或

细数。ｂ．气阴两虚型：胸闷气喘，心悸，动则加重，乏力
自汗，两颧泛红，口干舌燥，五心烦热，失眠多梦，或伴

发绀；舌红少苔，或紫暗，伴瘀斑，脉沉细、虚数、或涩、

结代。

１１２　排除标准　①体表心电图提示任何导联 ＱＲＳ
波宽度大于１２０ｍｓ，呈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型及房
室分离者，预计ＣＲＴ高反应或超反应者；②恶性肿瘤；
③出血性疾病；④正在进行其他药物临床试验者；⑤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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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异常患者，过敏体质，及对多种药物过敏者；⑥妊娠
或哺乳期妇女；⑦伴心源性休克，或恶性心律失常、高
度房室传导阻滞、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功能不全、心

包压塞、肺栓塞、未得到控制的高血压（＞１６０／９０ｍｍ
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患者，心力衰竭伴未控制的
感染。

１１３　剔除病例标准　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定疗效
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或安全性判断者。

１２　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１９９９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常见疾病的诊断与疗效判定（标准）》进行疗效评定：

①显效：临床症状、体征完全缓解，心功能改善２级或
以上；②有效：临床症状、体征部分缓解，心功能的改善
程度为１级；③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及心功能无改善或
恶化。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３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收治
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９３例，均排除缺血性心肌病、肺
源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其中男性４３例，女
性５０例；年龄２４～７２岁，平均（３９±１２）岁；病程０．８～
１３年，平均（５．６±３．３）年。其中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
１３例，酒精性扩张型心肌病２３例，糖尿病性心肌病２４
例，病毒性心肌炎后扩张型心肌病３０例，伴内分泌疾
病者９例，伴高尿酸血症 １５例，合并血脂异常者 １９
例。将９３例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分为３组，符
合心阳亏虚型３３例进入 Ａ组，符合气阴两虚型３０例
进入Ｂ组，其余３０例心血瘀阻型患者为Ｃ组。
３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见表１，３组患者在年龄、性

别、病情、病程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１　３组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的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性别

（男／女，例）
收缩压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ｍｍＨｇ）
心率

（次／ｍｉｎ）
６分钟步行
试验（ｍ）

高敏Ｃ反应
蛋白（ｍｇ／Ｌ）

病程

（年）

Ａ组 ３３ ４０±１３ １６／１７ ９２±１５ ７５±１３ １０７．４±８．９ ３７６．３３±７．９３ ２３．２８±３．０５ ５．４±３．０
Ｂ组 ３０ ３９±１３ １３／１７ ９８±１９ ６９±１２ １０８．９±５．３ ３７８．２９±６．６３ ２１．６５±２．０９ ５．３±３．６
Ｃ组 ３０ ３８±１２ １４／１６ ９５±１３ ７０±１５ １０５．６±７．９ ３８０．５９±９．２４ ２０．９８±３．１３ ５．２±２．８

　　注：Ａ组为心阳亏虚型，Ｂ组为气阴两虚型，Ｃ组为心血瘀阻型。

１４　诊疗方法
１４１　治疗方法　３组患者入院后经仔细询问病史及
伴随用药情况，详细体格检查，行 ＮＹＨＡ分级，６分钟
步行试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并行血、尿常规、肝肾

功能、电解质、脑钠肽、高敏Ｃ反应蛋白、Ｘ线胸片及心
电图等检查。３组患者均予去除诱因、休息、限钠、利
尿、吸氧、应用洋地黄、醛固酮受体拮抗剂、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等常规抗心衰治疗。适
当选用抗血小板药如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或抗凝血

药低分子肝素或华法林等，心衰严重、顽固、持续者短

期合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多巴胺、多巴酚丁胺）或磷

酸二酯酶抑制剂。符合心阳亏虚型中医辨证诊断的患

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入Ａ组。Ａ组患者在西医常规
治疗基础上加用参附注射液（由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 Ｚ２００４３１１７，规格为５０ｍｌ）５０ｍｌ静脉滴
注，１次／ｄ。符合气阴两虚型中医辨证诊断的患者签
署知情同意书后进入Ｂ组。Ｂ组患者在西医常规治疗
基础上加用参麦注射液（由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Ｚ３３０２００１９，规格为５０ｍｌ）５０ｍｌ静脉滴注，
１次／ｄ。Ｃ组仅用上述西医常规抗心衰治疗。２周为１
个疗程。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所有治疗获得

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

１４２　观察方法　运动耐量评估采用亚极量运动试
验———６分钟步行试验，方法如下：受试者在３０ｍ的走
廊由一端走向另一端，在指定的６ｍｉｎ内记录行走的
最大距离，在初选时进行２次步行（间隔时间在１ｈ以
上），在基准期再至少步行２次，若４次距离的差异在
１０％以内，则４次结果可作为基础值，差异 ＞１０％则需
要增加１次试验。

血Ｂ型脑钠肽（ＢＮＰ）测定：ＥＤＴＡ抗凝的静脉血２
ｍｌ，立即送检，使用ＢＮＰ快速检测仪检测，Ｂ型钠尿肽
测定采用免疫发光法（ＲＩＡ）检测，应用Ｉ２０００免疫分析
仪，试剂盒为雅培试剂。

高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测定应用：抽取静脉血２
ｍｌ，待凝固后吸取血清，采用免疫比浊法，应用拜耳
１６５０生化分析仪，试剂盒为宁波美康试剂。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分析资
料，计量资料组与组之间的比较用 ｔ检验或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计量资料由（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观察指标的变化　３组患者治疗前后观察
心率、血压、Ｂ型脑钠肽、６分钟步行试验及高敏 Ｃ反
应蛋白等变化，其中Ａ组和Ｂ组心率下降较 Ｃ组更明
显，联合应用中药注射剂组心率控制较Ｃ组满意，Ａ、Ｂ
组患者治疗前最快心率达１１０次／ｍｉｎ以上，治疗后平
均心率小于８０次／ｍｉｎ，Ａ、Ｂ组患者心悸等不适症状改
善较 Ｃ组快。Ａ、Ｂ组患者收缩压与舒张压提高较 Ｃ
组更明显，Ａ、Ｂ组患者Ｂ型脑钠肽及高敏 Ｃ反应蛋白
下降较Ｃ组更明显，６分钟步行试验３组患者均有提
高，但是 Ａ组和 Ｂ组较 Ｃ组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４。
２２　３组患者疗效　详见表 ５。３组间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统计学方法。

３　讨　论
　　扩张型心肌病以左心室扩大，心室壁变薄，收缩泵
功能衰竭（射血分数小于０．５）为特征。其病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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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特效治疗。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ｔＪ发表的特发性
扩张型心肌病病因与治疗思路中，提到病因有以下可

能：遗传、免疫介导、病毒感染、中毒与代谢、心动过速。

其中病毒感染直接对心肌细胞造成损伤以及其诱导的

自身免疫损伤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１］，尤其是自身免疫机制。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不仅

存在心肌细胞功能障碍，还伴有心肌细胞丧失，这种丧

失由两种机制引起：细胞坏死（ｎｅｃｒｏｓｉｓ）和细胞凋亡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去甲肾上腺素和血管紧张素Ⅱ的细胞毒
性作用导致心肌细胞坏死；心肌细胞周期功能紊乱，血

管紧张素Ⅱ和肿瘤坏死因子（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
ＴＮＦα）刺激心肌细胞生长，均可导致心肌细胞凋
亡［２］。心衰时交感自主神经活性持续增强，许多蛋白

转为胚胎型异构蛋白，这种胚胎型基因的再表达，使有

些正常基因的表达发生改变，促使心肌细胞凋亡，可能

参与心室重构。高浓度去甲肾上腺素长期刺激促进末

期分化的心肌细胞生长，造成心肌缺氧状态，其间 β１、
α１受体参与心肌细胞凋亡，可能与心衰进展有关。洋
地黄、醛固酮受体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
受体阻滞剂等药物治疗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时具有

局限性，且部分患者疗效不佳。中医中药属中华民族

的瑰宝，常常对现代医学棘手的问题起到补充作用。

动物实验证实：人参皂甙 ＧｓＲｂｌ改善慢性心力衰竭大
鼠心肌重构效应中，ＧｓＲｂｌ可通过下调 ＴＧＦβ１、ＣＴ
ＧＦ、ＥＴ１等蛋白和 ｍＲＮＡ等介导其保护作用，影响基
质金属蛋白酶的表达，抑制心肌Ⅰ、Ⅲ型胶原纤维增
生，防治心室重构的发生［３］。

表２　３组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临床体征变化

组别 例数 时间 心率（次／ｍｉｎ）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Ａ组 ３３ 治疗前 １０７．４±８．９ ９２±１５ ７５±１３
治疗后 ７０．５±６．３ａｂ １０６±１３ａｂ ８４±１６

Ｂ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０８．９±５．３ ９８±１９ ６９±１２
治疗后 ７５．３±６．９ａｂ １０９±１１ａｂ ７９±１７

Ｃ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０５．６±７．９ ９５±１３ ７０±１５
治疗后 ８５．９±９．３ １０２±１０ ７６±１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Ｃ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表３　３组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
６分钟步行试验变化（ｍ）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３３ ３７６．３３±７．９３ ４６９．９５±８．６８ａｂ

Ｂ组 ３０ ３７８．２９±６．６３ ４４６．６８±９．３６ａｂ

Ｃ组 ３０ ３８０．５９±９．２４ ４２６．５６±８．９９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Ｃ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中医学认为，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属于“心悸”、
“怔忡”、“痰饮”、“喘症”、“水肿”等范畴，早在《素问

·逆调论》曰：“夫不得卧，卧则喘着，是水气之客也”。

这里所指的卧则喘着是心力衰竭的表现，当时已认识

到心衰与水气有关，与现代医学所指的心力衰竭存在

水钠滞留的病理生理机制是一致的。《金匮要略》中提

到：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

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心衰的发

生多由于先天不足、年老体衰、外邪入侵、饮食偏嗜等

因素导致心气衰弱、气不行血、血不利则为水，瘀水互

结，损及心阳、心阴，心衰的病位在心，病变涉及肺、肝、

脾、肾。其病机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为气阴虚、心阳

虚，随着病情发展甚至出现阴阳两虚；标实为外邪、血

瘀、水湿、痰饮，虚实夹杂，贯穿于心衰之始终。参附注

射液是来源于经典方参附汤的中药注射剂，其主要成

分为人参皂甙和乌头碱类物质，具有益气温阳之功效。

卢英霞等应用参附注射液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发现能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增加左室射血分数，改

善心功能［４］，与本组结果有相似之处。参麦注射液源

于《症因脉治》的参麦饮，具有益心气、养心阴、平衡五

脏之作用，主要成分为人参皂甙、麦冬。参麦注射液用

于心力衰竭治疗的机制与改善心肌舒缩功能、改善血

流动力学、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肌缺血，改善心脏

功能［５］等有关。动物实验证实参麦注射液可使心力衰

竭犬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下调，可直接减少高浓度的炎

性细胞因子对心脏的毒性作用，减轻其促使心室重构

的不良影响，从而在改善心功能的同时延缓心衰的进

展与恶化，具有一定的心脏保护作用［６］。
表４　３组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Ｂ型脑钠肽、高敏

Ｃ反应蛋白变化

组别 例数
Ｂ型脑钠肽（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高敏Ｃ反应蛋白（ｍ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３３ １２８９．２５±３９６．４０ ８２６．８８±２８６．１６ａｂ ２３．２８±３．０５ １３．３９±２．２９ａｂ

Ｂ组 ３０ １２３５．６９±４０５．３３ ８４５．６７±２８９．６９ａｂ ２１．６５±２．０９ １３．６３±３．５９ａｂ

Ｃ组 ３０ １０９５．３４±３１８．６ ９２６．８９±２４６．６５ａ ２０．９８±３．１３ １６．５９±２．８３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Ｃ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表５　３组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Ａ组 ３３ ２３（６９．６９） ８（２４．２４） ２（６．０６） ３１（９３．９４）ａ

