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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健康档案（ＨＥＲ）有效利用研究（续完）
鲍勇，张安

（接２０１４年第１２卷第４期）
４３　专业院所（疾控中心）对居民ＨＥＲ有效利用路径　

详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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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专业院所（疾控中心）对居民ＨＥＲ有效利用路径
４４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居民ＨＥＲ有效利用路径　 详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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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居民ＨＥＲ有效利用路径
４５　社区居民对居民健康档案（ＨＥＲ）有效利用路
径　社区居民对 ＨＥＲ有效利用可以有效地使居民利
用ＨＥＲ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信息。同时也可以通过
建立ＨＥＲ实现健康自助。见图４、图５。

５　中国居民健康档案有效利用政策建议
５１　统一设计，标准建设　建立与完善社区居民
ＨＥＲ是政府医改的重要内容。在当前老龄化加剧，医
疗资源分布不均，慢性疾病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如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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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规范和利用ＨＥＲ做好一、二、三级预防，节约资源，
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医改的重中之重。按照卫

生部２００９年《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
指南（试行）》和《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建设技术解决方案（试行）》，要统一建立规范化的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推进以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区域卫生

信息化建设，促进区域卫生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整合，

避免造成平台不能相容，导致各区信息不能共享，重复

投资和无效投资。

要加快医学、技术标准化与相关软件的开发与应

用。目前ＨＥＲ并无统一技术标准，所以很难进行交
流、评估，只能供区域信息平台共享。所以应进一步规

范医学诊断、治疗、操作等方面描述的标准化，便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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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模块间信息整合。针对 ＨＥＲ结构体系、功能模型、
建设模式等内容的研究以及相关软件的开发应用应受

到进一步重视。建立技术标准和规范，可以消除“信息

孤岛”，减少资源浪费和管理混乱，为信息在整个系统

中的通畅流动和充分利用提供保障，并且为社区卫生

服务信息系统与医疗、疾病控制等不同信息系统之间

的连接，全面整合卫生资源奠定基础。保证ＨＥＲ的内
容完整、格式规范、功能全面、传输流畅、反馈及时，以

满足居民、部门需求和实现健康档案有效开发利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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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社区居民对居民健康档案（ＨＥＲ）有效利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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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居民健康自助路径
５２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ＨＥＲ的建立应当由政府
主导，卫生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助。ＨＥＲ建设可以借
助其他相关部门（公安、民政、社会保障）现有的信息

资源，把相关的健康基本信息导入 ＨＥＲ，从而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如江苏吴江市针对市民卡居民，由市民

卡服务中心采集基础信息并与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

时共享，并逐步完善个人健康信息，较好地建立了

ＨＥＲ。要加大资金投入，在政府主导下制定统一的信
息化发展规划。规划要高起点，要制定各项技术标准

和技术规范，编制一套切实可行的社区卫生服务信息

化建设管理软件，以实现对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的动态

管理和本地区范围内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同时主管部

门应制定各项包括工作信息采集、质量控制和效果评

价等内容的技术规范和工作方案。在健康档案的建

立、更新、利用的环节，要求体现卫生牵头、多部门协助

的工作模式。ＨＥＲ是社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有各部门积极协助才能实现资源共享，减少“死

档”的发生，提高软件的利用率，并降低系统的运行、维

护成本。如在上海居民大都有一张社保卡，社保卡中

有居民一些简单的基本信息，并在全市通用，若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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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任意一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诊，都能读到他的

参保信息，作为一张从居民出生就持有的社保卡，我们

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介质，让他不仅具有就诊功能，同时

也具有记录居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健康档案信息功能。

但是要实现这一功能，除了健康档案介质要有唯一性，

同时还要建立市级统一卫生数据交换平台，多部门参

与，提供标准化的数据采集规范，使各区、县医疗机构

信息都能交换、都能共享，甚至可以往国家级层面提供

数据［７］。

５３　因地适宜，稳步推进　立足实际，有重点地分步
分阶段稳步推进为保证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建立的质

量，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

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健康档案建立方式，使健康档案

建立的质量得到充分保证。可采取入户调查与日常健

教、咨询、医疗相结合的方法，提高居民对建档的依从

性，分步推进健康档案的建立。首先将重点人群、重点

病、慢性疾病作为第一步建档与随访对象。在日常医

疗保健门诊中，对重点人群（儿童、残疾人、孕妇），重

点疾病（精神病、结核病、肿瘤等），慢性疾病（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实现建档。同时通过政

府、媒体的大力宣传，鼓励有需求的居民主动建档，同

时提高居民对健康档案的关注度，对档案信息的准确

性进行监督，保证档案信息的治疗。第三是在前面两

项工作的基础上，可整合居委、民政、计生、公安、物业

管理等资料，完成健康档案的基本资料部分，然后在其

他部门的配合下，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健

康档案其他部分，实现地区人群的健康档案的完全建

立。在健康档案的管理过程中，也要做到区别对待，第

一二步完成的健康档案由于使用的频率较高，可实现

自动更新、动态管理。第三步完成的档案除少部分可

能实现自动更新外，大部分需要进行定期更新［８］。

５４　搭建共享平台，提高利用水平　积极推进区域共
享平台，提高健康档案的使用率。档案信息利用率的

高低是一个档案系统优劣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应该

通过提高档案信息系统的利用率，来促进系统建档、更

新和维护的主动性，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应积极推

进区域共享平台的建立，在医疗机构、家庭个人间实现

健康档案核心信息、公共卫生信息、医疗信息共享，促

进各级医疗机构的服务联动，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实

现双向转诊，减少重复检查、开药和过度诊疗。社区健

康管理过程中需要非常重视和发挥 ＨＥＲ的作用。实
现诊疗信息在不同医疗机构的调阅和更新，大力推进

ＨＥＲ的自动更新程度，促进区域卫生信息的大力发
展。便于政府、研究机构采集各种数据，为学术研究和

政府决策提供有效资料和信息。实现“人人享有

ＨＥＲ，档案记录一生、管理一生、服务一生”的目标。

５５　深入挖掘，提高效用　通过系统开发，进一步发
挥ＨＥＲ的潜在功能健康档案不是简单的过程数据积
累和存储，而是基于原始数据的评价数据，是数据的整

合平台。应根据不同阶段的管理重点，通过对原始数

据清洗、挖掘、汇总，形成健康服务、健康管理的再生信

息。我们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９－１３］，应通过应用研

究，将相关的政策和业务规范设计成计算机自动识别

的应用模型，借助模型对比，提供业务管理支持。更应

建立自动提醒功能，在诊疗过程中能将关键信息（包括

常见病的诊疗方案）主动推送到医生工作界面，成为全

科医生临床诊疗的支持系统［１４］。

５６　加强网络建设，提高内涵　ＨＥＲ在移动互联网
和物联网等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加强ＨＥＲ的溯源应用
管理，不断完善居民健康合约电子化模块、体检信息格

式化模块等，切实提高ＨＥＲ的利用率，丰富ＨＥＲ的内
涵，使之成为“活档”。

５７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逐步形
成稳定、可持续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管理与保障

制度，为可持续性发展健康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提供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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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讲堂·

小儿咳嗽的诊断和治疗
陈兰举

　　咳嗽是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是小
儿呼吸系统疾病的保护性反射。就医的患儿中，至少有

２０％的学龄前儿童和１０％的学龄儿童以咳嗽为主要症
状。咳嗽的原因很复杂，尤其是儿童慢性咳嗽（超过４
周）的诊断有一定难度，影响患儿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

咳嗽的产生，是由于当异物、刺激性气体、呼吸道内分泌

物等刺激呼吸道黏膜里的感受器时，冲动通过传入神经

纤维传到延髓咳嗽中枢，引起咳嗽。临床上分为急性咳

嗽或慢性咳嗽。

１　小儿咳嗽的发病原因
　　许多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百日咳杆菌、肺炎支原
体、衣原体等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是儿童咳嗽最常见的

原因。如果治疗不及时，病毒或细菌向下蔓延就会产生

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咳嗽不断加重，有的还可出现

不同程度的发热，甚至体质较差的儿童病情危重。气管

异物是１～３岁儿童慢性咳嗽的重要病因。这类咳嗽通
常表现为阵发性剧烈呛咳，同时有呼吸音减低、喘息、窒

息等表现。也可表现为慢性咳嗽伴阻塞性肺气肿或肺

不张。

１１　小儿咳嗽的年龄因素　不同年龄小儿咳嗽的原因
不同。小婴儿以呼吸道感染为主，还有先天性气管、支

气管、肺、大血管发育异常、胃食管反流等也可引起咳

嗽。幼儿多为呼吸道感染和感染后咳嗽，气管异物，上

气道咳嗽综合征，胃食管反流、咳嗽变异性哮喘等引起

的咳嗽。学龄前儿童以呼吸道感染和感染后咳嗽和上

气道咳嗽综合征为主，还有气管异物，咳嗽变异性哮喘，

胃食管返流、支气管扩张等。学龄儿童以上气道咳嗽综

合征为主，另外还有咳嗽变异性哮喘、感染后咳嗽、气管

异物、心因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引起的咳嗽。

１２　症状性咳嗽　咳嗽是某种诊断明确疾病的症状之
一。例如咳嗽伴随呼气性呼吸困难、听诊有呼气相延长

或哮鸣音，提示气管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哮喘、先

天性气道发育异常（如气管支气管软化）等；伴随呼吸急

促、缺氧或紫绀者提示肺炎；伴随生长发育障碍、杵状指

（趾），提示严重慢性肺部疾病及先天性心脏病等；伴随

有脓痰者提示肺部炎症、支气管扩张等；伴随咯血者提

示严重肺部感染、肺部血管性疾病、肺含铁血黄素沉着

症或支气管扩张等。

１３　呼吸道感染与感染后咳嗽　呼吸道感染是小儿冬
春季节发病率最高的疾病。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

毒、巨细胞包涵体病毒、肺炎支原体、衣原体、百日咳杆

菌等是小儿引起呼吸道感染性咳嗽的常见病原体。

１４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以慢性咳嗽为主。包括慢
性扁桃体炎、各种鼻炎、鼻窦炎、慢性咽炎、鼻息肉、腺

样体肥大引起的咳嗽。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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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慢性咳嗽伴或不伴咳痰，以清晨或体位改变时咳嗽为

主，有鼻塞、流涕、咽干并有异物感、反复清咽、有咽后壁

黏液附着感，还有少数患儿诉有头痛、头晕、低热等；鼻

窦区压痛，鼻窦开口处黄白色分泌物流出，咽后壁滤泡

呈鹅卵石样增生；抗组胺药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鼻用

糖皮质激素等治疗有效。

１５　咳嗽变异性哮喘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引起学龄前
和学龄期小儿咳嗽的常见病因。其临床特点是持续咳

嗽达４周以上，夜间和（或）清晨发作，遇冷空气和运动
后咳嗽加重，临床上无感染征象，抗生素治疗无效；支气

管扩张剂治疗有效；肺通气功能正常，支气管激发试验

气道高反应性（阳性）；过敏体质，有过敏性疾病家族史。

１６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婴幼儿期胃食管反流是生理
现象。４０％～６５％的健康婴儿可有胃食管反流，１～４个
月的小婴儿达高峰，１岁时大多能自然缓解。但当有胃
食管功能紊乱时就成为胃食管反流病。胃食管反流在

儿童患病率约１５％。胃食管反流的临床特点有阵发性
咳嗽，甚至剧咳，以夜间为多；症状多在饮食后发生。部

分较大患儿可诉上腹、剑突下不适，胸骨后烧灼感；婴儿

还可引起窒息，生长发育缓慢。

１７　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　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
的临床特点：慢性刺激性咳嗽；胸部Ｘ线片正常；肺通气
功能正常；痰液中嗜酸粒细胞大于３％；糖皮质激素治疗
（口服或雾化）有效。

１８　先天性呼吸道疾病　包括气管食管瘘、血管畸形
压迫气道、喉气管支气管软化或狭窄、支气管肺囊肿、纤

毛运动障碍、纵隔肿瘤等。７５％的气管软化患儿表现为
持续性咳嗽，应与哮喘鉴别。

１９　其他病因
１９１　心因性咳嗽　心因性咳嗽的临床特点：年长儿
多见；日间咳嗽为主，专注于某件事情或夜间休息时咳

嗽消失；常伴有焦虑症状；不伴有器质性疾病，并排除其

他原因。

１９２　异物吸入　咳嗽尤其是３岁以内小儿气道异物
的最常见的原因和症状。大约有７０％的气道异物吸入
患儿表现为咳嗽，通常表现为阵发性剧烈呛咳，也可仅

表现为慢性咳嗽伴阻塞性肺气肿或肺不张。异物进入

小支气管，可以无咳嗽。

１９３　药物性咳嗽　肾性高血压的患儿在使用卡托普
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后会诱发咳嗽。表现为

慢性持续性干咳，夜间或卧位时加重，停药３～７ｄ可使
咳嗽明显减轻或消失。心得安（β肾上腺素受体阻断
剂）也可引起支气管的高反应性，导致药物性咳嗽。

１９４　耳源性咳嗽　是小儿咳嗽的一个少见原因。
２％～４％的人具有迷走神经耳支，当中耳炎时，迷走神
经受到刺激就会引起咳嗽。

２　小儿咳嗽的诊断
２１　病史与体格检查　详细询问病史，注意咳嗽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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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如犬吠样、雁鸣样、断续性或阵发性、阵发性、痉挛性

或非痉挛性咳嗽，是否伴咳痰，呼吸频率、胸廓有无畸

形，应注意有无支气管扩张以及潜在的基础疾病等。体

格检查肺部及心脏有无病变，有无指（趾）端紫绀。尽可

能查出引起咳嗽的病因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的原因等，

这对病因诊断具有重要作用。注意咳嗽的加重因素及

其伴随症状。慢性咳嗽伴咳痰者，应注意有无支气管扩

张以及潜在的基础疾病如囊性纤维变和免疫缺陷病等。

体格检查肺部及心脏，有无甲床紫绀、杵状指等。注意

评估患儿的生长发育情况、呼吸频率、胸廓有无畸形等。

２２　辅助检查
２２１　放射学检查　小儿咳嗽应常规胸Ｘ线片检查，
依据胸Ｘ线片正常与否，决定下一步的诊断性治疗或检
查。怀疑鼻窦炎时拍卡瓦氏位片或者建议到耳鼻咽喉

科进一步诊治。胸部ＣＴ有助于发现纵隔、肺门淋巴结
及肺野内的中小病变，高分辨ＣＴ则有助于非典型支气
管扩张、肺间质性疾病等诊断。ＣＴ鼻窦片显示鼻黏膜
增厚＞４ｍｍ或窦腔内有气液平或模糊不透明是鼻窦炎
的特征性改变。鼻窦部ＣＴ、ＭＲＩ检查是不可或缺的诊
断手段之一。小儿鼻窦发育不完善（上颌窦、筛窦出生

时已存在但很小，额窦、蝶窦５～６岁才出现）、结构不清
楚，诊断时应注意这些特点。

２２２　肺功能　５岁以上儿童应常规行肺通气功能检
查，必要时可根据一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进一步行
支气管舒张试验或支气管激发试验，以辅助哮喘的诊断

以及与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的鉴别。

２２３　支气管镜　对于怀疑气道发育畸形、异物（包括
气道内生异物、痰栓）等引起的咳嗽以及需要进行支气

管镜（纤维支气管镜、硬质气管镜等）检查。

２２４　诱导痰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学检查和病原
微生物分离培养　可以明确或提示呼吸道感染病原，若
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则是诊断过敏性炎症的主要指标。

２２５　其他　ＰＰＤ皮试、血清总 ＩｇＥ和特异性 ＩｇＥ测
定，皮肤点刺试验，２４小时食道ｐＨ值监测、食道腔内阻
抗检测等。还有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气管支气管活

检、咳嗽感受器敏感性检测等。

３　小儿咳嗽的预防
　　对于小儿咳嗽的预防，需注意：①要预防咳嗽，首先
要预防感冒。所以要注意锻炼身体，坚持户外活动，提

高小儿的防病能力。②加强调理好孩子的生活和饮食，
保证睡眠，居室空气流通，环境安静，空气清新。③尽量
不带孩子到公共场所，不去人群拥挤嘈杂的环境，不接

触感冒和咳嗽的患者。④平时适当食用梨和萝卜，对咳
嗽有一定的预防之效。小儿手脚温暖是穿衣合适的标

志，手脚凉是因为穿衣少了，后背、脖子出汗表示穿衣多

了。家长可以根据孩子手脚的温凉和出汗的情况，随时

加减衣服，避免孩子受凉、受风，减少感冒的发生。⑤要
保证小儿一日三餐吃好，少吃零食、凉的和油腻食物。

对一般的发烧、咳嗽患儿给予可口的、清淡的、有营养的

饮食；冬天务必给热的饮食，面条、面片汤都很好。发烧

出汗体液消耗多，要多喝水、果汁，多吃水果。饮食要规

律，荤素搭配，保证营养供给。营养得到保证，身体自然

就会强壮，抵抗力也会大大增强。⑥住居室要清洁、安
静、空气流通。孩子睡不着不必强迫孩子睡觉，可以坐

着玩。孩子病时不要洗澡，因为洗澡会使血液循环旺

盛，容易再次受凉。痰多的孩子还会因为洗澡而增加分

泌物，只能在患病１周后，孩子咳嗽情况好转时，比如只
是早晨稍有咳嗽，食欲、精神不错，能玩、不发烧时，可在

入睡前洗一次澡，以后就可以隔一天洗一次。

４　小儿咳嗽的治疗
　　首先咳嗽不是病，它只是一种症状，而且适当的咳
嗽对人体是有益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呼吸道排出异常分