Ｂ组 ３０ ２０（６６．６７） ７（２３．３３）３（１０．００） ２７（９０．００）ａ

Ｃ组 ３０ １６（５３．３３） ８（２６．６７）６（２０．００） ２１（８０．００）

　　注：与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ＳＨＩＦＴ研究证实：静息心率增高与心血管事件风
险增高呈正相关，减慢心率可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预

后。本组结果表明辨证使用中成药的患者，较西医常

规治疗患者疗效更好，其原因可能与控制心率相关。

尽管目前中成药注射液的作用机理尚未完全明确，参

附、参麦注射液属多靶点、多层次作用药物。参附注射

液对心率的影响表现为双向作用，既可减慢心率，又可

提高窦房结房室结兴奋性而加快心率。人参皂苷、乌

头类生物碱能减慢心率，降低脑及外周血管阻力，降低

心脏负荷，减少心肌耗氧量。参麦注射液可提高迷走

神经张力，抑制交感神经兴奋性，故而减慢心率，改善

心力衰竭患者预后，使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受

益。

Ｂ型脑钠肽是脑钠肽系统中５种结构相似的肽类
之一，它可以敏感地反映左心室收缩与舒张功能，能客

观准确地评估心脏功能。Ｂ型脑钠肽越高，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影响越大［７］。联合应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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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麦注射液组较西医常规治疗组 ＢＮＰ下降更明显
（Ｐ＜０．０５），可见联合应用参附、参麦注射液对扩张型
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的疗效优于西医常规治疗。其主

要原因可能是中成药的辨证施治，我们对心阳亏虚型

患者联合应用参附注射液，利用其益气温阳之功效，气

阴两虚型患者联合应用参麦注射液，具有养阴益气的

作用，使患者受益。

现代研究表明，心衰与炎症反应明确相关［８－９］。

高敏Ｃ反应蛋白（ＣＲＰ）是由肝脏产生的急性期反应蛋
白，李南等［１０］观察到参附注射液能有效降低缺血性心

肌病合并心功能不全患者炎性标志物，与本组结果有

相似性。其机制可能是参附注射液在改善心功能的同

时，能进一步调节神经———细胞因子，抑制炎症因子激

活、释放，进而使炎症标志物 ＣＲＰ浓度下降。张建峰
等［１１］观察到参麦注射液对某些心力衰竭患者 ｈｓＣＲＰ
明显降低，起到调节心脏内分泌、减少炎症反应，从而

达到改善心功能的作用，这与本组结果相似。

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辨证地联合使用参附、参

麦注射液治疗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在控制血

压与心率、降低脑钠肽与高敏Ｃ反应蛋白，改善极量运
动能力等方面明显优于常规西医治疗。其可能机制为

控制心率、调节心脏神经内分泌、增强心肌收缩力等值

得进一步探讨。但由于样本量偏少，研究对象随访时

间较短，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临床进一步观

察研究。

参考文献

［１］　ＨａｚｅｂｒｏｅｋＭ，ＤｅｎｎｅｒｔＲ，ＨｅｙｍａｎｓＳ．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ｄｉｌａｔｅｄ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

ｔｈ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ｒｉｇｇｅｒ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ｔＪ，

２０１２，２０（７８）：３３２３３５．

［２］　ＨｏｒｉＭ，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Ｏ．Ｉｓ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ｆｒｉｅｎｄｏｒｆｏｅｆｏｒｃｈｒｏ

ｎ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１１３（５）：４９２４９４．

［３］　孔宏亮，宋丽杰，李占全，等．人参皂甙 Ｒｂｌ对阿霉素心力衰竭大

鼠致心脏纤维化因子表达的影响［Ｊ］．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２０１２，３２（１）：２６２９．

［４］　卢英霞，段立萍，王俊义．参附注射液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

疗效观察［Ｊ］．国际中医中药杂志，２０１２，３４（７）：６４０６４２．

［５］　马晓华，杜书章，张晓坚．参麦注射液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的Ｍｅｔａ

分析［Ｊ］．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２，６（１７）：５１７５５１８０．

［６］　王恒和，毛静远，张振鹏，等．参麦注射液对心衰犬肿瘤坏死因子

α、白介素１β、白介素６的影响［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０，

１６（７）：１０５１０７．

［７］　邓新桃，石桂良，王如兴，等．Ｂ型脑钠肽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

的影响［Ｊ］．中华心血管杂志，２０１２，４０（６）：４６２４６６．

［８］　ＨｏｆｍａｎｎＵ，ＦｒａｎｔｚＳ．Ｈｏｗｃａｎｗｅｃｕｒｅａｈｅａｒｔ“ｉｎｆｌａｍｅ”？Ａ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ｏ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ｒｄｉ

ｏｌ，２０１３，１０８（４）：３５６．

［９］　ＣｉａｌｄｅｌｌａＰ，ＰｅｄｉｃｉｎｏＤ，ＧｕｓｔａｐａｎｅＭ，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

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ｈｙｐｅｏｒｈｏｐｅ？［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Ｍｅｄ，２０１３，１４（５）：

３４２３５０．

［１０］　李南，高海，段小春．参附注射液对缺血性心肌病合并心功能不

全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炎性因子的影响［Ｊ］．中国医药，２０１３，

８（６）：７２７７２９．

［１１］　张建峰，周柬．参麦注射液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浆疗效观察

［Ｊ］．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１２，１２（４）：４６８４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０５

（上接第９９２页）
提高其对水痘疫情的认知程度，在水痘发病后应做好

隔离措施，以限制 ＶＺＶ在易感人群中的进一步传播。
散居儿童家长应提高警惕，及时做好子女疫苗接种工

作；②应加强学校及等人口密集型设施内的疫情监测
及处置工作。由于下沙大学生及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生

活特点，学生中具有较高的水痘发病率，导致水痘发生

易小范围爆发流行，故学校及企业要高度重视，做到及

早发现隔离诊治，以避免疫情扩散。在各学校内应积

极开展主动搜寻上报水痘患者及晨检制度，及时发现

书都患者；对相关人员进行基础知识及疫情控制的系

统培训，仅最大可能避免水痘疫情在上述设施内的暴

发流行；③做好水痘疫苗接种工作。目前水痘疫苗是
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１１－１２］，应在知情同意及自觉自

愿的基础上对公共开放疫苗接种服务，在特别是在水

痘高发年龄阶段及水痘高发人群，如学生及儿童，以及

水痘高发职业，如乘务人员及外来务工人员中开展此

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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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输入性恶性疟２８例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王宗义，练祥，蒋素文，胡爱荣

摘要：目的　探讨输入性恶性疟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诊治的
２８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６例有缅甸、２２例有非洲旅居史且无明显的流行季节特征；以中、高热为主且热型
各异，１６例有寒战、发热、出汗典型经过，其他为畏寒和寒战、肌肉酸痛、消化道症状；体征主要为贫血，皮肤和巩
膜黄染，肝、脾肿大；实验室检查主要为血小板（ＰＬＴ）减少和红细胞比容（Ｈｃｔ）降低，乳酸脱氢酶（ＬＤＨ）、Ｃ反应蛋
白（ＣＲＰ）、Ｄ二聚体和降钙素原（ＰＣＴ）升高；恶性疟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白细胞、ＰＬＴ、血红蛋白、Ｈｃｔ下降及
ＬＤＨ、ＣＲＰ、Ｄ二聚体、ＰＣＴ升高和肝功能异常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组患者误诊率８５．７％。结论　输入性恶性
疟无明显的流行季节特征，临床表现复杂易误诊，ＰＬＴ减少、Ｈｃｔ降低、ＬＤＨ、ＣＲＰ、Ｄ二聚体及 ＰＣＴ升高可能是早
期诊断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输入性恶性疟；流行病学；临床特征；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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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ｅｍｉａ，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ｓｐｌｅｎｏｍｅｇａｌｙａｎｄｈｅｐａｔｏｍｅｇａｌｙ．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
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ｈｅｍａｔｏｃｒｉｔ（Ｈｃ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ｌａｃｔａｓ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ＬＤＨ），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Ｄｄｉ
ｍ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ｏｆ
ＷＢＣ，ＰＬＴ，Ｈｂ，Ｈ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ｓｏｆＴＢｉＬ，ＡＬＴ，ＡＳＴ，ＬＤＨ，ＣＲＰ，ＤｄｉｍｅｒａｎｄＰＣＴ．Ｔｈ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５．７％．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ｎｏｔｔｙｐｉｃａ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ｅａｓｙｔｏ
ｂ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Ｔｈｅ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Ｈｃｔ，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ＬＤＨ，ＣＲＰ，ＤｄｉｍｅｒａｎｄＰＣＴｍａｙ
ｂ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ｌｕｅｓ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ｍａｌａｒｉａ；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疟疾是由人类疟原虫感染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世
界上仍有１００多个国家为流行区，以非洲和东南亚最
为严重［１］。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归国人员输

入性恶性疟日益增多［２］。而恶性疟发作不规则、进展

迅速、严重并发症多、极易误诊［３］。现对２８例输入性
恶性疟的流行病学及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旨在提高对

该病的认识。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来自宁波地区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３年
６月收治的２８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１９～５５（３９．６±
１２．５）岁，均为出国劳务人员。另选取２０例健康志愿
者作对照组，均为男性，年龄１８～５６（４０．１±１１．２）岁。
２组间年龄及性别构成无统计学差异。诊断标准：首
先依据《疟疾诊断标准》（ＷＳ２５９２００６）明确疟疾诊断，
然后确定是否为输入性疟疾［３］。治愈标准：体温正常，

临床症状明显好转，连续２次血涂片查疟原虫阴性，血

基金项目：浙江省宁波市优秀中青年卫技人才项目（２０１１
１４５）；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项目（２０１２１３１）

作者单位：３１５６００浙江省宁海县第一医院感染科（王宗义）；
３１５７００浙江省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练祥）；
３１５０１０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感染科（蒋素文，胡爱
荣）

通讯作者：胡爱荣，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ｉｒｏｎｇ６６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红蛋白（Ｈｂ）、血小板（ＰＬＴ）回升［４］。

１２　病原学检测　末梢血涂片吉氏染色后镜检，厚血
膜片查原虫及其密度，薄血膜片查原虫形态，发现小滋

养体。

１３　研究方法　制定个案调查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并分析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药物治疗及转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以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
处理，外周血白细胞（ＷＢＣ）及 ＰＬＴ水平进行对数转
换，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非正态
分布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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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学特征　患者病前均有国外旅居史，居住
时间１月～２年不等，均有当地蚊虫叮咬史，回国后无
其他疫区居住史；非洲２２例（安哥拉１８例，尼日利亚、
马里、尼日尔、喀麦隆各１例），缅甸６例。发病时间及
月份：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依次为２、３、３、４、６及１０例；１～４
月、７月、９月、１０月及１２月份依次为４、６、４、２、２、２、４
及４例。
２２　临床表现　患者均不同程度发热，以中、高热为
主（７８．６％）。热型各异：稽留热和不规则热各１０例，
间歇热８例。其他主要表现为畏寒、寒战（１００％），出
汗（７８．６％），肌肉酸痛（５０％），胃肠消化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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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１％）。有寒战、发热、出汗典型发作经过的１６例
（５７．１％）。体征主要为贫血（３５．７％），皮肤、巩膜黄
染（３５．７％），肝、脾肿大（２８．６％，４２．９％）。
２３　实验室检查结果　少部分患者 ＷＢＣ减少
（２８．６％）；绝大部分患者 ＰＬＴ减少（９２．９％），最低
１２．２×１０９／Ｌ；Ｈｂ下降１０例（３５．７％），其中重度贫血
（＜６０ｇ／Ｌ）６例；红细胞比容（Ｈｃｔ）降低 ２２例
（７８．６％），最低１９．３％。肝功能异常１０例（３５．７％），
其中总胆红素（ＴＢｉＬ）最高８５．５μｍｏｌ／Ｌ，丙氨酸氨基