泌物或异物，祛除病因，咳嗽自然而然就好了。除非孩

子咳嗽严重到影响睡眠或吃饭，不利于疾病恢复的时

候，我们才根据具体的情况选药。

４１　需要立即就医与否的区分　需要立即就医的情形
有：①孩子突然咳得很严重，且有呼吸困难，可能有异物
吸入，容易误吞的东西有瓜子、花生、药丸、纽扣、硬币

等，这类情形非常危险，应及时去医院进行抢救。②高
烧伴有咳嗽、喘鸣并伴有呼吸困难，需立即就医。③小
婴儿毛细支气管炎，也称喘憋性肺炎。患儿喘憋症状明

显，脸色差，呼吸增快，吸气时三凹征，应及时送医院救

治。可以先观察，不急送医院的咳嗽情形：①虽有咳嗽、
发烧，但精神好，大多是感冒或扁桃体炎。②感冒、发烧
的轻微咳嗽。③咳嗽、痰多，但不发热，精神好。④只发
生在清晨的咳嗽。⑤紧张时或运动后的轻微咳嗽。
４２　药物治疗
４２１　祛痰药物　咳嗽伴有痰，应以祛痰为原则，可以
选用盐酸氨溴索、愈创木酚甘油醚和中药祛痰剂等。盐

酸氨溴索主要作用于气管和支气管黏液分泌细胞，促其

分泌粘滞性低的分泌物，使痰液由粘变稀。盐酸氨溴

索，除了可以口服还能静滴，氨溴索为溴己新在体内的

代谢产物，具有黏痰溶解作用，可使痰中的多粘纤维断

裂从而稀释痰液。盐酸氨溴索不但能溶解黏痰，降低黏

度，还能增加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合成，与抗生素有协同

作用，所以广泛应用于支气管肺炎和各种原因引起的肺

部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婴儿毛细支气管炎、新生儿吸入性肺炎等。该类药

物副作用少见。

４２２　抗组织胺药物　西替利嗪、氯苯那敏、氯雷他定
等用于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４２３　抗菌药物　明确为细菌或肺炎支原体、衣原体
病原感染的咳嗽者可考虑使用抗菌药物。肺炎支原体

或衣原体感染者可选择大环内脂类抗生素，包括红霉

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和其他病原菌药物。

４２４　平喘抗炎药物　糖皮质激素、β２受体激动剂、Ｍ
受体阻断剂、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茶碱等药物。

４２５　镇咳药物　慢性咳嗽尤其在未明确病因前不主
张使用镇咳药。异丙嗪（非那根）的镇静作用有不良反

应。

４４　非药物治疗　避免接触过敏源、受凉、烟雾环境；
对鼻窦炎进行鼻腔灌洗；气道异物应及时取出；停用药

物诱发性咳嗽的用药；心因性咳嗽则应给予心理疏导；

及时接种疫苗，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和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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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血清胆红素与冠心病冠脉病变程度关系的研究
李妍妍，周传伟，王向明，陈爱玲

摘要：目的　了解冠心病患者血清胆红素水平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间的关系，评估血清胆红素预测冠状动脉狭
窄严重程度的可能性。方法　采用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系统，将４８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冠心病患者分为冠心病
轻度病变组、冠心病重度病变组。选取同期住院的２５例非冠心病患者作为对照组，检测入选者血清总胆红素
（ＴＢＩＬ）、直接胆红素（ＤＢＩＬ）、间接胆红素（ＩＢＩＬ）水平。结果　对照组的ＴＢＩＬ为（１６．８１±５．８７）μｍｏｌ／Ｌ，ＤＢＩＬ为
（６．２８±２．６８）μｍｏｌ／Ｌ，ＩＢＩＬ为（１２．１４±２．７８）μｍｏｌ／Ｌ。冠心病轻度病变组的 ＴＢＩＬ为（１３．８１±３．６２）μｍｏｌ／Ｌ，
ＤＢＩＬ为（４．８３±１．２８）μｍｏｌ／Ｌ，ＩＢＩＬ为（８．９９±３．２０）μｍｏｌ／Ｌ。冠心病重度病变组的 ＴＢＩＬ为（９．７９±３．３９）μｍｏｌ／
Ｌ，ＤＢＩＬ为（３．４６±１．５０）μｍｏｌ／Ｌ，ＩＢＩＬ为（５．９３±２．４５）μｍｏｌ／Ｌ。与对照组相比，冠心病组 ＴＢＩＬ、ＤＢＩＬ、ＩＢＩＬ降低
（Ｐ＜０．０５）。重度病变组ＴＢＩＬ、ＤＢＩＬ、ＩＢＩＬ水平较轻度病变组降低（Ｐ＜０．０５）。ＴＢＩＬ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负相关
（ｒ＝－０．３８１６，Ｐ＜０．０１），ＩＢＩＬ与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负相关（ｒ＝－０．４００６，Ｐ＜０．０１），血管病变支数与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正
相关（ｒ＝０．６４７，Ｐ＜０．０１）。结论　ＢＩＬ与冠脉狭窄程度负向相关，ＢＩＬ可作为冠脉狭窄程度的预测因子。
关键词：胆红素；冠心病；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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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Ｇｅｎｓｉｎｉｍａｒ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４８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２ｇｒｏｕｐｓａｓＣＡＤｍｉｌｄｌｅ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ＡＤｓｅｖｅｒｅｌｅ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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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ＢＩＬ），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ＤＢＩＬ），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ＩＢＩＬ）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ＢＩＬｗａｓ
（１６．８１±５．８７）μｍｏｌ／Ｌ，ＤＢＩＬｗａｓ（６．２８±２．６８）μｍｏｌ／Ｌ，ａｎｄＩＢＩＬｗａｓ（１２．１４±２．７８）μｍｏｌ／Ｌ．ＩｎｔｈｅＣＡＤｍｉｌｄ
ｌｅ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ＢＩＬｗａｓ（１３．８１±３．６２）μｍｏｌ／Ｌ，ＤＢＩＬｗａｓ（４．８３±１．２８）μｍｏｌ／Ｌ，ａｎｄＩＢＩＬｗａｓ（８．９９±３．２０）
μｍｏｌ／Ｌ．ＩｎｔｈｅＣＡＤｓｅｖｅｒｅｌｅ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ＢＩＬｗａｓ（９．７９±３．３９）μｍｏｌ／Ｌ，ＤＢＩＬｗａｓ（３．４６±１．５０）μｍｏｌ／Ｌ，ａｎｄＩＢＩＬ
ｗａｓ（５．９３±２．４５）μｍｏｌ／Ｌ．ＳｅｒｕｍＴＢＩＬ，ＤＢＩＬａｎｄＩＢＩ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ｆＣＡＤ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ＳｅｒｕｍＴＢＩＬ，ＤＢＩＬａｎｄＩＢＩ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ｆＣＡＤｓｅ
ｖｅｒｅｌｅ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ＡＤｍｉｌｄｌｅ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ＢＩＬ，ＩＢＩＬａｎｄＧｅｎｓｉｎｉｇｒａｄｅ（ＴＢＩＬ：ｒ＝－０．３８１６，Ｐ＜０．０１；
ＩＢＩＬ：ｒ＝－０．４００６，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ｓｃｕｌ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Ｇｅｎｓｉｎｉｇｒａｄｅ（ｒ＝０．６４７，Ｐ＜
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ｒｕｍ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ｄｅｇｒｅｅｗａ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Ｓｅｒｕｍ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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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高，营养过剩、活动
量减少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冠心病发病率逐年增加，

且呈现低龄化趋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心肌缺

血，导致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的发生，严重威胁

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主要是由脂蛋

白的氧化修饰导致的大、中动脉内膜慢性炎症引起，其

中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的氧化修饰过程是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多项研究表明，胆红素

是重要的内源性生理性强抗氧化剂，可减轻脂质和脂

蛋白的氧化修饰作用，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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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张玉琴等发现冠心病组的血清总胆红素和直
接胆红素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他们认为检查血清胆

红素水平，对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预后具有重要

意义［３］。２０１３年，陈勇等探讨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清总
胆红素水平的临床意义时发现，血清总胆红素与冠心

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作为冠心病实验室

诊断的参考指标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患者

病情的严重程度，为冠心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

考［４］。本实验通过研究冠心病患者血清中的血清胆红

素水平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关系，来评估血清胆红

素是否可以作为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程度的预测因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在我
院老年科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４８例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型心脏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４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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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４例，年龄４９～８８岁，平均年龄（７３．２５±１０．６１）
岁。依据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将患者分成２个亚组，轻度病
变组２３例：０～４５分；重度病变组２５例：４６～１４４分。
选取２５例经双源冠脉 ＣＴ、冠状动脉造影、超声心动
图、胸片等检查无明显冠脉血管病变者为对照组。入

选病例排除标准：瓣膜性心脏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急性感染者。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　采用

!

国西门子公司生

产的ＳｉｅｍｅｎｓＡｘｉｏｍＡｒｔｉｓＦＡ心血管专用造影机，经桡
动脉或股动脉穿刺，多体位下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

所有患者均按右冠、左主干、左回旋支、左前降支４节
段血管进行分析，３条心外膜下冠状动脉及其大分支
任何一段直径狭窄５０％判断为阳性，未见任何病变或
仅见轻微冠脉病变（狭窄程度 ＜５０％）为阴性。根据
造影显示的血管狭窄情况，根据３支主要血管（即左前
降支、左回旋支和右冠状动脉）中狭窄≥５０％的血管支
数分为单支、双支和多支病变。左主干狭窄≥５０％定
为双支病变。大的分支如对角支、钝缘支、右冠支分别

计入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

１２２　冠状动脉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根据冠脉造影结果确
定冠脉病变的支数。采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系统对每支冠
脉病变程度进行定量评分［５］。①根据狭窄程度确定基
本评分：将狭窄程度 ０～２５％、２６％ ～５０％、５１％ ～
７５％、７６％～９０％、９１％～９９％、１００％分别定为１、２、４、
８、１６、３２分；②根据病变部位确定评分系数：ａ．左冠状
动脉主干×５；前降支近段×２．５，中段×１．５，心尖支及
第一对角支均 ×１，第二对角支 ×０．５；回旋支近段 ×
２．５，钝缘支、回旋支远段及后降支均 ×１，后侧支 ×
０．５。ｂ．右冠状动脉近、中、远段均为 ×１，后降支 ×１。
以每一条冠脉的评分乘以该病变部位的系数即为该病

变的积分。一个患者如有多处血管病变，则各病变的

评分总和，即为该患者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总积分。

１２３　生化指标的测定　血清胆红素水平的测定：取
早晨空腹静脉血，测定血清胆红素水平。胆红素测定

采用矾酸氧化法，测定血清总胆红素（ＴＢＩＬ）、直接胆
红素（ＤＢＩＬ）及间接胆红素（ＩＢＩＬ），ＴＢＩＬ正常值范围
５．１～１９．０μｍｏｌ／Ｌ，ＤＢＩＬ正常值范围０～６．８μｍｏｌ／Ｌ，
ＩＢＩＬ正常值范围０～２０．０μｍｏｌ／Ｌ。所有患者近２周
内未服用抗炎有关的药物。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统计软件进
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多组均数间两两
比较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血清胆
红素水平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的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
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比较　冠心病组的２个亚组与对照组，
３组之间在性别、合并高血压病史比例、合并２型糖尿
病史比例、合并糖耐量减退病史比例、甘油三酯（ＴＧ）、
尿素氮（Ｕｒｅａ）、肌酐（Ｃｒ）、尿酸（ＵＡ）、空腹血糖
（ＧＬ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冠心病２个
亚组之间，总胆固醇（ＴＣ）、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低密
度脂蛋白（ＬＤＬ）未见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与对照
组相比，冠心病２个亚组的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
蛋白（ＬＤＬ）均低于对照组，冠心病重度病变组的年龄、
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冠心病
组的２个亚组与对照组，３组之间在血管病变支数、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冠心病重
度病变组 ＞冠心病轻度病变组 ＞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１。
２２　血清胆红素比较　冠心病组的２个亚组与对照
组，３组之间在 ＴＢＩＬ、ＤＢＩＬ、ＩＢＩ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冠心病重度病变组 ＜冠心病轻度病变
组＜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冠心病组的２个亚组与对照组３组间的资料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血管病变支数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Ｄ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ＩＢＩＬ（μ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２５ ２１／４ ７８．２０±６．８４ ０ ０．２±０．９８ １６．８１±５．８７ ６．２８±２．６８ １２．１４±２．７８
冠心病轻度病变组 ２３ ２１／２ ７４．０４±１０．３７ １．５７±０．６５ｂ ２４．２０±１１．１７ｂ １３．８１±３．６２ｂ ４．８３±１．２８ｂ ８．９９±３．２０ｂ

冠心病重度病变组 ２５ ２３／２ ７２．５２±１０．７７ａ ２．８８±０．９１ｄｃ ７９．９８±２６．３０ｄｃ ９．７９±３．３９ｄｃ ３．４６±１．５０ｄｃ ５．９３±２．４５ｄｃ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冠心病轻度病变组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冠心病重度病变组与对照组比较，ｃＰ＜０．０５；与冠心病轻度病变组比
较，ｄＰ＜０．０５。

２３　血清 ＢＩＬ与冠脉病变程度的直线相关分析　
ＴＢＩＬ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负相关（ｒ＝－０．３８１６，Ｐ＜
０．０１），ＩＢＩＬ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呈负相关（ｒ＝－０．４００６，
Ｐ＜０．０１），血管病变支数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正相关（ｒ＝
０．６４７，Ｐ＜０．０１）。ＤＢＩＬ与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未见明显相关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合冠状动脉造影、血清 ＢＩＬ及血脂等的
实验室化验结果，分析了７３例的血清ＢＩＬ与冠脉狭窄

程度的关系。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依据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
将冠心病患者的冠脉血管病变分为轻度病变组和重度

病变组进行比较，并与血清 ＢＩＬ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
析。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对于复杂冠脉病变危险因素及严重
程度的预估，临床预后的预测起到重要作用。这与传

统的单纯依据冠脉病变支数分组不同，比后者更为客

观，研究结果更为可靠。

本研究发现，冠心病组的血清胆红素水平较对照

组明显降低，且冠脉病变程度越重，血清胆红素水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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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其中，ＴＢＩＬ、ＩＢＩＬ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负相关，具有统计
学意义。本研究再次证实，血清 ＢＩＬ可以发挥保护血
管内皮，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冠心病两个亚组的

ＴＣ、ＬＤＬ低于对照组，可能与住院患者服用他汀类药物
进行调脂有关，同时也提示中国冠心病患者的ＴＣ、ＬＤＬ
应至少降低至３．６０ｍｍｏｌ／Ｌ，２．１０ｍｍｏｌ／Ｌ以下才能防
止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低血清ＢＩＬ同高脂血症一
样，均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危险因素。

２０１０年，刘春丽等［６］探讨新疆地区维、汉２个民
族ＢＩＬ水平与早发冠心病的关系时发现，ＢＩＬ与冠脉狭
窄程度呈明显负相关，低 ＢＩＬ血症是早发冠心病的一
个独立危险因素，ＢＩＬ可作为冠心病危险性的预测因
子。２０１２年，何昕等［７］探讨血清 ＢＩＬ水平与冠心病的
相关性时发现，冠心病组 ＴＢＩＬ水平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且随冠脉累及支数的增加，ＢＩＬ水平逐渐降低
（Ｐ＜０．０５）；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ＴＢＩＬ水平与冠心病发生呈负相关（ＯＲ＝０．６４９，９５％
ＣＩ：０．３５８～０．８３１，Ｐ＝０．００９）。因此，他们认为低 ＢＩＬ
水平可能是冠心病发生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且与冠

脉病变严重程度相关，这两个研究均与本研究结果类

似。２０１０年，何院娟等［８］报道，１０μｍｏｌ／Ｌ的血清胆红
素水平可作为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病发病率高低

的一个标记值。２０１３年，ＷｅｉＳ等［９］研究发现，在经过

择期冠脉球囊扩张术的心肌梗死患者中，血清 ＢＩＬ水
平与患者的预后明显相关（Ｐ＜０．０１），即血清 ＢＩＬ水
平越高，预后越好，反之越差。

研究表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一个复杂的病理

生理过程，主要是因为血管平滑肌细胞过度增殖和凋

亡不足，同时也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血管内血栓形成

及炎症等因素有关［１０］。本文 ＢＩＬ升高为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的保护性因素，可能机制为：①ＢＩＬ内的延伸共
轭双键体系活性氢原子可阻止氧化作用的发生，防止

ＬＤＬ被氧化，从而抑制ｏｘＬＤＬ的形成。而且，血清ＢＩＬ
可抑制金属离子（Ｃｕ２＋、Ｆｅ２＋）催化的 ｏｘＬＤＬ的反
应［１１］，由于ｏｘＬＤＬ具有平滑肌细胞趋化作用，因此，
ＢＩＬ可抑制平滑肌细胞的增殖迁移，从而减少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２０１３年，ＫａｍｉｓａｋｏＴ等［１２］也发现高

ＢＩＬ水平的患者的血清剩余脂蛋白水平明显低于 ＢＩＬ
水平较低的患者。②血清 ＴＢＩＬ升高时常伴有血红素
分解的限速酶，即血红素氧化酶升高，它通过发挥抗氧

化自由基作用来抑制ｏｘＬＤＬ的形成，达到抑制血管平
滑肌细胞的过度增殖迁移、减轻血管壁炎症和保护血

管内皮功能等途径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１３］。

２０１３年，陶书超等［１４］探讨血清胆红素与冠心病的关系

时发现，冠心病组患者的总胆红素水平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他们认为，血清胆红素浓度下降在冠心
病发病过程中起一定作用。２０１３年，雷树勇等［１５］探讨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血清胆红素检测的临床

应用价值时发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组患者的

血清胆红素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２组之间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故认为，低水平血清胆红
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检测患者

的血清胆红素水平，可能为临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

脏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提供有利的依据。２０１３年，
陈天萌等［１６］研究也发现，胆红素是冠心病发病及其冠

心病人群心功能的一个保护因素。

总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多重危险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血清 ＢＩＬ水平可以作为冠脉狭窄严重程度
的预测因子之一。本文发现血清ＢＩＬ具有抗动脉粥样
硬化的作用，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比如

ＤＢＩＬ与 Ｇｅｎｓｉｎｉ评分未见明显相关，可能与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有关，需要进一步增加样本量深入研究，另

外，关于血清ＢＩ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信号通路及相关
的分子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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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异基因移植后发生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临床分析
郭智，陈惠仁，刘晓东，楼金星，杨凯，张媛，陈鹏，何学鹏