转氨酶（ＡＬＴ）最高１７２０ＩＵ／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ＳＴ）最高４０９ＩＵ／Ｌ；乳酸脱氢酶（ＬＤＨ）升高 ２８例
（１００％），最高８２９ＩＵ／Ｌ。肾功能异常６例（２１．４％）。
ＣＲＰ升高２２例（７８．６％），最高１６２ｍｇ／Ｌ。Ｄ二聚体
升高２６例（９２．９％），最高２３９４０μｇ／Ｌ。ＰＣＴ升高２８
例（１００．０％），最高６７．７ｎｇ／ｍＬ。恶性疟组与健康对
照组比较，ＷＢＣ、ＰＬＴ、Ｈｂ、Ｈｃｔ下降及 ＴＢｉＬ、ＡＬＴ、ＡＳＴ、
ＬＤＨ、ＣＲＰ、Ｄ二聚体、ＰＣＴ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１。

表１　恶性疟组与健康志愿者实验室检查指标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ＷＢＣ（Ｌｏｇ１０） ＰＬＴ（Ｌｏｇ１０） Ｈｂ（ｇ／Ｌ） Ｈｃｔ（％）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ＡＬＴ（ＩＵ／Ｌ）

恶性疟组 ２８ ９．６８±０．１３ １０．６２±０．３４ １０３．６４±３２．０８ ３１．２０±８．２７ ４１．１９±３２．５６ ２０６．２９±４５７．３１
对照组 ２０ ９．７８±０．０６ １１．３３±０．０７ １５５．２０±９．０６ ４１．４０±３．１４ １２．６８±１．９６ ３３．３２±５．７２
统计值 ｔ＝３．００５ ｔ＝８．９７９ ｔ＝６．８４７ ｔ＝５．０４６ Ｚ＝４．００７ Ｚ＝２．０８６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７

组别 例数 ＡＳＴ（ＩＵ／Ｌ） ＬＤＨ（ＩＵ／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Ｄ二聚体（μｇ／Ｌ） ＰＣＴ（ｎｇ／ｍｌ）

恶性疟组 ２８ ８２．３６±１０９．５３ ５２３．９３±１９７．５８ ６４．８６±４８．５４ ４０６３．６４±６１０１．４０ １３．１２±２４．３９
对照组 ２０ ２３．４０±６．０５ １７６．３８±３９．１０ ５．４１±１．８２ １１４．５６±３７．５５ ０．２０±０．１１
统计值 Ｚ＝４．１６６ Ｚ＝４．８９９ Ｚ＝４．４０９ Ｚ＝４．７２４ Ｚ＝３．８７７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４　恶性疟患者外周血涂片结果　所有患者末梢血
涂片均见恶性疟原虫，部分患者原虫密度达３０万／μｌ。
见图１，２（见封三）。
２５　并发症及误诊情况　并发脑型疟及肾功能不全
各４例，黑尿热及肺部感染各 ２例。误诊 ２４例
（８５．７％）；误诊为肾综合征出血热８例，病毒性脑炎、
病毒性肝炎及细菌感染各４例，伤寒及上呼吸道感染
各２例；误诊时间１～１５ｄ，平均（４．２±２．５）ｄ。
２６　治疗及转归　脑型疟予磷酸咯奈啶静脉滴注；其
余患者均予双氢青蒿素哌喹片，４片／ｄ，总疗程２ｄ；同
时给予积极的对症支持治疗。２０例患者在服药后４８
ｈ内、７例在７２ｈ内体温恢复至正常，１例脑型疟患者
死亡。

３　讨　论
　　有资料显示，气候因素影响着疟疾发病率变化［５］。

宁波地区为北亚热带气候区，属低流行地区；而非洲和

东南亚为热带气候区，属高发区，尤其是安哥拉［６］。患

者从无疟疾区域前往高流行地区，几乎没有免疫力，极

易感染且临床症状重。输入性恶性疟无明显的流行季

节特征；由于时间和地域差异，本组资料以冬春季节发

病为主；故对于有赴疟疾高发区旅居史且在本地无蚊

虫的季节就诊的畏寒、发热患者，应考虑疟疾可能。

恶性疟原虫可侵袭任何年龄红细胞（ＲＢＣ），血液
中原虫密度很高，极易黏附于微血管内皮细胞，引起微

血管堵塞及损伤，局部血液循环障碍，促凝物质释放，

ＰＬＴ聚集、消耗，血栓形成，为不透明的“红细胞微生物
血栓”［１，７］。此病理改变可发生于脑、肝、肺、肾等重要

脏器，且恶性疟原虫在 ＲＢＣ内繁殖周期短，因此患者
机体反应剧烈，临床表现复杂、症状不典型且症状

重［７］。本组患者均出现畏寒、寒战及发热并以中、高热

为主；有典型发作经过的只占５７．１％，常为稽留热或不
规则热，且胃肠消化道症状较为常见，误诊率较高且误

诊时间长，因此临床医生尤其是基层医院全科医生需

要加强对该病的认识和学习。

部分患者ＷＢＣ减少可能与疟原虫代谢产物对骨
髓的抑制有关。恶性疟发作数次可出现不同程度贫

血，主要与恶性疟原虫对 ＲＢＣ的直接破坏、脾功能亢
进的吞噬作用以及免疫反应造成的破坏有关［８］；但本

组资料Ｈｃｔ的下降相对于Ｈｂ下降更为显著，ＰＬＴ减少
和Ｄ二聚体的升高为本病的特征性改变，提示存在血
栓形成、微循环障碍和继发性纤溶亢进，在疾病的早期

阶段，其预测价值更有意义［９－１０］；亦可通过 ＷＢＣ特征
性分类散点图并结合Ｈｂ降低或 ＰＬＴ减少的变化来筛
选疟原虫感染［１１］。因此，检测患者血常规及Ｄ二聚体
水平，对该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ＴＢｉＬ的升高
与血管内溶血及肝脏损伤相关；而ＬＤＨ升高除与ＲＢＣ
破坏后引起 ＬＤＨ释放入血外，肝、肾等脏器的损伤亦
会引起ＬＤＨ升高；故其ＴＢｉＬ、ＡＬＴ、ＡＳＴ及ＬＤＨ检测结
果与健康对照组有显著差异。ＣＲＰ和 ＰＣＴ是全身性
炎性反应急性期的非特异性标志［１２］，本资料显示绝大

部分患者ＣＲＰ及 ＰＣＴ明显升高。其升高的可能机制
是受感染ＲＢＣ在血管内粘连、溶解破坏，加之疟原虫
本身及其释放的毒素造成微血管病变，引起多脏器的

局部病理反应，释放炎症因子，刺激肝细胞合成 ＣＲＰ
及ＰＣＴ，并迅速分泌入血。提示ＣＲＰ及 ＰＣＴ升高也可
能是诊断该病重要线索之一。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青蒿素类药物联合疗法

作为该病流行区的一线治疗方案。本组中采用双氢青

蒿素哌喹片治疗，大多服药后４８ｈ内体温退至正常，
疟原虫血涂片转阴。因此，一旦确诊该病，应及早使用

青蒿素类抗疟药联合治疗。 （下转第１０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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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研究·

三年制临床医学专科教育社区实习体系的构建
徐发莹，吴丽慧，吴森林，戴玉英，顾寒多，蒋锦琴

摘要：为更好地发挥社区实习在三年制临床医学专科教育人才培养中的效能，针对当前社区实习中存在的“学生

认识不够、基地遴选缺乏统一标准、实习大纲过于空泛、带教老师指导不到位以及管理不规范”等主要问题，结合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区实习工作的有关经验，积极探索、构建“设计基于岗位能力需求的实习大纲，建设稳

定、高水平的实习基地，规范实习管理，加强带教师资遴选与培训，强化实习质量控制”“五位一体”的社区实习体

系，使社区实习更加系统规范，基本达到了社区实习“老师知道怎么教”和“学生知道学什么”的良好效果，有效提

高了医学生对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和地方病等疾病的诊疗能力和基本卫生服务能力，在专科临床医学教

育社区实习教学中有较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临床医学；专科教育；临床实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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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制临床医学专科教育作为一类特殊的高等职
业教育，担负着为城乡、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

“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医学人才的重任［１］。教育

部、卫生部《关于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

（教高［２０１２］７号）明确要求，要深化三年制临床医学
专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增加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实习、实践，提

高医学生对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和地方病等疾

病的诊疗能力和基本卫生服务能力。

近年来，承担三年制临床医学专科教育的高职高

专院校紧紧围绕自身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主动适应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健康

管理”“六位一体”的服务要求［２］，逐步将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习（简称

社区实习）纳入临床实习教学，并将社区卫生服务列入

实习教学内容，社区实习逐渐成为三年制临床医学专

科教育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３－４］。

１　当前社区实习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社区实习的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
的不规范，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老师不知道怎么教”

“学生不知道学什么”的现实难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

面。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ｊｇ２０１３２５２）；２０１３年
度浙江省高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活动计划项目

（２０１３Ｒ３００５９）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３杭州市，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实践教学中心
通讯作者：吴丽慧，Ｅｍａｉｌ：５９９１９７４７７＠ｑｑ．ｃｏｍ

１１　学生对社区实习认识不够　学生对社区实习的
目的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普遍存在重医疗轻预防的

思想，甚至对社区实习的价值产生质疑，因此准备不充

分，做的过程中也不够投入，影响了实习的效果。

１２　社区实习基地遴选缺乏统一标准　由于地方经
济发展与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区域间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设与发展差距较大，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管

理制度等教学资源配置参差不齐，各高职高专医学院

校尚未形成社区实习基地遴选的统一标准，基地遴选

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难以保证实习教学的质

量。

１３　社区实习计划和大纲过于空泛　当前，社区实习
大纲中的内容和要求往往范围广、重点多，较为空泛，

致使在实际带教和学习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流于形

式。

１４　社区实习带教老师指导不到位　社区实习带教
老师大多缺乏较为规范的教学业务培训，自身重视程

度、知识水平和带教能力有限，再加上实习内容和要求

不明确，导致在带教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进行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的选择，实习指导过程有“走过

场”的倾向。

１５　社区实习管理不规范　部分基地实习教学管理
水平和经验不足，教学管理机构和制度不健全，学生实

习无专人管理，缺少教学日志，学生轮转安排不明确，

影响了正常的实习秩序和学生的实习效果。

上述问题的存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社区实习在

三年制临床医学专科教育人才培养中的效能发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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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了基层应用型卫生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加

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教学功能建设，构建较为系统规

范、可操作性强的社区实习体系，已成为高职高专医学

院校亟需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这对于培养适

应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高水平、应用型基层卫生

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２　“五位一体”社区实习体系的构建
　　《２１世纪医学教育展望报告》认为，医学教育必须
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目的，要取得卫生工作的

成功，医学职业教育子系统必须重新设计针对教学和

体制的新策略［５］。为了使学生尽早接触基层卫生服务

实践，引导学生树立基层卫生服务理念、提升基层卫生

服务本领，切实培养胜任基层卫生岗位的高水平、应用

型卫生人才，课题组结合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区

实习工作的有关经验，积极探索、构建了“大纲设计、基

地建设、规范管理、师资培训、质量控制”“五位一体”

的社区实习体系［６］。

２１　基于岗位能力需求设计社区实习大纲　前期，我
们参照全科医生核心胜任力模型提出的全科医师必须

掌握６个方面的核心胜任力［７］，并结合《浙江省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２０１１年版）》的有关内容、要求，梳
理出社区医生必须具备的四大类十六个方面的岗位核

心能力，并以此为导向，设计了社区实习大纲。

实习目的：熟悉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任务和工作

程序，了解社区卫生服务现状和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培

养学生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基

础的社区卫生服务理念，初步具有融“预防、保健、诊

断、治疗、康复、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技

能。

时间安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４周，卫生服务站２
周。实习内容：①基本卫生服务：农村、社区常见病、多
发病的基本处理和病历书写；院前急救、双向转诊的规

范操作和社区巡诊、上门医疗咨询服务；健康教育和健

康档案管理等。②重点人群服务：０～６岁儿童、孕产
妇、老年人的保健服务和慢性病管理服务的内容、流程

和要求。③公共卫生安全保障：预防接种、公共卫生信
息收集与报告、传染病报告的流程和要求。④有效沟
通和整体分析：熟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患沟通技巧、

基本卫生服务和预防保健的技巧等［８－９］。

实习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终末考核相结合的形

式进行，综合实习作业完成情况、实习态度、实习期满

考试成绩，对学生社区实习进行全程考核，并采用百分

制评定社区实习成绩，实习态度、实习作业、实习考试

权重分别为２０％、４０％、４０％，综合上述三项测评结果
形成总评分，即社区实习考核成绩［１０］。

２２　建设稳定、高水平的社区实习基地　制定社区实
习基地遴选标准，精心筛选高水平的社区实习基地。

参照“浙江省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评审标准”，

结合社区实习教学的实际需要，制定基地遴选标准，对

基地的科室设置、医疗教学资源、人员配置和资质、服

务功能、规章制度等做出具体要求。根据遴选标准，通

过综合考察，精选出最佳的实习基地，从源头上确保社

区实习的教学质量。

加强沟通与合作，保证社区实习基地的稳定性。

基地确定后，学校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签订临床实

习教学的相关协议及实习基地挂牌，以便长期合作，形

成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学，促进教学相长，以保证基地

的稳定性。

２３　规范社区实习的管理
２３１　建立教学及教学管理机构　每个基地建立社
区医学教研室，由各科室带教老师共同组成；成立以分

管副主任（院长）、分管科教工作负责人、教研室主任

为组成的教学管理机构，共同负责学生实习和带

教［１１］。

２３２　建立、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基地根据自身实际
必须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科学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并

在实际运用中不断更新和完善。

２３３　指定专人管理　基地确定一名管理人员专门
负责教学实习日常管理工作，如实习日程安排、带教老

师之间协调、实习学生的考勤、与社区有关部门的联

络、现场的准备、实习作业的检查、组织实习考试、信息

反馈、资料整理、总结汇报等工作。

２３４　加强岗前培训　通过举办专题讲座、请往届优
秀实习生介绍实习体会、组织召开实习动员大会等多

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学生充分认识社区实习

的目的和重要性。

２４　社区实习带教师资遴选与培训
２４１　做好师资遴选　遴选医德高尚、专业技术好、
责任心强和热心教学工作的医生担任带教老师，每个

轮转科室都有指定的带教老师。

２４２　举办师资培训、交流活动　定期举办师资培训
班，重点对如何讲好课、如何进行病例讨论、如何制作

讲课件等进行培训；经常性地举办学校与基地、基地与

基地间的教学观摩、集体备课、说课比赛等活动，逐步

提高实习带教老师的教学水平。

２４３　定期开展教学研究与讲课活动　基地教研室
围绕教学大纲和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定期开展集体备

课、讲座等教研、讲课活动，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２５　加强社区实习质量控制
２５１　严格实习考核　社区实习考核是控制实习质
量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社区实习效果的一种测量，所

以，要严格按照上述教学计划和大纲中的考核形式、考

核内容和成绩评定对学生进行考核。

２５２　实习质量的过程管理　带教老师根据考核表
对学生实习任务完成情况逐项进行打分，综合成绩评

定不合格需重新实习，真正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临床

带教实习任务的落实和完成，督促学生实习期间努力

学习。

２５３　教与学的评价　每年组织由基地和学校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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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背靠背的评教评学活动，全面了解带教老师对

学生实习的评价和学生对教学形式、内容和安排的意

见与建议，并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基地作出反

馈，确保带教目标的实现。

３　体系的实施与成效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全国“３＋２”三年制
临床医学专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于２０１２年始，在２０１０级和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社区实习中试行了新构建的社区实习体系。先后组织

浙江省６个地市１５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研讨、修订了
社区实习大纲，制定了社区实习基地遴选标准；组织了

集体备课、校外兼职教师说课比赛等师资培训活动和

社区实习经验交流活动；每年定期集中开展社区实习

期中教学检查，全面督促社区实习基地的教学机构、教

学制度以及教学管理人员等方面的落实情况，确保社

区实习管理规范、到位。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学校已建

立２０余家较为规范的社区实习基地，完善了与社区医
生岗位核心能力相匹配的实习大纲，建设了一支具有

一定带教能力的社区实习兼职教师师资队伍，基本达

到了社区实习“老师知道怎么教”和“学生知道学什

么”的良好效果。新构建的“五位一体”的社区实习体

系，内容系统全面，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均较强，但仍有

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希望能够在三年制专科临

床医学教育社区实习教学中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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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简单易行，单份标本测定，检测试剂稳定性高，检验

设备仪器较廉价，能快速出结果，有利于小儿腹泻的早

期诊断，具有较强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虽然轮状病毒是导致儿童腹泻的主要病原体，但

是也应当注意导致儿童腹泻的其他病原体，还应重视

多种病原体合并感染的情形［１１－１２］。本文结果表明

１２４例腹泻患儿中还合并有不同比例的星状病毒、诺
如病毒或腺病毒感染。美国研究者过去认为诺如病毒

引起的小儿腹泻一般以散发为主，之后的研究表明诺

如病毒可通过水源污染而造成爆发性流行；英国研究

者报道星状病毒和腹泻流行有相关性［１３］。这提示以

上病毒合并感染的情形与小儿腹泻的流行有关。因

此，星状病毒、诺如病毒和腺病毒也是导致儿童腹泻的

病原体，在临床诊疗中应注意这三种病毒的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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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用于手术后镇痛的护理研究
李晓静，金熙熙，周敏洪

摘要：目的　研究氟比洛芬酯注射液用于肺癌手术后镇痛及其相应的护理。方法　选取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８８例，随机分为２组，即对照组（ｎ＝４２），患者使用芬太尼进行镇痛；研究组（ｎ＝
４６），患者使用氟比洛芬酯进行镇痛。２组患者在镇痛时进行相应的护理。观察２组患者术后６ｈ、１２ｈ、２４ｈ和
４８ｈ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并进行疼痛相关的ＶＡＳ评分、ＲＳＳ评分，同时统计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果　２组患者
经过相关的护理，在术后６ｈ、１２ｈ、２４ｈ和４８ｈ的血流动力学参数、ＶＡＳ评分和ＲＳＳ评分等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不良反应中的恶心呕吐在对照组中发生率为３０．９％，显著高于研究组的１５．２％（Ｐ＜０．０５），
其他不良反应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９２８）。结论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用于手术后镇痛疗效良好，发生恶
心呕吐等副作用的概率小，同时也需要进行精心护理。

关键词：氟比洛芬酯；肺癌；手术疼痛；护理；芬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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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比洛芬是一种非甾体抗炎药，与常规的非甾体
类抗炎药的机制类似，主要通过抑制花生四烯酸过程

中的环氧酶，减少 ＰＧ（前列腺素）的生成而产生抗炎
和镇痛作用［１］。同时，氟比洛芬还可以降低中枢的敏

感性，抑制痛觉信号的传导而产生镇痛作用［２］。氟比

洛芬酯注射液是其临床广泛应用的剂型，是以脂微球

为药物载体，进入体内后氟比洛芬酯从脂微球中释放

出来，在羧基酯酶作用下迅速水解生成氟比洛芬而产

生作用。氟比洛芬酯注射液镇痛作用较强且作用时间

较长，广泛应用于肺癌术后癌症疼痛患者的镇痛治

疗［３］。由于手术、麻醉等的创伤，在术后使用镇痛药进

行治疗时应做好准备工作，在临床护理中应予以高度

的重视。本次研究中，我们分析了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在我室用于肺癌术后等镇痛时的疗效及其护理，为氟

比洛芬酯注射液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了我院胸外科在２０１０
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４月的临床肺癌手术后进行镇痛治
疗的患者８８例，根据术后不同的镇痛方法分为２组，
即传统阿片类药物镇痛组，作为对照组，共有患者４２
例，其中男性 ２４例，女性 １８例，年龄在 ２３～７１岁之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２７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Ｈ０８胸
外科

通讯作者：李晓静，Ｅｍａｉｌ：ｃｎｗｚｊｉｎｇ７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间，平均年龄（４５．３±１３．６）岁。使用氟比洛芬酯注射
液镇痛组，作为研究组，共有患者４６例，其中男性２１
例，女性 ２５例，年龄在 ２７～７３岁之间，平均年龄
（４４．７±１５．４）岁。

麻醉方法：使用０．０５ｍｇ／ｋｇ咪唑安定，１～２ｍｇ／
ｋｇ丙泊酚和２～４μｇ／ｋｇ芬太尼以及０．０８～０．１２ｍｇ／
ｋｇ维库溴铵诱导麻醉，使用异氟烷吸入来维持麻醉。
监测血压、心率、脉搏、血氧饱和度及检查心电图，所有

患者术后不使用其他任何镇痛药物。

１２　镇痛方法　所有患者在肺部肿瘤切除术后均进
行自控镇痛，研究组患者使用１２０ｍｇ氟比洛芬酯加４
ｍｇ格拉司琼加至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中，进行自控静脉
注射镇痛。对照组患者术后以芬太尼０．８ｍｇ以及格
拉司琼４ｍｇ加入生理盐水中，进行自控静脉注射镇
痛。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２组患者在术前及术后０ｈ、６
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的血流动力学参数（收缩压、舒张压
和心率）和血氧饱和度。使用ＶＡＳ评分系统评价所有
患者在术后６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的疼痛程度，分值范围
在０～１０之间，其中０表示没有痛苦，１０表示疼痛难
以忍受。同时记录上述时段的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评分
（ＲＳＳ），分值在１～６分，其中１分为烦躁不安静，２分
为安静，３分为嗜睡能听从指令，４分为可唤醒的睡眠，
５分为呼吸反应迟钝，６分为呼唤不醒的深睡状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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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记录所有患者出现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

吐、皮肤瘙痒、嗜睡、异常出血以及呼吸抑制等。

１４　临床护理
１４１　术前护理　护理人员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讲解
镇痛方法和有效性，减轻患者的恐惧感和心理压力，帮

助患者树立早日康复的信心。指导患者使用镇痛泵，

指导患者认识视觉模拟评分系统。

１４２　镇痛护理　麻醉药物会在术后抑制患者的呼
吸，因此患者需要进行吸氧［４］，在术后２４ｈ每半小时
观察患者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以及呼吸幅度等呼吸

情况。同时观察记录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脉搏、血压等

数据。常态性的观察患者的口唇和指甲的颜色变化。

如患者的血氧饱和度＜９０％，呼吸频率＜１２次／ｍｉｎ时
应立即停止镇痛药的给药，报告医生进行相应的处理。

护理人员固定好静脉套管针，保持套管针的自然通畅，

以防漏液，密切注意镇痛泵的接头处有无脱落，导管有

无出现扭曲，保证患者翻身时不要牵拉到导管。２组
患者均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呕吐可以增加患者的

腹压，还有可能引起切口的出血进而加重疼痛。在护

理中使患者处于平卧状态并将其头偏向其中一侧，因

为如果头不偏会导致呕吐物倒吸进入体内。对于呕吐

物应及时清理，防止不良情况，患者呕吐时护理人员应

及时辅助，保持身体安全，并随时注意对伤口的保护。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在医生首肯下可以肌肉注射甲氧氯

普胺２０ｍｇ止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采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比例资料
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比较　对照组患者
术前的收缩压为（１１６．８±１４．２）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舒张压为（６９．８±９．７）ｍｍＨｇ，心率为
（７５．１±３．８）次／ｍｉｎ，血氧饱和度为（９８．１±１．１）％；
研究组患者术前的收缩压为（１１７．１±１０．９）ｍｍＨｇ，舒
张压为（７０．２±６．８）ｍｍＨｇ，心率为（７４．９±４．１）次／
ｍｉｎ，血氧饱和度为（９８．２±１．４）％，２组患者的血流动
力学数据在术前、术毕及术后监测时间点均无显著变