摘要：目的　总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Ａｃｉｎｅｔｏ
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ＸＤＲＡＢ）的病例特点。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分析北京军区总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
年１月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９５例恶性血液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共有８例发生泛耐药鲍曼不动杆
菌感染，其中男性５例，女性３例，发生率为８．４％，发生时间为移植后２０～７８ｄ，发生部位主要为呼吸道和血液，
依次为肺部感染７例（７／８）、败血症１例（１／８），对β内酰胺类、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等均为１００％耐药，对替加
环素敏感率１００％，全部病例均应用替加环素治疗，治疗时间为７～２８ｄ，总有效率１００％（８／８），全部患者均能耐
受治疗，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随访至２０１３年３月，有２例患者因同时合并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死亡，１例复发
死亡，其余５例均存活。结论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之一，对
临床常见各类抗生素均耐药，替加环素治疗有效，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关键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替加环素；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恶性血液病；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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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９５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ｔａｌｅｉｇｈｔｃａｓｅｓｏｆＸＤＲＡＢ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５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３ｆｅｍａｌｅｓ，
ｔｈ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２０ｔｏ７８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ｌｕ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７／８），ｓｅｐｔｉｃｅｍｉａ（１／８），ｂｅｔａｌａｃｔａｍｓ，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ｓ，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ｓ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１００％，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ｐｌｕ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１００％，ａｌｌ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ｅｇａｆｕｒ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ｉｍｅｗａｓ７ｔｏ２８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８／８）ｏｆ１００％．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ｅｄｄｕｅｔｏ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ｎｅｃａｓｅｏｆ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ｔｏｄｅａ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ｌｉｖ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ＸＤＲＡＢｗ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ｉｎａｌｌｏ
ｇｅｎｅ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ｔｓｃｏｍｍｏ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ｉｇｅｃｙｃｌｉｎｅｗａｓ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ｇｅｃｙｃｌｉｎ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
ｍａｎｎｉ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是治疗大部分恶性
血液病最有效的方法［１］，可提高恶性血液病患者的无

病生存率。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由于宿主免疫功能低下

会出现各类感染［２］，本身恶性血液肿瘤患者也容易合

并各种细菌感染，因此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鲍曼不动

杆菌感染从而危及生命，尤其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
ＸＤＲＡＢ）治疗难度极大，对大部分抗生素无效，极易导
致死亡。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是指仅对１～２种潜在
有抗不动杆菌活性的药物（主要指替加环素）敏感的

菌株［３］。本文回顾分析北京军区总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
以来收治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泛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感染的情况，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北京军区总医院血液科于２０１２年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１２００６８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７００北京军区总医院血液科
通讯作者：陈惠仁，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ｚｈｉ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共收治９５例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恶性血液病患者，其中男性５８例，女性３７例，年龄
７～５８岁，中位年龄３２．２岁。ＦＩＢ分型分别为急性髓
系白血病（ＡＭＬ）４９例，其中 Ｍ０型１例，Ｍ１型１１例，
Ｍ２型１９例，Ｍ３型１型，Ｍ４型５例，Ｍ５型９例，Ｍ６型
３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ＡＬＬ）２８例，其中Ｂ细胞型
１２例，Ｔ细胞型１６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ＭＤＳ）９
例；淋巴瘤（ＭＬ）５例；多发性骨髓瘤（ＭＭ）４例。供受
者ＨＬＡ全相合 ６０例，ＨＬＡ不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３５
例。亲缘供者移植８８例，非亲缘供者移植７例。
１２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　干细胞采集及预
处理时供者接受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动员，剂量一

般为５～１０μｇ／（ｋｇ·ｄ），用法为连续皮下注射４～５
ｄ。移植方法为采集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进行联合混
合移植，第４天从髂后上棘进行采集骨髓混悬液，骨髓
采集量是１５ｍｌ／ｋｇ，第５天应用血细胞分离机采集供
者外周血干细胞，采集总单个核细胞数要求在５×１０８／
ｋｇ以上，ＣＤ３４＋细胞计数在２×１０６／ｋｇ以上，应用流式
细胞仪计数采集物中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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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对ＡＢＯ血型主要不相合病例，采集骨髓后应用羟
乙基淀粉分离沉降后再进行输注。移植预处理方案以

改良ＢＵＣＹ方案为主，植物抗宿主病（ＧＶＨＤ）预防采
用环孢素 Ａ联合短疗程甲氨蝶呤的经典方案，ａｌｌｏ
ＨＳＣＴ前清除潜在感染灶，药浴后入住百级层流洁净
室，口服肠道消毒剂，每周输注免疫球蛋白，预处理期

间水化、碱化尿液，静滴碳酸氢钠预防出血性膀胱炎，

应用更昔洛韦预防巨细胞病毒感染及间质性肺炎，静

滴肝素钠预防肝静脉闭塞病，加强成分输血等支持治

疗，血制品均经照射后输给患者。

１３　微生物证据　移植过程中出现发热经验性给予
β内酰胺酶抗生素抗感染治疗，同时积极查找感染灶
及微生物证据，如持续发热３ｄ以上加用糖肽类抗生
素，如体温仍未能控制可经验性抗真菌治疗，同时积极

查找微生物证据，并统计所有发生泛耐药鲍曼不动杆

菌感染的情况，根据药敏试验选用敏感抗生素。细菌

培养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推荐的程序进行，结果

判定严格按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ＮＣＣＬＳ）
１９９９年版制定的规程及标准进行，所有患者均分别定
期行呼吸道分泌物培养和血培养。

１４　疗效标准及随访　明确为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后根据药敏试验选用抗生素，用药３ｄ后每天评
定疗效，临床疗效评定标准分为痊愈、显效、进步和无

效４级，其中痊愈与显效可统称为有效，进步和无效统
称为无效，总有效率 ＝（痊愈 ＋显效）／总例数 ×
１００％。临床疗效按痊愈、显效、进步和无效进行评价。
所有患者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即开始随访，随

访结束时间是２０１３年３月，统计患者移植后发生泛耐
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及长期生存情况。

２　结　果
２１　ＸＤＲＡＢ感染情况　共有８例发生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感染，发生时间为移植后２０～７８ｄ，其中男性５
例，女性３例，年龄１５～４３岁，中位年龄２８．６岁，发生
率为８．４％。按疾病类型分ＡＭＬ５例，ＡＬＬ３例，患者
在发热时行血培养，有痰液行痰液标本培养，其它分泌

物均行相关的培养，根据药敏试验选用敏感抗生素，肺

部感染至症状、体征及影像学指标恢复正常，血流感染

抗感染治疗后症状体征好转１周以上。按发生部位主
要发生在下呼吸道和血液，７例为肺部感染经痰培养
明确，１例为败血症经血培养明确，依次为肺部感染７
例（７／８）和败血症１例（１／８）。
２２　疗效评价　抗生素疗效评价临床抗感染治疗中
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全部８例患者
药敏结果中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等 β内酰胺酶抗生
素１００％耐药，对头孢曲松、头孢他啶等头孢菌素类抗
生素也１００％耐药，对莫西沙星和左氧氟沙星等喹诺
酮类也均为１００％耐药率。全部病例均应用替加环素
治疗，对替加环素敏感率１００％，治疗时间为７～２８ｄ，
总有效率１００％（８／８），全部患者均能耐受治疗，无明

显不良反应发生。肺部感染患者７例有６例达到痊愈
标准，１例感染的症状体征恢复正常，影像学指标好
转，另一例血流感染患者达到痊愈标准，总有效率达到

１００％。全组患者共有５例发生皮肤、肠道及肝脏的移
植物抗宿主病，有３例得到有效控制。随访至２０１３年
３月，总计共死亡３例，有２例患者因同时合并肠道移
植物抗宿主病死亡，１例复发死亡，其余５例均存活。
生存曲线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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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组ＸＤＲＡＢ感染移植患者的生存曲线

３　讨　论
　　鲍曼不动杆菌属于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是条件
致病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环境生存力极强［４］，易造

成医院感染暴发流行［５］，近年分离率逐年上升，在非发

酵革兰阴性杆菌中仅次于铜绿假单胞菌，其耐药性日

益严重，具有复杂的耐药机制［６］，常表现出泛耐药［７］。

我们培养出８例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主要来自痰液标
本，其次是为血液，对 β内酰胺类、头孢菌素类、喹诺
酮类等均为１００％耐药率，对替加环素敏感率高，一旦
确诊为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即改经验性应用替加

环素治疗，避免长时间使用广谱抗菌药物。泛耐药鲍

曼不动杆菌感染有多重危险因素［８］，血液病肿瘤患者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容易合并各种感染［９］，尤其移植前

反复化疗、移植期间强烈的预处理方案，移植后出现移

植物抗宿主病等，再加上多种强效免疫抑制剂联合运

用导致患者免疫力进一步下降，均会出现泛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的发生。

由于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发生率日益增加，治疗

和管理这种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非常的困难，在重症

监护病房已有越来越多的报道［１０－１２］，对于血液科病房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容易造成流行性感染，因此快速、准

确、及时应用有效抗生素非常重要。结合国内外的文

献［１３－１４］都认为，替加环素是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一

线选择，对微生物消灭和临床疗效均有明确疗效。替

加环素是第１个被批准的新型静脉注射用甘氨酰四环
素类抗生素，具有广谱抗微生物活性，替加环素对部分

需氧革兰氏阴性菌尤其对泛耐药鲍曼氏不动杆菌敏

感，其作用机制与四环素类抗生素相似，都是通过与细

３０Ｓ核糖体结合，阻止转移 ＲＮＡ的进入，使得氨基酸
无法结合成肽链，最终起到阻断细菌蛋白质合成，限制

细菌生长的作用［１５－１６］。此外替加环素不需根据肾功

能受损情况调整剂量，半衰期长，因此使用比较方便，

每１２ｈ应用１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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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是院内感染重要的病原菌之

一，其最常见的部位感染部位是肺部，是医院获得性肺

炎重要的致病菌。国内资料表明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约

占临床分离的不动杆菌的７０％以上，对头孢菌素、氨
基糖苷类、喹诺酮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已达９０％以上，
而国内耐碳青霉稀类的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发展速度

亦很快，因此，临床上对这种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的治疗非常困难，国内各大医院的药敏培养结果均显

示泛耐药鲍曼不动杆对替加环素仍保持相当的敏感

性。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有多重危险因素，恶性血液患

者的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加上

长时间住院、严重基础疾病及合并症，长时间留置深静

脉置管以及抗菌药物暴露等均是常见原因。鲍曼不动

杆菌具有强大的获得耐药性和克隆传播的能力，鲍曼

不动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包括［６－７］以下几

个方面：药物作用靶位改变、产生抗菌药物灭活酶及到

达作用靶位药物量减少，包括外排泵的过度表达和外

膜孔蛋白通透性下降。临床上基于广泛耐药鲍曼不动

杆菌感染治疗上的困难，也有采用多药联合的方案，我

们按照国内专家对中国鲍曼不动杆菌感染诊治与防控

共识，应用单药替加环素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也显

示出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有效地防治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的发生，取得了明确的疗效。

ＳｈｉｎＪＡ等［１７］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０年３
月替加环素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２７例患
者，平均年龄为 ６６．２岁，在医院的平均住院天数为
７４．６ｄ，共有２３例（８５．２％）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被控
制，４例因败血症未能控制死亡，显示出较好的临床治
疗效果。但 ＧｏｒｄｏｎＮＣ等［１８］却认为替加环素治疗泛

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临床疗效有限，在英国医院已是一

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超过１８个月的研究时间内，有
３４例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患者接受了替加环
素治疗，有２４（６８％）个患者产生了积极的临床效果，
但最终的病死率高达４１％（１４例），９人死亡直接归属
于败血症未能控制，３例患者好转后出现复发。因此，
替加环素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疗效仍然不

明朗。本研究采用替加环素治疗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

菌感染，总有效率为１００％，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替加环素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恶心和呕吐，但这些不

良反应并未影响患者的治疗。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采用的替加环素是治疗泛耐

药鲍曼不动杆菌是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案，但在临床工

作中，我们还应该综合考虑感染病原菌的敏感性、感染

部位及严重程度、患者情况和抗菌药物的特点，才能更

有效提高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的治疗效果。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广泛，治疗选择用药有限，

临床医师尽早进行病原学检查，合理使用抗生素，早期

诊断及治疗是减少感染病死率的关键，早期足量用药

才能迅速控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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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糖尿病合并细菌性肝脓肿的临床特点
刘国栋，李萌芳，洪广亮，赵光举，邱俏檬，吴斌，卢中秋

摘要：目的　阐述糖尿病合并肝脓肿和非糖尿病肝脓肿临床特点的差异，为医生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方
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住的２７２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比较糖
尿病肝脓肿患者和非糖尿病肝脓肿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并发症特点。计量资料用（ｘ±ｓ）表
示，对２组间比较采用成组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结果　２７２例肝脓肿患者中，有１３１例（４８％）糖尿病
合并肝脓肿患者，与非糖尿病肝脓肿患者相比，前者更易发生低白蛋白血症（７７．９％ ｖｓ．６５．２％，Ｐ＝０．０２２）、低胆
固醇血症（９３．２％ ｖｓ．２０．０％，Ｐ＝０．０００）、脓肿内易见气体形成（２２．９％ ｖｓ．９．９％，Ｐ＝０．００４）、肺炎克雷伯杆菌
培养阳性率更高（３２．２％ ｖｓ．１２．８％，Ｐ＝０．０００），较非糖尿病肝脓肿患者拥有更多的并发症，且右上腹痛的发生
率低（３５．１％ ｖｓ．６１．７％，Ｐ＝０．０００）。结论　糖尿病合并肝脓肿患者临床表现不典型，Ｃ反应蛋白检测和Ｂ超检
查有助于减少肝脓肿的误诊。

关键词：肝脓肿；糖尿病；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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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ＮＤＭ）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ＭａｎｄＮＤ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２７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ｙｏｇｅｎｉｃｌｉｖｅｒａｂｓｃｅｓ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４８％ （１３１／２７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Ｍｈａｄ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ｙｐ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ｅｍｉａ，ｈｙｐｏ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ｍｉａ，ｃｏ
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ｇａ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ｒｉｇｈｔｕｐｐｅｒ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ｙｏｇｅｎｉｃｌｉｖｅｒａｂｓｃｅｓｓｉｎｄｉａｂｅｔ
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Ｌ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ｙｏｇｅｎｉｃｌｉｖｅｒａｂｓｃｅｓ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细菌性肝脓肿是一种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其发病
率为（１３～４４６）／１０００００住院人次，病死率高达３１％。
糖尿病患者容易并发细菌感染，尤其是细菌性肝脓肿。

据报道，细菌性肝脓肿合并糖尿病患者占同期细菌性

肝脓肿患者的２８％ ～６０％。由于其临床特点不典型，
常被误诊和漏诊，直接影响这些患者的治疗和预后。

因此，我们就糖尿病患者并发细菌性肝脓肿的临床特

点展开讨论。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６月入住本院
２７２例肝脓肿患者（年龄 ＞１８岁）。肝脓肿的诊断标
准参考第７版外科学［１］制定的诊断标准，糖尿病的诊

断标准参考１９９９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糖尿病诊断
标准。排除阿米巴肝脓肿、结核性肝脓肿和病例资料

不完整者。按照患者是否有糖尿病病史分为糖尿病组

（ＤＭ组）和非糖尿病组（ＮＤＭ组）。
１２　分析方法　对入选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分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计划（２０１２ＸＫＡ２８）；浙
江省医学创新学科建设计划（１１Ｃ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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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比较糖尿病组患者和非糖尿病组患者在基础疾病、

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微生物培养

结果、并发症方面的特点。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对２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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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本院共收住细菌性肝
脓肿患者２７２例，其中１６１人为男性，男女比为１．５∶
１；１３１人（４８％）患有糖尿病，糖尿病组男性 ７０例
（５３％），女性６１例（４７％），平均（６３．２０±１０．９５）岁，
糖尿病病程１０ｄ～２０年，平均４．５年，糖化血红蛋白
６．５％～１３．６％，平均（８．８９±２．０９）％；非糖尿病组男
性９１例（６４％），女性 ５０例（３６％），年龄（５９．６４±
１５．９８）岁，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在发病年龄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本研究中肝脓肿的发病率
为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０住院人次。
２１　基础疾病　糖尿病组的基础疾病第一位为无其
他基础疾病，其次为高血压病、胆道疾病史、腹部手术

史；而非糖尿病组基础疾病第一位为胆道疾病，其次为

无基础疾病、腹部手术史、高血压病，糖尿病组和非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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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组在合并高血压病（３３．０％ ｖｓ．１８．０％）、无基础
疾病（４０．５％ ｖｓ．２７．０％）、恶性肿瘤（２．３％ ｖｓ．
８．５％）、腹部手术史（１６．８％ ｖｓ．２９．７％）存在统计学

差异，而在合并胆道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方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肝脓肿患者基础疾病情况（ｎ，％）

组别 例数 高血压病 胆道疾病 恶性肿瘤 腹部手术史 慢性肾功能不全 无其他基础疾病

糖尿病组 １３１ ４４（３３．０） ３５（２６．７） ３（２．３） ２２（１６．８） ７（５．３） ５３（４０．５）
非糖尿病组 １４１ ２６（１８．０） ５０（３５．０） １２（８．５） ４２（２９．７） ６（４．３） ３８（２７．０）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２ ０．６７４ ０．０１８

　　注：胆道疾病：包括胆囊炎、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腹部手术史：近半年内腹部手术史，包括腹部外科治疗、介入治疗、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等。

２２　症状和体征　肝脓肿患者最常见症状为发热，２
组发热患者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９６．９％ ｖｓ．
９８．６％）；糖尿病组仅４６例患者出现腹痛，远低于非糖
尿病组（３５．１％ ｖｓ．６１．７％，Ｐ＝０．０００）；糖尿病组７０
例患者出现寒颤，同非糖尿病组相仿（５３．４％ ｖｓ．
６１．３％，Ｐ＝０．１９１）；其他症状出现率均低于５０％；糖