化，组间比较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的比较　２组患者 ＶＡＳ
评分和ＲＳＳ评分的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２组患者
术后各时段的 ＶＡＳ评分均在１．２左右，ＲＳＳ评分均在
２左右，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３　２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从表３可以
看出，２组患者在皮肤瘙痒、嗜睡、异常出血以及呼吸
抑制等方面的发生率均较低或没有，而对照组患者的

恶心呕吐发生率较高，显著高于研究组（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肺癌术后进行镇痛的患者ＶＡＳ评分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ＶＡＳ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４８ｈ
对照组 ４２ １．２８±１．１２ １．３０±０．８４ １．１６±０．７２ １．０８±０．５５
研究组 ４６ １．２１±０．８８ １．２３±０．９１ １．１４±０．４６ １．０７±０．６７
ｔ值 ０．５６９ ０．６２９ ０．２７８ ０．１２７
Ｐ值 ０．５７０ ０．５３０ ０．７８２ ０．８９９

表２　２组肺癌术后进行镇痛的患者ＲＳＳ评分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ＲＳＳ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４８ｈ
对照组 ４２ ２．１１±１．７１ １．９８±１．０２ １．９６±１．４９ ２．０２±１．０５
研究组 ４６ １．９３±０．９２ １．９３±０．８４ ２．０４±０．８６ ２．０４±０．８１
ｔ值 ０．３４８ ０．６１７ ０．６７９ ０．１１６
Ｐ值 ０．７１４ ０．５２１ ０．５５４ ０．９２１

表３　２组肺癌术后进行镇痛的患者不良反应
的发生情况（ｎ，％）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嗜睡 皮肤瘙痒 异常出血 呼吸抑制

对照组 ４２ １３（３０．９） １（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研究组 ４６ １（２．２） ３（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χ２值 ７．０９１ ０．００８ － － －
Ｐ值 ０．００８ ０．９２８ － － －

３　讨　论
　　患者术后的疼痛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感觉情绪，进
而不利于患者的康复，在手术后进行镇痛可以缓解患

者的焦虑和情绪紧张的症状，减少患者的痛苦［５］。吗

啡等阿片受体激动剂具有很好的镇痛作用，但是其本

身的成瘾、耐受、呼吸抑制等副作用同样不可忽视［６］。

传统的非甾体类抗炎药的镇痛作用较弱，氟比洛芬酯

是目前临床所用的镇痛效果较好的非甾体抗炎药，它

是脂微球为载体，具有起效快、作用强、持续时间久的

优点，可以较快地集合到损伤部位，靶向性的发挥镇痛

作用［７］。还有研究表明，氟比洛芬酯可以抑制瑞芬太

尼引起的阿片类药物耐受［８］。在我院的临床使用中，

我们使用目前临床广泛应用的自控镇静的方式让患者

自己进行药物的控制，易学易会，镇痛效果良好。

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使用氟比洛芬酯进行术后

镇痛的患者的镇痛效果与对照组的镇痛效果是基本一

致的，在不良反应方面，使用氟比洛芬酯进行术后镇痛

的患者的发生率则显著降低，表明氟比洛芬酯在临床

术后镇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２组患者在各个时间点
的疼痛分值均较低，表明使用上述药物自控镇静的镇

痛效果良好，患者在使用芬太尼注射后的恶心呕吐症

状明显增加，表明其副作用还是很明显，氟比洛芬酯患

者则发生率较少，而其他不良反应症状如呼吸抑制，皮

肤瘙痒和出血异常等在上述２组的发生率均较少。
患者术后的疼痛护理非常重要，护理人员在术后

疼痛的护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术前的知识教育可

以减少患者在进行镇痛治疗时的不必要错误［９］，及时

的看护和护理可以减少患者出现各种症状如恶心呕吐

等引起的误吸、伤口恶化、疼痛和出血等，保证了患者

的康复［１０］。

·３００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应用于主动脉夹层患者效果评价
焦，高涌，余朝文，陈世远，周雪妃，陈景侠，韩梅，孙友芳

摘要：目的　探讨将护理干预应用于主动脉夹层患者的护理效果。方法　选择血管小儿外科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３
年６月收治的主动脉夹层患者２８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１４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护理
干预，从术前焦虑、术后严重疼痛、护理有效率、患者满意度等方面，比较２组护理效果的差异。结果　观察组的
术前焦虑及术后严重疼痛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患者满意度及护理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结

论　将护理干预应用于主动脉夹层患者，调动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治疗依从性，极大地改善了医患、护患关系，
保证了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有效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推广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值

得在临床应用。

关键词：主动脉夹层；护理干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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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ｔｙ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ａ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ｒ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ｏｃｔ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ｎｄｎｕｒ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ｇｒｅａｔｌｙ，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主动脉夹层（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Ｄ）系指主动脉腔
内血液从内膜撕裂口进入主动脉中膜，使中膜沿主动

脉的长轴方向分离，形成夹层血肿，并沿主动脉纵轴扩

展，使主动脉管腔呈现二层分离的一种病理状态。ＡＤ
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大动脉疾病，年发病率为

（５～１０）／１０万，病死率约 １．５／１０万［１］。该病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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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骤、预后凶险，急性期病死率可高达７０％［２］，治疗相

当棘手且费用昂贵，此类患者无论身体或者心理均承

受着巨大的痛苦；除了治疗因素外，护理工作在 ＡＤ患
者的康复过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研究探讨

在ＡＤ患者中应用护理干预对于该病康复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８例患者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９例；
年龄３９～７６岁，平均（５７±４）岁。病程４～２８ｈ，平均
（１１±３）ｈ，均有持续性剧烈胸背部疼痛史。术前均行

　　上述结果表明，在护理人员的精心配合下，使用氟
比洛芬酯进行术后镇痛的效果良好，与芬太尼的效果

基本一致，并且可以显著减少恶心呕吐等症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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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螺旋ＣＴ血管造影（ＣＴＡ）诊断为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
ＡＤ动脉瘤，行覆膜支架血管腔内修复术。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护
理干预措施，比较２组术前焦虑、术后严重疼痛、护理
有效率、患者满意度等指标的变化。

１２１　术前干预　①心理干预：ＡＤ患者对于本病知
识缺乏，剧烈疼痛难以忍受，精神紧张，且伴有焦虑、恐

惧，促使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脏负荷加重，而升高的

血压又可使夹层延展使疼痛加剧。因此，护士要积极

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消除患者不良情绪［３］，配合手术

治疗。ａ．ＡＤ患者入院后主动与其交流、沟通，态度和
蔼，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给予患者精神支持；ｂ．结合
文字、图片说明及动画演示，讲解有关本病的相关知

识、手术的必要性及预后，介绍主管医生的基本情况和

手术成功的范例，消除患者的顾虑及对手术风险的担

心，以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及护理；ｃ．教育家属给予患
者更多的关心和鼓励。心理干预应贯穿于患者住院全

过程。②生活指导：ＡＤ患者宜置于安静、舒适、整洁的
环境中，协助患者完成日常生活，谢绝探视，绝对卧床

休息，避免感冒咳嗽，指导患者床上活动，保持大便通

畅，排除一切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如剧烈咳嗽，体位

突然改变，情绪激动等［４］，以免增加胸腹腔压力造成

ＡＤ动脉瘤的破裂，危及患者生命；低盐低脂饮食，戒
烟、戒酒，保持心情愉悦。③疼痛的护理：密切观察疼
痛的部位、性质、程度、持续时间，据此判断病变部位、

范围、程度及扩展情况［５］。主动脉壁的撕裂导致患者

疼痛、恐慌、有濒死感，而患者的烦躁情绪会更进一步

加重夹层的撕裂，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严格控制血

压的同时，可使用吗啡、杜冷丁等药物镇痛。ＡＤ停止
扩展的临床指征就是疼痛减轻或消失，所以，正确的疼

痛护理可减少ＡＤ动脉瘤破裂的危险。④监测生命体
征：ＡＤ患者入院后即给予心电监护，观察尿量的变化。
必要时给予持续低流量吸氧，可以增加血氧含量，缓解

心肌缺氧。积极控制血压，指导患者按时、按量，遵医

嘱用药。患者手术前需长期卧床，在其入院时，就要指

导患者多饮温开水，防止尿路感染。ＡＤ累及肾动脉，
可有血尿、少尿、无尿现象出现；若累及双侧髂总动脉，

可引起下肢供血障碍；累及冠状动脉，可引起心肌梗死

或急性心肌缺血。因此，加强巡视，及时发现患者的异

常状况，积极配合医生处理尤为重要。

１２２　术后干预　①告知患者术后轻微疼痛属于正
常现象，不要过分紧张，让其阅读报刊杂志、听音乐，转

移其注意力，使心情得到放松；术后仍需绝对卧床７ｄ，
是为了防止覆膜支架移位而导致手术失败；术后患者

平卧位，穿刺点加压包扎，穿刺侧肢体制动２４ｈ，以防
止穿刺点出血，减少感染机会和其他意外的发生。②
术后仍需监测生命体征，继续控制血压，根据病情调整

药物剂量和补液速度；全麻术后去枕平卧６ｈ，护士即
可协助患者翻身，目的是为了防止压疮的形成、促进肠

蠕动。患者知道了目的，会主动配合，不会产生情绪波

动。③并发症的观察预防。ａ．预防感染：ＡＤ患者手术
后仍需长期卧床，也容易形成尿路感染，就要指导患者

多饮温开水，保持尿路通畅，同时还要注意会阴部的清

洁；患者的长期卧床也会引起肺部感染，室内不仅要通

风良好，护士还要指导患者适宜的咳嗽技巧，既达到有

效咳嗽，又不会引起 ＡＤ动脉瘤的破裂；术后３ｄ内可
有吸收热，除物理降温外，必要时通知医生采用药物降

温。ｂ．循环功能的护理干预：ＡＤ患者多合并动脉硬化
及附壁血栓，极易造成血栓脱落而发生下肢动脉栓塞；

覆膜支架的放置，可能会导致脊髓的缺血性损伤而发

生截瘫；覆膜支架封堵肾动脉，可导致患者尿量减少，

进而造成肾功能衰竭［６－７］。除了加强巡视，护士还要

重视患者的主诉、客观的体征，二者均不可忽略，及时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使患者的损害降到最低。

１２３　出院指导　患者出院后宜劳逸结合，且活动量
宜循序渐进，避免剧烈活动。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清淡饮食，戒烟限酒，定时监测血压并按时服用降压

药。若患者出现不适症状，要及时就诊。与患者家属

积极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与配合，为患者创造一个良

好的休养环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术前焦虑和术后严重疼痛比较　２组患者术前
焦虑和术后严重疼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２组ＡＤ患者术前焦虑和术后严重疼痛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前焦虑 术后严重疼痛

观察组 １４ １０（７１．４３） ８（５７．１４）
对照组 １４ ４（２８．５７） ２（１４．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本研究将患者疼痛不能忍受必需药物止痛即视为严重疼痛。

２２　护理有效率、患者的满意度比较　２组患者护理
有效率、患者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２组ＡＤ患者护理有效率、患者的满意度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有效率 满意度

观察组 １４ １３（９２．８６） １２（８５．７１）
对照组 １４ ９（６４．２９） ８（５７．１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ＡＤ起病急、进展快、危险性大、病死率高，是临床
上严重的急重症［８］，手术是ＡＤ患者主要的治疗方法，
我科开展的介入治疗，因其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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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短，被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家属所接受，而有效

的护理干预是重要环节［９］，对促进患者的康复具有重

要意义。首先，要做好患者的心理干预、健康宣教，因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可导致血管壁张力增加，外周血