尿病组患者出现神志改变明显高于非糖尿病组（９．９％
ｖｓ．２．１％，Ｐ＝０．０１３）。肝脓肿患者最常见的体征也
是发热，糖尿病组患者出现腹部压痛、肝区叩痛例数不

足１／３，而非糖尿病组４７例患者出现肝叩痛，高于糖尿
病组（３３．３％ ｖｓ．１４．５％，Ｐ＝０．００１），其余体征阳性率
不足１０％（见表２）。

表２　肝脓肿患者症状和体征（ｎ，％）

组别 例数
症状

发热 寒颤 腹痛 恶心呕吐 乏力 腹泻 呼吸道症状 神志改变

糖尿病组 １３１ １２７（９６．９） ７０（５３．４） ４６（３５．１） ３５（２６．５） ５０（３８．２） ５（３．８） ２６（１９．８） １３（９．９）
非糖尿病组 １４１ １３９（９８．６） ８７（６１．３） ６７（６１．７） ３９（２７．２） ４３（３０．７） １（０．７） ２４（１７．０） ３（２．１）
Ｐ值 ０．３５９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２ ０．１９７ ０．１８３ ０．５４８ ０．０１３

组别 例数
体征

发热（Ｔ＞３８℃） 腹部压痛 肝区叩痛 黄疸 腹肌紧张 肝肿大

糖尿病组 １３１ １２４（９４．７） ３８（２９．０） １９（１４．５） ６（４．６） ７（５．３） １１（８．４）
非糖尿病组 １４１ １３０（９２．２） ５１（３６．２） ４７（３３．３） １３（９．２） ３（２．１） ６（４．３）
Ｐ值 ０．４１５ ０．２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４ ０．２０４ ０．１５９

２３　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方面，糖尿病组和非糖
尿病组患者在白细胞升高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７３．３％ ｖｓ．６６．０％，Ｐ＝０．１９），但糖尿病组拥有较高
的中性粒细胞百分数（８９．３％ ｖｓ．７８．０％，Ｐ＝０．０１２）；
２组有将近５０％的患者发生贫血；与非糖尿病组相比，
糖尿病组更易发生低蛋白血症（７７．９％ ｖｓ．６５．２％，
Ｐ＝０．０２２）；２组病例只有不到一半的患者出现谷丙转

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２组 ｒＧＴ升高率高达７９．４％；
２组患者Ｃ反应蛋白、血沉升高率达１００％；２组在肾
功能异常（ＢＵＮ、Ｃｒ）方面无统计学差异；糖尿病组拥有
较高的低胆固醇血症发生率（９３．２％ ｖｓ．２０．０％，Ｐ＝
０．０００）和高甘油三酯血症（９７．４％ ｖｓ．２４．８％，Ｐ＝
０．０００）。２组在 ＨＤＬ、ＬＤＬ异常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３）。

表３　肝脓肿患者的实验室检查（ｎ，％）

组别 例数
ＷＢＣ

＞１００００／μｌ
中性粒百分

数＞０．７
贫血

ＰＬＴ＜
１０００００／μｌ

ＡＬＴ
＞５０ＩＵ／Ｌ

ＡＳＴ
＞６０ＩＵ／Ｌ

ＡＬＰ
＞１２８ＩＵ／Ｌ

ｒＧＴ
＞５０ＩＵ／Ｌ

ＡＬＢ＜
３５ｇ／Ｌ

糖尿病组　 １３１ ９６（７３．３） １１７（８９．３） ６６（５０．４） ２０（１５．３） ５７（４３．５） ４１（３１．３） ７３（５５．７） １０４（７９．４） １０２（７７．９）
非糖尿病组 １４１ ９３（６６．０） １１０（７８．０） ６８（４８．２） １６（１１．３） ６８（４８．２） ４０（２８．４） ６８（４８．２） １１２（７９．４） ９２（６５．２）
Ｐ值 ０．１９０ ０．０１２ ０．７２２ ０．３４１ ０．４３６ ０．５９８ ０．２１６ ０．９９３ ０．０２２

组别 例数
ＴＢＩＬ＞
２０μｍｏｌ／Ｌ

ＰＴ
＞１４．６ｓ

ＡＰＴＴ
＞４２ｓ

ＥＳＲ
升高

ＣＲＰ
＞８ｍｇ／Ｌ

ＢＵＮ＞
７．１ｍｍｏｌ／Ｌ

Ｃｒ＞
１３３μｍｏｌ／Ｌ

ＴＣ＜
２．４４ｍｍｏｌ／Ｌ

ＴＧ＞
１．７ｍｍｏｌ／Ｌ

糖尿病组　 １３１ ２６（１９．８） ６３（４８．１） ３７（２８．２）４５／４５（１００．０）５２／５２（１００．０） ２７（２０．６） ３（２．３） １０９／１１７（９３．２）１１４／１１７（９７．４）
非糖尿病组 １４１ ３０（２１．３） ４９（３４．８） ５１（３６．２）５０／５０（１００．０）６０／６０（１００．０） ２２（１６．３） ４（２．８） ２５／１２５（２０．０） ３１／１２５（２４．８）
Ｐ值 ０．７７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６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６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ＷＢＣ：白细胞，ＰＬＴ：血小板，ＡＬＴ：谷丙转氨酶，ＡＳＴ：谷草转氨酶，ＡＬＰ：碱性磷酸酶，ｒＧＴ：ｒ谷氨酰转肽酶，ＡＬＢ：白蛋白，ＴＢＩＬ：总胆红素，ＰＴ：
凝血酶原时间，ＡＰＴＴ：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ＢＵＮ：血尿素氮，Ｃｒ：血肌酐，ＴＣ：总胆固醇，ＴＧ：甘油三酯，ＣＲＰ：Ｃ反应蛋白；贫血：男性血红蛋白 ＜１２０
ｇ／Ｌ，女性血红蛋白＜１１０ｇ／Ｌ；ＥＳＲ升高：红细胞沉降率男性＞１５ｍｍ／ｈ，女性＞２０ｍｍ／ｈ。

２４　影像学表现　肝脓肿在影像学上主要表现为单
个脓肿（８５．５％ ｖｓ．９０．８％），位于右肝（６３．３％ ｖｓ．
６４．５％），大小主要介于 ５～１０ｃｍ之间（７１．０％ ｖｓ．
６３．１％）。与非糖尿病组相比，糖尿病组脓肿内易见气
体形成（２２．９％ ｖｓ．９．９％，Ｐ＝０．００４）、胸膜增厚
（２８．２％ ｖｓ．１５．６％，Ｐ＝０．０１１），而脓肿内多房分隔少
见（１１．５％ ｖｓ．３３．３％，Ｐ＝０．０００），见表４。
２５　病原学　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细菌培养阳性

率低，分别只有４７例（３５．９％）和３１例（２２．０％），２组
在血培养阳性率方面无差异，在脓液培养阳性率方面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３１．３％ ｖｓ．１４．８％）。培养到细
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革兰氏阳性菌少见，２组培养
到革兰氏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杆菌为主，且双方在肺

炎克雷伯杆菌培养阳性率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２．２％ ｖｓ．１２．８％）。糖尿病组分离出产 ＥＳＢＬ细菌
２例（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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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肝脓肿患者的影像学表现（ｎ，％）

组别 例数
脓肿数目

单个脓肿 多个脓肿

脓肿位置

右肝 左肝 左右肝

糖尿病组 １３１ １１２（８５．５） １９（１４．５） ８３（６３．３） ２５（１９．１） ２３（１７．６）
非糖尿病组 １４１ １２８（９０．８） １３（９．２） ９１（６４．５） ３２（２２．７） １８（１２．８）

组别 例数
脓肿大小

＜５ｃｍ ５～１０ｃｍ ＞１０ｃｍ 脓肿内气体形成 脓肿多房分隔 胸膜增厚

糖尿病组 １３１ ２３（１７．６） ９３（７１．０） １５（１１．４） ３０（２２．９）ａ １５（１１．５）ｂ ３７（２８．２）ｃ

非糖尿病组 １４１ ３８（２７．０） ８９（６３．１） １４（９．９） １４（９．９） ４７（３３．３） ２２（１５．６）

　　注：与非糖尿病组相比较，ａＰ＜０．０５，与非糖尿病组相比较，ｂＰ＜０．０５，与非糖尿病组相比较，ｃＰ＜０．０５。
表５　肝脓肿患者的病原学表现（ｎ，％）

组别 例数 血液培养阳性 脓液培养阳性 培养到多种细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 大肠杆菌 ＥＳＢＬ（＋）

糖尿病组 １３１ １１（８．４） ４１（３１．３） ２（１．５） ３９（３２．２） ３（２．３） ２（１．５）
非糖尿病组 １４１ １０（７．１） ２１（１４．８） ２（１．４） １８（１２．８） ２（１．４） ０（０）
Ｐ值 ０．６８７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７４ ０．２３１

　　注：ＥＳＢＬ为超广谱β内酰胺酶。

２６　并发症　肝脓肿患者最常见的的并发症为胸腔
积液、腹腔积液、脓毒症［２］。糖尿病组更易并发胸腔积

液（５３．４％ ｖｓ．３５．５％，Ｐ＝０．００３）、腹腔积液（１７．６％
ｖｓ．８．５％，Ｐ＝０．０２６），及脓毒症（１４．５％ ｖｓ．４．３％）、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３．８％ ｖｓ．０％，Ｐ＝０．０２５）等需积
极抢救的临床危象。糖尿病组患者易发生急性肾功能