管压力负荷增加，动脉弹性功能减退，而动脉弹性功能

减退常预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１０］，这就需要护士

从认识、感觉、情绪、态度等方面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

性，消除患者的焦虑、烦躁、恐惧等不良情绪，与此同

时，做好家属工作，使患者与家属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有

利于康复的心理环境［１１］；其次，加强患者住院期间的

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并发症的护理干预；最后，加强出

院指导，定时复诊，可以保证患者的术后康复效果，保

证手术治愈率。我们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观察组仅

有４例（２８．５７％）患者存在术前焦虑，２例（１４．２９％）
患者术后出现严重疼痛，患者满意度和护理有效率均

比对照组高，差异明显。

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高，逐步认

识到医学的目的不应只是延长生命，更应注重提高生

活质量。因此，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质量要求也日益提

高，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１２］，以往传

统的单纯围绕疾病实施护理，机械地完成任务，已远远

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所以，对 ＡＤ患者开展有关心
理行为、生活方式等相关健康知识的普及非常必要。

我们通过观察判断患者的身心健康状态、影响疾病症

状和疗效的因素，选择认知指导模式，以流动板报、知

识讲座、病员家属座谈会、满意度调查等多种护理干预

形式，深入浅出地开展临床护理工作，使 ＡＤ患者掌握
更多的健康生活知识，促进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治

疗依从性，极大地改善了医患、护患关系，保证了患者

得到有效的治疗，受到医生、患者、家属的一致好评。

我们还通过开展定期回访、电话咨询等活动，了解患者

的恢复情况，并解答患者及家属的疑问，巩固了治疗

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将护理干预融入到 ＡＤ患者的每
一个具体护理行为中，与患者一起积极面对疾病，为患

者的康复创造良好的条件，不仅使患者取得了良好的

预后，更使护患关系得到了健康发展，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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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板层状鱼鳞病 ＴＧＭ１基因突变的研究
刘舒，王继成，曾玉坤，卢建，张彦，丁红珂，尹爱华

摘要：目的　探讨一个板层状鱼鳞病家系转谷氨酰胺酶Ⅰ编码基因ＴＧＭ１的致病性突变。方法　提取板层状鱼
鳞病患者及家系成员的外周血基因组ＤＮＡ，采用ＰＣＲ扩增ＴＧＭ１基因１５个外显子及外显子－内含子交界处，并
行双向直接测序。结果　患儿携带 ＴＧＭ１基因复合性杂合错义突变 ｃ．４２４Ｃ＞Ｔ（ｐ．Ｒ１４２Ｃ）和 ｃ．９６７Ｃ＞Ｔ
（ｐ．Ｒ３２３Ｗ），分别遗传自表型正常的母亲和父亲。结论　复合性突变ｃ．４２４Ｃ＞Ｔ和ｃ．９６７Ｃ＞Ｔ可导致板层状鱼
鳞病的发生。

关键词：ＴＧＭ１基因；复合性杂合突变；板层状鱼鳞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８．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６１００７０２

　　先天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鱼鳞病（Ａｕｔｏｓｏｍａｌ
ｒｅｃ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ｃｈｔｈｙｏｓｉｓ，ＡＲＣＩ）是一组以皮肤角
化功能障碍为特点的罕见遗传性皮肤疾病的统

称［１－２］。板层状鱼鳞病（Ｌａｍｅｌｌａｒｉｃｈｔｈｙｏｓｉｓ，ＬＩ；ＯＭＩＭ
２４２３００）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鱼鳞病的一种亚型，发
病率约为１／３０万，目前国内唯有数例病案报道［３］。ＬＩ
的主要致病基因为编码转谷氨酰胺酶１（ｔｒａｎｓｇｌｕｔａｍｉ
ｎａｓｅ，ＴＧａｓｅ１）的ＴＧＭ１基因（ＧｅｎｅＩＤ：７０５１）［４－５］。人
类ＴＧＭ１基因有１５个外显子，其编码区为第２～１５外
显子，编码８１７个氨基酸，ＴＧＭ１突变所导致的鱼鳞病
占全部 ＡＲＣＩ发病率的 ３８％ ～５５％，占 ＬＩ发病率的
９０％以上［６］。本研究中，笔者对一个板层状鱼鳞病家

系的临床表型进行报道，并对先证者及家系成员进行

ＴＧＭ１基因的编码区、非翻译区（ＵＴＲ）及外显子 －内
含子交界区进行检测，确定其基因突变位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先证者女，２岁，出生时全身被覆薄
膜，一个月后逐渐脱落，全身皮肤潮红、覆有鳞屑。随

年龄增长，鳞屑渐增厚，色深，且皮肤脱屑反复发生，并

出现指、趾因角化明显而呈挛缩状。头发及眉毛稀疏，

指、趾挛缩，运动功能受限。全身以颈背为著被覆大片

状灰褐色鳞屑，中央黏着，边缘游离，掌跖角化过度，

指、趾甲略增厚。患儿经２名皮肤科医师诊断为板层
状鱼鳞病，且组织病理学示表皮明显角化过度，棘层稍

肥厚，真皮浅层少量淋巴细胞浸润，未见毛囊附属器，

确诊为该病。患者父母否认近亲结婚及家族中有类似

病史。

１２　实验方法　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采集板层状鱼
鳞病患儿、家系成员（父母）以及５０名家系外正常人
的静脉血２ｍｌ。基因组ＤＮＡ抽提使用Ｑｉａｇｅｎ试剂盒。
利用ｐｒｉｍｅｒｐｒｅｍｉｅｒ５．０设计 ＴＧＭ１基因编码区、非翻
译区及外显子－内含子交界处剪切位点的引物（见表
１）。物种保守性分析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ｔｅｒ．
ｏｒｇ／，用ＰｙＭＯＬ软件分析蛋白三级结构。

作者单位：５１１４４２广州市，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与遗传
病诊疗中心（刘舒，王继成，曾玉坤，卢建，张彦，丁红

珂，尹爱华）；５１０２８２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儿科中心（刘舒）

通讯作者：尹爱华，Ｅｍａｉｌ：ｓｆｙｃｑｚｄ＠１６３．ｃｏｍ

表１　扩增ＴＧＭ１基因各个外显子的引物序列及产物大小

扩增对象 引物序列 扩增片段长度

外显子１ ＣＣＴＧＧＣＣＴＣＴＴＣＴＣＴＣＣＧＣ ２６０ｂｐ
ＣＣＣＡＣＡＣＣＣＣＡＣＣＴＴＧＣＴＧ

外显子２ ＴＣＡＧＣＴＧＴＣＴＧＧＡＴＧＧＡＧＧ ４５９ｂｐ
ＴＣＴＣＴＧＧＴＣＣＣＡＴＴＡＡＡＧＣＣ

外显子３ ＧＣＴＡＡＴＧＡＴＡＡＧＧＧＣＣＴＧＧＧ ３１９ｂｐ
ＧＡＣＣＣＴＡＡＴＧＣＣＡＧＣＣＴＣＴＣ

外显子４ ＧＡＧＡＡＧＴＣＣＣＡＧＧＣＴＣＣＡＴＣ ３７８ｂｐ
ＧＡＡＧＣＣＣＴＴＣＣＣＴＧＴＣＴＴＴＣ

外显子５、６ ＣＣＴＧＴＣＡＧＧＣＴＡＧＧＧＧＣＡＴ ５８２ｂｐ
ＴＧＧＧＧＧＴＴＣＴＴＧＡＧＧＡＡＴＣ

外显子７ ＡＣＡＴＧＧＣＡＧＧＴＣＣＴＧＡＧＣ ３０９ｂｐ
ＡＧＧＧＣＴＧＧＧＴＡＡＧＣＣＴＧ

外显子８、９ ＣＣＣＣＴＧＡＴＡＣＴＣＣＴＧＡＣＡＣＧ ５２９ｂｐ
ＧＧＡＣＴＧＴＧＴＴＡＡＴＣＡＧＧＴＧＧＧ

外显子１０ ＣＴＧＴＧＴＧＧＡＣＣＴＴＡＣＣＣＡＧＧ ２５８ｂｐ
ＧＧＧＴＣＧＣＡＧＡＧＣＴＧＧＴＣ

外显子１１、１２ ＧＡＡＧＧＡＧＧＣＣＧＧＧＡＧＴＣ ６７８ｂｐ
ＧＴＣＣＡＣＡＧＣＣＣＴＧＡＧＧＴＧ

外显子１３ ＣＡＧＧＡＧＣＡＧＴＧＧＧＧＡＧＴＣ ２９２ｂｐ
ＣＣＣＣＴＧＧＣＣＴＴＣＡＣＴＣＴＣ

外显子１４ ＣＴＣＴＣＴＧＧＴＧＣＡＧＴＧＴＡＣＧＧ ２６７ｂｐ
ＣＣＴＧＴＧＧＧＧＡＡＧＧＣＣＡＧ

外显子１５ ＴＧＣＣＣＴＧＧＡＴＣＡＧＣＴＣＴＴＡＣ ５６２ｂｐ
ＡＣＡＡＡＣＣＡＴＧＧＣＴＣＣＡＴＣＣ

２　结　果
２１　ＴＧＭ１基因突变检测　先证者同时存在两个不
同位点的杂合性错义突变，其中位于第３外显子的突
变ｃ．４２４Ｃ＞Ｔ（图１，见封三），使第１４２位密码子 ＣＧＣ
变为ＴＧＣ，导致精氨酸（Ｒ）转变为半胱氨酸（Ｃ），即
ｐ．Ｒ１４２Ｃ；而第６外显子的 ｃ．９６７Ｃ＞Ｔ杂合错义突变
（图２，见封三），使第３２３位密码子ＣＧＧ转变为ＴＧＧ，
导致精氨酸（Ｒ）转变为色氨酸（Ｗ），即 ｐ．Ｒ３２３Ｗ。先
证者的父母表型正常，但母亲携带ｃ．４２４Ｃ＞Ｔ，父亲携
带ｃ．９６７Ｃ＞Ｔ。反向测序也证实此两个突变位点。５０
名家系外正常人ＤＮＡ测序未发现相应突变。
２２　生物信息学分析　ＴＧＭ１基因编码ＴＧａｓｅ１蛋白
的第１４２位和第３２３位精氨酸（Ｒ）在不同物种（人类、
灵长类、犬属、小鼠、大鼠和果蝇）中完全相同。突变

ｐ．Ｒ１４２Ｃ和 ｐ．Ｒ３２３Ｗ使高度保守的氨基酸发生了置
换，且前者位于 Ｎ末端的转谷氨酰胺酶功能域，后者
位于Ｎ末端的转谷氨酰胺酶功能域与转酰胺作用催
化核心功能域之间。结构预测发现 ＴＧａｓｅ１野生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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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Ｒ１４２胍基的两个电负性较强的氨基氮原子与
Ｙ１３４酚基的羟基氢原子形成氢键，Ｒ３２３胍基氢原子
和氮原子分别与 Ｇ４７３羰基氧原子、Ｄ４９０羧基氢原子
形成氢键，而突变后上述位点之间无法形成氢键（图

３、图４，见封三），可能影响该蛋白的生物学功能。

３　讨　论
　　Ｈｕｂｅｒ等首次发现位于染色体１４ｑ１１上的 ＴＧＭ１
基因是板层状鱼鳞病的致病基因［１］，其编码转谷氨酰

胺酶１（ＴＧａｓｅ１）。ＴＧａｓｅ１蛋白由二聚体构成，每个
单体包含４个功能域，分别是 Ｎ末端的转谷氨酰胺酶
功能域、转酰胺作用催化核心功能域和两个 Ｃ末端转
谷氨酰胺酶功能域（βｂａｒｒｅｌ１和 βｂａｒｒｅｌ２）［７－８］。
ＴＧａｓｅ１蛋白具有转移氨基酸到蛋白质的谷氨酸残基
上形成异肽键的能力，参与角质包膜形成过程中 ε（γ
谷氨酰）赖氨酸交联的形成［９］，是皮肤屏障功能的物

质基础。

本家系中，患儿突变 ｃ．４２４Ｃ＞Ｔ（Ｒ１４２Ｃ）来自母
亲，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Ｎ等［１０］研究表明，该突变直接导致了酶

的稳定性降低，严重影响了小鼠角质层的发育和皮肤

屏障功能建立。ＴＧａｓｅ１蛋白的第１４２位精氨酸的两
个氨基形成的氢键是其氨基端β折叠和酶接触反应中
心功能区连接的最关键的功能键之一，氢键的丧失可

能使ＴＧａｓｅ１蛋白的结构破坏而导致整个酶无活性。
而来自父亲的另一突变ｃ．９６７Ｃ＞Ｔ使第３２３位极性氨
基酸Ｒ变为非极性氨基酸 Ｗ，无法与第４７３位甘氨酸
和第４９０位天冬氨酸形成氢键，且 ＨｅｒｍａｎＭＬ等［９］报

导该突变改变了ＴＧａｓｅ１酶的转酰胺作用催化核心功
能域活性位点的总电荷分布，可能使酶的结构破坏，从

而影响其与底物的相互作用，导致ＴＧａｓｅ１活性降低或
失去活性。

本研究首次发现板层状鱼鳞病患者同时存在

ＴＧＭ１基因的两个复合性杂合突变 ｃ．４２４Ｃ＞Ｔ

（ｐ．Ｒ１４２Ｃ）和 ｃ．９６７Ｃ＞Ｔ（ｐ．Ｒ３２３Ｗ），对于进一步明
确ＴＧＭ１基因型与 ＬＩ临床表型之间的联系具有一定
的意义，并且为该家庭行产前诊断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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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６４页）
激动剂可引起病理性赌博、性冲动、异常进食等，体重

改变可能代表其中一种冲动性进食表现，这种现象往

往为临床所忽略，我们初步的观察表明两者有一定的

联系，值得治疗中的重视及进一步研究。

总之，我们首次回顾性研究了早期未治疗的 ＰＤ
患者治疗前后的 ＮＭＳ的变化，事实证明，只有少数的
ＮＭＳ症状随着治疗的变化而改变，与某些治疗药物特
别是多巴受体激动剂的使用有关，而与年龄、性别、病

程、ＵＰＤＲＳⅢ评分等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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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脊柱、椎管内肿瘤被误诊为腰椎间盘
突出症１５例原因分析

李大成，刘均雨

摘要：目的　主要分析脊柱、椎管内肿瘤被误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原因，从而探讨预防脊柱、椎管内肿瘤误诊的
方法和措施。方法　主要通过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海校医院骨伤科治疗的１００５例腰椎间盘突出症
过程中，发现有１５例是脊柱、椎管内肿瘤被误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通过对误诊原因回顾分析，探讨各种检查、治
疗效果的观察在预防脊柱、椎管内肿瘤被误诊中的价值。结果　１５例误诊患者１００％都没有经过认真的神经系
统检查，没有做过ＭＲＩ检查，做过ＭＲＩ检查的或者通过认真的全身体格检查和神经系统检查的没有一例误诊；且
这１５例患者治疗效果不明显或明显加重。最后通过胸腰椎的ＭＲＩ检查确诊胸椎肿瘤的２例（胸１１、１２），腰椎体
肿瘤７例，胸１１、１２段椎管内肿瘤４例，胸１２腰１段椎管内肿瘤２例，其中髓外肿瘤５例；１５例患者同时合并有
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结论　经过认真的全身体格、神经系统检查和ＭＲＩ影像学检查，会大大减少脊柱、椎管内
肿瘤误诊，同时也会大大减少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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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椎管内肿瘤分原发性和转移性两类。脊柱
肿瘤的症状主要由椎体内逐渐增大的肿块突破骨皮质

侵入椎旁软组织，从而压迫或侵入邻近神经根、脊髓而

产生；椎管内肿瘤的症状主要由肿瘤压迫神经根、脊髓

导致神经根受牵引，脊髓移位而变形，变性。它们产生

主要症状为腰痛、神经根痛，以及运动、感觉异常或障

碍。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指腰椎的纤维环破裂和髓

核突出压迫和刺激相应水平的一侧或双侧坐骨神经而

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１］。脊柱、椎管内肿瘤症状

与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上有相似之处，不认真做全

身体格和神经系统检查及相关的影像学检查，易被误

诊。我院骨伤科就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共１００５例中，发现有１５例脊柱、椎
管内肿瘤被误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共１００５例中，发现有１５例为脊
柱、椎管内肿瘤。其中椎体肿瘤９例，有４例是肺癌转
移的，都是男性，年龄５３～７５岁，有 ２例是肝癌转移
的，都是男性，年龄５２～６８岁，有２例是乳腺癌转移
的，年龄５８～７５岁，卵巢癌转移 １例，年龄为 ５８岁。
椎管内肿瘤有６例，其中髓外肿瘤５例，都是女性，年
龄３２～４７岁，脊髓内肿瘤１例，女性，年龄７７岁。椎
体肿瘤患者主要症状有：腰痛，夜间疼痛加重，腰部活

动明显受限，腰部有压痛、叩击痛，部分患者向腿部放

射；双“４”字试验都为阳性；部分患者有臀部、腿疼痛，
有腿脚活动轻微受限；挺腹试验阳性、部分直腿抬高试

验阳性；部分患者膝腱反射、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下

肢肌肉萎缩、下肢痛觉过敏或者感觉减退、下肢发凉等

不明显。主要检查情况为：Ｘ线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
骨质破坏，以腰椎退变为主；腰椎 ＣＴ检查为 Ｌ３～４椎间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１２安徽省蚌埠海校医院骨伤科
通讯作者：李大成，Ｅｍａｉｌ：５４００１２８７９＠ｑｑ．ｃｏｍ

盘突出２例，Ｌ４～５椎间盘突出４例，Ｌ５Ｓ１椎间盘突出２
例，合并 Ｌ４～５、Ｌ５Ｓ１椎间盘突出１例，突出在４ｍｍ以
内；血沉明显增高的３例；血象明显增高的３例。椎管
内肿瘤患者主要症状有：部分患者腰腿痛为主，伴有腰

部活动明显受限，常不能平躺或起床非常困难，腹压增

大疼痛明显加重，患者常不敢咳嗽、喷嚏、用力大便等

活动；部分患者皮肤感觉异常，如麻木、烧灼感或感到

下肢内部透心凉；部分患者下肢肌肉抽动、肌颤或感到

下肢无力；部分患者有膝反射亢进，Ｂａｂｉｎｓｋｉ征阳性，
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部分患者有大小便功能障碍。

主要检查情况为：Ｘ线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骨质破坏，
年龄大的以腰椎退变为主；腰椎 ＣＴ检查为 Ｌ３～４椎间
盘突出１例，Ｌ４～５椎间盘突出３例，Ｌ５Ｓ１椎间盘突出１
例，合并 Ｌ４～５、Ｌ５Ｓ１椎间盘突出１例，突出在４ｍｍ以
内；血沉明显增高的２例；血象明显增高的１例。
１２　诊疗方法　患者住院后根据临床症状、体征、腰
椎Ｘ线、腰椎ＣＴ相关影像学检查，诊断为腰椎间盘突
出症。采取理疗、推拿、中草药熏蒸、针灸、针刀、牵引

等治疗。通过对突出相似的患者，通过相同的治疗方

法比较治疗效果，患者症状无明显改善，或症状明显加

重的做进一步全身体格检查、神经系统检查和相关的

ＭＲＩ影像学检查。

２　结　果
　　１００５例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发现 １５
例患者是脊柱、椎管内肿瘤，这１５例患者１００％都没
有经过认真的神经系统检查，没有做过 ＭＲＩ检查，做
过ＭＲＩ检查的或者通过认真的全身体格检查和神经
系统检查的没有一例误诊；且他们治疗效果都不明显

或加重。最后通过胸腰椎的 ＭＲＩ检查确诊胸椎肿瘤
的２例（Ｔ１１～１２），腰椎体肿瘤７例，Ｔ１１～１２段椎管内肿瘤
４例，Ｔ１２Ｌ１段椎管内肿瘤２例，其中髓外肿瘤５例；１５
例患者同时合并有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根据对患者

全身体格和神经系统的详细检查和胸腰椎的 ＭＲ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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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最后确认诊胸椎肿瘤的２例（Ｔ１１～１２），腰椎体肿瘤７
例，Ｔ１１～１２段椎管内肿瘤 ４例，Ｔ１２Ｌ１段椎管内肿瘤 １
例，其中髓外肿瘤５例。

３　讨　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脊柱、椎管内肿瘤都以腰痛及
脊髓、神经根受压引起的下肢痛、感觉和运动异常等相

似症状，两者易误诊；另后者常合并有前者，前者又是

常发病多发病，所以常常首先考虑的是前者而把后者

误诊为前者。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段非常多，治疗

人员水平差别非常大，很多小诊所治疗人员缺乏专业

的医疗水平，相关检查缺失或不完整。只要我们临床

医生通过认真的全身、神经系统检查以及对临床症状、

治疗效果认真的观察分析，应能杜绝误诊。

３１　临床症状和体征　①腰椎间盘突出症以腰痛为
首发症状，在劳累、剧烈运动或外伤之后加重，休息后

减轻；而脊柱或椎管内肿瘤大部分以腰椎轴向疼痛为

主，夜间或休息疼痛不减轻，反而加重，晨起非常艰难。

后者的疼痛主要是由肿瘤的破坏的效应或脊髓、神经

根受压引起的［２］。②腰椎间盘突出症下肢放射痛可在
腰痛发生后或同时出现，疼痛一般为阵发性抽痛，部分

出现下肢痛后，腰痛减轻或消失；脊柱或椎管内肿瘤下

肢痛一般在腰痛之后，且下肢痛后腰痛一般无明显减

轻。前者的腰痛主要是突出的髓核对后纵韧带的刺激

造成的，突破后纵韧带后，腰痛减轻，突出的髓核压迫

或刺激神经根而造成下肢放射痛；而后者的腰痛主要

是肿瘤对脊柱的破坏以及局部压力的升高造成的［３］，

随着肿瘤的发展，肿瘤的破坏物等或肿瘤的本身对神

经根、脊髓的压迫、刺激而造成下肢痛。③腰椎间盘突
出症下肢感觉、运动异常主要是因为神经根受压、刺激

造成的，主要是患侧下肢后外侧感觉麻木，发凉发冷，

有时出现蚁行感、烧灼感等，压迫过重会造成神经根麻

痹而产生下肢部分肌肉萎缩、无力而导致运动异常；脊

柱或椎管内肿瘤除前者病症都有外，椎管内肿瘤常以

下肢发凉、无力甚至走路不稳为主，主要是椎管内肿瘤

压迫脊髓造成的。④腰椎间盘突出症压痛点常在突出
椎间隙椎旁，单一固定，有叩击痛一般向下肢放射，膝

腱反射正常、减弱或消失，Ｂａｂｉｎｓｋｉ征一般为阴性；而
脊柱或椎管内肿瘤腰背部压痛点比较广泛或不确定，

叩击向下肢放射一般不明显，椎管内肿瘤膝腱反射常

一般亢进，Ｂａｂｉｎｓｋｉ征一般为阳性。
３２　影像学检查　Ｘ线常是腰椎病首先的检查，若病
变未造成骨质的改变或改变范围较小、较轻或组织结

构复杂等，Ｘ线常难以发现，不少骨质的变化Ｘ线的表
现比病理改变或临床表现晚［４］，Ｘ线片显示椎体有破
坏现象，椎体大概已有５０％以上受破坏［２］，Ｘ线检查
对肿瘤早期不敏感。腰椎 ＣＴ检查常是对 Ｌ３～４、Ｌ４～５、
Ｌ５Ｓ１椎间隙的椎间盘情况进行检查，本误诊病例中，椎

管内肿瘤位置较高，不可能发现椎管内肿瘤，也很难发

现脊柱椎体肿瘤，腰椎 ＣＴ对脊柱、椎管内肿瘤诊断易
漏诊。ＭＲＩ对脊柱或椎管内肿瘤诊断率高，可以清楚
显示肿瘤的部位、大小，且通过对 ＭＲＩ信号增强分析，
可以大致分析推断出肿瘤的性质，ＭＲＩ对骨破坏、软组
织病变的显示较Ｘ线片、ＣＴ更敏感、更清晰，且无假阳
性，有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４－６］。

３３　治疗疗效观察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对消炎镇
痛药、脱水药、扩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药、营养神经药一

般能减轻痛麻等症状，神经根水肿减轻后，腰椎牵引能

明显改善症状；而脊柱或椎管内肿瘤对上述药物一般

不敏感，牵引后一般加重，且一般牵引一次加重一次。

通过对患者治疗效果的观察和分析，特别对患者牵引

后效果分析，应能尽早纠正误诊。若是中老年患者，通

过药品、理疗、牵引等保守治疗后效果欠佳或无效，应

高度警惕肿瘤可能［３］。

脊柱、椎管内肿瘤发病率远比腰椎间盘突出症低，

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发病率约为５％，是引起腰腿痛
最常见的原因［７］，在诊治腰腿痛的患者时，习惯性考虑

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只要经过认真的全身体格、神经

系统检查发现症状和体征有疑问的应做进一步相关检

查，最好做胸腰椎 ＭＲＩ影像学检查；在给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治疗过程中，发现患者治疗效果和患者所患

疾病不相符时，要做认真的全身体格和神经系统检查，

并做胸腰椎ＭＲＩ影像学检查，在我院腰椎间盘突出症
治疗无效果的患者中，７５％以上是肿瘤患者，其次是巨
大型椎间盘突出，再其次是极外侧型椎间盘突出，后两

型通过腰椎 ＣＴ易看出，相似的病症通过相同的治疗
方法，而治疗效果相差甚大，应考虑脊柱、椎管内肿瘤

可能。只要我们能够认真的给病有做检查，不放过任

何疑问，只要我们认真的观察患者治疗效果，发现有疑

问，立即做进一步检查就会大大减少脊柱、椎管内肿瘤

误诊，同时也会大大减少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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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奥拉西坦在高血压脑梗死神经系统损害中的应用
徐俊

摘要：目的　探讨奥拉西坦注射液治疗高血压脑梗死患者神经系统损害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宁波市鄞州第
二医院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期间收治的高血压脑梗死患者１２０例，并随机分为普通组和研究组，普通组有
男性患者３６例，女性患者２４例；年龄４５～７７岁，平均（６３．４２±６．２１）岁；合并冠心病的有６例，合并糖尿病的有７
例。研究组中有男性患者３７例，女性患者２３例；年龄４６～７６岁，平均（６４．１６±５．９８）岁；合并冠心病的有８例，
合并糖尿病的有６例，２组均接受常规综合治疗，普通组患者在常规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接受尼莫地平口服治疗，
１２０ｍｇ／次，２次／ｄ，研究组在常规综合治疗的基础上使用奥拉西坦注射液治疗，静脉滴注，４ｇ／次，１次／ｄ，２组患
者均治疗２１ｄ。对比２组治疗后神经功能ＮＩＨＳＳ评分、认知能力ＭＭＳＥ评分、日常生活能力ＢＩ评分以及治疗效
果，所得数据中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结果　研究组治疗后 ＮＩＨＳＳ得分１０．８８±４．２３，
ＭＭＳＥ得分２６．０１±３．３４，优于普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Ｉ得分８０．０２±１２．２４与普通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的治疗总有效率（９１．６７％）显著高于普通组（７６．６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奥拉西坦注射液治疗高血压脑梗死患者使用临床效果显著，对神经系统损害修复作用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奥拉西坦注射液；高血压脑梗死；神经系统；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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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脑梗死
的发病率不断提高，脑梗死是一种病情重、预后差，严

重影响人类健康，危害生命的脑血管病［１］。中老年人

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脑梗死，脑梗死患者经

常表现为身体功能性残疾，更甚者在社会适应性、心

理、认知情感等发面亦发生障碍［２］，生活质量明显下

降，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探讨

对高血压脑梗死患者使用奥拉西坦注射液治疗后对神

经系统损害的临床效果，本文选取６０例患者使用奥拉
西坦注射液治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收治的高血压脑梗死患者１２０例，并随机分为普通组
和研究组。所有患者都常规进行 ＭＲＩ或 ＣＴ辅助检
查，且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

议关于高血压脑梗死的诊断标准。普通组有男性患者

３６例，女性患者２４例；年龄４５～７７岁，平均（６３．４２±
６．２１）岁；合并冠心病的有６例，合并糖尿病的有７例。
研究组中有男性患者３７例，女性患者２３例；年龄４６～
７６岁，平均（６４．１６±５．９８）岁；合并冠心病的有８例，
合并糖尿病的有６例。２组患者性别、年龄、伴随疾病
等一般资料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接受相同的常规综合治
疗，控制患者血糖、血压及血脂，改善微循环，服用阿司

匹林。在此基础上，普通组患者使用尼莫地平（山东新

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７０３５２）口服治
疗，每次１２０ｍｇ／次，２次／ｄ。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使用奥拉西坦注射液治疗（哈尔滨三联药业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９％生理盐水静脉
滴注，４ｇ／次，１次／ｄ，２组患者均治疗２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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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评价方法　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ＮＩＨＳＳ）评价神经功能缺损［３］，使用简易智能量表

（ＭＭＳＥ）评价认知功能，使用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ＢＩ）评价日
常生活行为能力。将治疗效果分为４个等级，治愈：患
者所有病症全部消失，没有后遗症，指标检测正常；显

效：患者精神状态良好、有清楚的意识状态，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降低了９０％以上；有效：患者精神状态有改
善、意识状态也有相应改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降低了

１８％～９０％；无效：神经功能缺损评价得分降低０％ ～
１７％，但是病情经过治疗并没有改善。总有效率定义
为：总有效率 ＝（治愈例数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
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
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评分对比　普通组治疗后 ＮＩＨＳＳ得分１６．２７±
３．９９，ＭＭＳＥ得分为２４．１３±３．２１，ＢＩ得分为７８．２６±
１３．０５，研究组治疗后 ＮＩＨＳＳ得分为 １０．８８±４．２３，
ＭＭＳＥ得分为２６．０１±３．３４，改善均优于普通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Ｉ得分为８．０２±１２．２４，改
善略优于普通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２　治疗有效率对比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 ９１．
６７％，普通组治疗总有效率７６．６７％；研究组治疗效果
明显优于普通组，χ２＝５．０６５，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２。

３　讨　论
　　脑梗死也被称为脑卒中，是一种脑部血液循环障
碍性疾病，具有很强的突发性、致死及致残率，复发率

较高，而且复发后病情会加重，而临床传统的治疗方法

欠佳，给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严重威胁［４－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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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脑梗死的发病率较高，且有逐年增高的趋势，且发

病前少有预发性征兆，少部分患者在发病前可能出现

口齿不清等症状［６－７］，随着病情的发展可导致患者出

现血管性认识障碍，严重干扰患者正常生活，危险较

大［８］。

表１　２组高血压脑梗死患者三项评分对比

组别 例数
ＮＩＨＳＳ得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ＭＭＳＥ得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ＢＩ得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６０例 ２５．３４±５．１３ １０．８８±４．２３ ２２．２３±３．０１ ２６．０１±３．３４ ７４．４３±１０．２３ ８０．０２±１２．２４
普通组 ６０例 ２５．４５±４．９７ １６．２７±３．９９ ２２．４８±２．８９ ２４．１３±３．２１ ７４．２２±１１．０１ ７８．２６±１３．０５
ｔ值 ０．１１９ ７．１８０ ０．４６４ ３．１４４ ０．１０８ ０．３５９
Ｐ值 ０．３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３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２２３ ０．０８２

表２　２组高血压脑梗死患者治疗有效率结果
对比［ｎｉ＝６０，（ｎ，％）］

类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普通组

研究组

４（６．６７）
１１（１８．３３）

１９（３１．６７）
２３（３８．３３）

２３（３８．３３）
２１（３５．００）

１４（２３．３３）
５（８．３３）

７６．６７％
９１．６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以往临床多采用尼莫地平治疗该疾病。尼莫地平
是一种钙离子拮抗剂，这种药物的特点是脂溶性很好，

因此容易渗透进脑组织，释放血管痉挛带来的张力，组

织渗出的继续蔓延，对减轻脑水肿很有好处；此外尼莫

地平可以促进止血后的颅内血肿进行溶解，降低了血

肿对其周围组织的压迫，以降低患者危险性［９］。除了

治疗的效果外，尼莫地平还可以对脑组织起到保护的

作用，降低了颅内高压以及脑水肿带来的损伤。但整

体而言，尼莫地平的治疗效果欠佳。

目前奥拉西坦（ｏｘｉｒａｃｅｔａｍ，ＯＲＣ）的应用越来越
多，奥拉西坦属于吡拉西坦类似物，可促进磷酰胆碱和

磷酰乙醇胺合成，提高大脑中 ＡＴＰ／ＡＤＰ的比值，使大
脑中蛋白质和核酸的合成增加，奥拉西坦注射液药效

发挥快速，药物很快渗透至血脑屏障，能够在颅内海

马、中隔区、纹状体以及皮层发挥作用，对患者的学习、

记忆以及认知有改善作用［１０］，并改善高血压脑梗死患

者的行为能力以及日常生活能力；ＯＲＣ可调节胆碱，并
上行激活系统中的神经元，中枢网状结构中的拟胆碱

受到刺激作用，促进了乙酰胆碱的分泌释放并通过突

触，阻断胆碱能受体，呈现出反馈机制，激活患者机体

与记忆有关的神经肽发挥作用，抑制脯氨酸内肽酶；奥

拉西坦通过血脑屏障后刺激特异性中枢神经受，提高

大脑对氧的利用率，同时与尼莫地平等药物相比对葡

萄糖的利用率也相应提高［１１］。奥拉西坦对患者定向

力、记忆、精神活动等起到改善作用，从而改善神经系

统受到的损害［１２］。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在ＮＩＨＳＳ评
分、ＭＭＳＥ评分、ＢＩ评分上改善均优于普通组，治疗有
效率也优于普通组，说明对高血压脑梗死患者使用奥

拉西坦注射液治疗后对神经系统损害有很好的促进恢

复作用，且治疗过程中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说明安全

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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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７：６４１６４９．

［１８］　ＫａｔｏＴ，ＳａｋａｉＨ，ＴａｋａｇｉＴ，ｅｔａｌ．Ｃｉｌｏｓｔａｚｏ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ａ
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Ｊ］．ＡｍＪ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２，３３（７）：１２６２

１２６６．
［１９］　戴健，肖瑾．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及

斑块的检测及意义［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０，３１（１０）：１２１７１２１９．
［２０］　姚文君，郑穗生，汪渊，等．１２８层螺旋 ＣＴ血管造影评估动脉粥

样硬化早期斑块的实验研究［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４）：４７２
４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２

·２１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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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照组肝细胞油红 染色（72 ，O h
×400）

图2 实验组1肝细胞油红 染色（72 ，O h
×400）

图3 实验组2肝细胞油红 染色（72 ，O h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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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左侧膝关节去除软组织，
暴露克氏针

图2 右股骨正位片测量横向钻角

图1 两组胎盘组织微血管计数

注：图1 、图1 分别表示正常足月妊娠及 胎盘组织高倍镜下视A B GDM
野 34染色后行微血管计数。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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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1 恶性疟原虫薄血膜 图2 恶性疟原虫厚血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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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基因 .424 > 杂合突变位点TGM c C T 图2 1基因 .967 > 杂合突变位点TGM c C T

图3 -1野生型蛋白第142位精氨酸突变TGase

注：左图示第142位精氨酸胍基的两个氨基氮原子
与 第134位 酪 氨 酸 酚 基 的 羟 基 氢 原 子 形 成 两 个 氢
键，右图为对应突变型蛋白。

图4 -1野生型蛋白第323位精氨酸突变TGase

注：左图示第323位精氨酸胍基氢原子和氮原子分
别与第473位甘氨酸羰基氧原子、第490位天冬氨酸
羧基氢原子形成氢键，右图为对应突变型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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