衰竭（６．９％ ｖｓ．０．７％，Ｐ＝０．０１８）。２组在发生急性
呼吸衰竭、ＡＲＤＳ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糖尿病
组高达１７．６％的患者出现转移性肝脓肿，远远高于非
糖尿病组（Ｐ＝０．００２），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为膈下
（６．１％ ｖｓ．２．１％），其次为肾（３．８％ ｖｓ．１．４％）、肺
（２．３％ ｖｓ．１．４％），但２组发生上述部位转移率相仿。

３　讨　论
　　细菌性肝脓肿发病率因地而异［３－７］。文中细菌性

肝脓肿的发病率为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０住院人次，发病率高于
西欧、北美，低于台湾。肝脓肿患者常见的基础疾病为

糖尿病，本研究中肝脓肿患者４８％合并糖尿病，略高于
欧洲、北美地区，与台湾、韩国报道相近。肝脓肿患者

以男性居多。在发病年龄方面，糖尿病组肝脓肿患者

比非糖尿病组平均大４岁。在病因方面，糖尿病组多
不明，而非糖尿病组多为胆道感染。ＬｅｅＣＪ等报道非
糖尿病患者合并胆道疾病较糖尿病者高，ＮｉｎｇＰｉｎｇＦｏｏ
等［８］也有相同报告，但上述报道都没能解释其原因。

本研究尚未发现２组在合并胆道疾病方面的差异。在
有无腹部手术史、基础疾病方面，糖尿病患者长期高血

糖状态使血浆渗透压升高，抑制了白细胞的趋化活性、

粘附能力和吞噬能力，单核巨噬细胞及调理素活动减

弱，抗体生成减少而导致容易感染，因此糖尿病组与非

糖尿病患者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台湾地区报道相一

致。在合并症方面，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

因素，故糖尿病组患者较常合并心血管疾病；２组患者
在合并恶性肿瘤方面存在差异，其机制至今未明。

肝脓肿最常见的症状为发热、腹痛、寒颤、恶性呕

吐、乏力，与国内外的报道相一致［２］，但上述症状特异

性低。从表２可以看出，仍有７例（５．３％）糖尿病合并
肝脓肿患者因恶心呕吐、乏力、呼吸困难、神志不清等

非特异性症状就诊于急诊科。同时糖尿病合并肝脓肿

患者腹痛阳性率只有 ３５％，出现肝区叩击痛阳性率
（１４．５％）、腹部压痛（２９．０％）阳性率更少，上述不典
型的症状、体征易导致漏诊、误诊。因此，中老年糖尿

病患者出现发热畏寒等感染症状，且发热不易控制时，

均应考虑有无细菌性肝脓肿的可能。

糖尿病组患者约 ７３％的病例出现白细胞计数升
高，而非糖尿病组只有２／３出现。２组在中性粒细胞百
分数升高率方面亦存在显著性差异。与白细胞计数、

中性粒细胞百分数升高相比，Ｃ反应蛋白（ＣＲＰ）、血细
胞沉降率（ＥＳＲ）对肝脓肿诊断的敏感性更高，２组肝脓
肿患者上述两指标阳性率达到 １００％。本研究强调
ＣＲＰ、ＥＳＲ在肝脓肿诊断中的应用。在影像学发现肝
区肿块难以与其他疾病相鉴别时，ＣＲＰ、ＥＳＲ可以协助
诊断。因肝脓肿多发生于老年人，是一种消耗性疾病，

患者长期摄入不足，肝合成蛋白质、胆固醇、凝血因子

功能受损，故低蛋白血症、低胆固醇血症、ＰＴ时间延长
等情况常见。２组患者在肝功能方面以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谷胺酰转肽酶（ｒＧＴ）升高为主，肝脓肿患者胆
红素升高并不常见，只有２０％左右，ＡＬＴ、ＡＳＴ异常率
不足５０％，这些与国内外报道相一致［９］。

肝脓肿常单发，多位于右肝，脓肿直径介于５～１０
ｃｍ之间，这与国内外报道相一致［１０］。脓肿内气体形

成多见于糖尿病组，尤其是长期血糖控制不良的糖尿

病患者，这可能与高糖环境有利于产气微生物进行发

酵有关。目前诊断肝脓肿影像学检查包括 Ｂ超、ＣＴ、
ＭＲＩ。Ｂ超由于其简便、经济、重复性好，可发现１～２
ｃｍ的小病灶，是诊断肝脓肿的常规和首选方法。Ｂ超
可以发现脓肿部位典型的液性暗区或脓肿内液平面，

除了协助诊断外，还能了解脓腔的部位、大小及距体表

的深度，以确定脓肿最佳的穿刺点和进针方向及深度，

为手术引流提供入路选择。但必须指出，约６０％的患
者自感染至脓肿形成需３周或更长时间，故在疾病早
期Ｂ超阴性不能轻易排除肝脓肿，应定期复查。

由于入院前大量抗生素的使用，本研究中肝脓肿

患者血培养、脓液培养阳性率并不高，总（下转第７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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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对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的临床观察
赵晖，陶庆玲，孙暄，张燕

摘要：目的　评价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对动脉粥样硬化性进展性脑梗死的临床疗效及其安全性。方法　选择４０
例颈内动脉颅外段狭窄引起的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患者，配对分为颈动脉支架成形术（ＣＡＳ）组（ｎ＝２０）与内科
治疗组（ｎ＝２０），内科治疗组给予阿司匹林、波立维、他汀类、降压药等常规保守治疗，ＣＡＳ组则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进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对高度狭窄或伴不稳定斑块的主干动脉予以球囊扩张、支架成形术，观察２组
入组时、发病后２１ｄ的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ＮＩＨＳＳ）评分与９０ｄ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ｋｉｎｓｃａｌｅ（ｍＲＳ）评分，记
录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结果　２组临床疗效比较，ＣＡＳ组发病后２１ｄＮＩＨＳＳ评分明显低于内科治
疗组（１２．００±７．４９ｖｓ．３．６０±３．４７，ｔ＝５．０５，Ｐ＝０．０００）；ＣＡＳ组较内科治疗组的恢复率明显提高（χ２＝１０．９８，
Ｐ＜０．０１）；ＣＡＳ组中，颈内动脉颅外段狭窄程度术后明显降低［（１１．３０±６．４６）％ ｖｓ．（７５．００±１１．１２）％，Ｐ＝
０．０００］。内科治疗组有１例再次脑梗死发作，ＣＡＳ组无复发病例。结论　ＣＡＳ对于颈内动脉颅外段狭窄引起的
进展性脑梗死的干预效果较好，能降低致残率、致死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颈动脉支架成形术；进展性卒中；脑梗死；动脉粥样硬化；颈内动脉颅外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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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ＩＣＡ

　　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与普通脑梗死相比较，有更
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１］。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发生的

机制包括梗死灶血凝块的扩大，进展性微血管阻塞 －
微循环灌注衰竭，再发脑梗死及脑水肿等［２］。近年来

的研究发现，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的发生与大血管狭

窄或闭塞有关［３］。近年来，ＣＡＳ在颈内动脉颅外段介
入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积累了不少经验［４－５］，但其在

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患者治疗中的报道却极少。本文

报道４０例颈内动脉颅外段动脉粥样硬化性缺血性进
展性脑卒中患者，在我院神经内科使用 ＣＡＳ干预，观
察其疗效及安全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选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间
在我院神内科住院的颈内动脉颅外段动脉粥样硬化性

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患者４０例，分为内科治疗组（ｎ＝
２０）及ＣＡＳ组（ｎ＝２０），后者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行ＣＡＳ治疗。ＣＡＳ组男性１２例，女性８例，年龄４５～
８０岁，入组时 ＮＩＨＳＳ评分为 ５～９分，平均（７．８０±

基金项目：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局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ＺＬＺＸ０３３）
作者单位：２００３３６上海市同仁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赵晖，Ｅｍａｉｌ：ｈｕｉｚｈ７０＠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１）分，颈动脉超声和头颅 ＭＲＡ显示：颈内动脉颅
外段狭窄（７５．００±１１．１２）％。内科治疗组男性１１例，
女性９例，年龄４６～７９岁，入院 ＮＩＨＳＳ评分为 ５～９
分，平均（７．８０±１．４０）分，颈动脉超声和头颅 ＭＲＡ显
示：颈内动脉颅外段狭窄（７５．００±１１．２１）％。内科治
疗组与ＣＡＳ组在性别、年龄、动脉狭窄程度、首次ＮＩＨ
ＳＳ分值及合并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方面
相匹配。入选标准：①年龄４０～８０岁；②急性发病６ｈ
后入院且首次ＮＩＨＳＳ评分１～５分；③有神经系统症状
及体征的加重；④头颅ＭＲＩ提示颈内动脉供血区急性
脑梗死；⑤颈动脉 Ｂ超或颈部 ＭＲＡ示颈内动脉颅外
段有≥５０％动脉狭窄。神经系统症状加重定义为（在
首次ＮＩＨＳＳ评分）起病６ｈ后至５ｄ内 ＮＩＨＳＳ分值增
加≥４分。排除标准如下：①心源性脑梗死或 ＴＩＡ；②
小血管性脑梗死；③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④ＣＴ提示
脑出血；⑤既往有脑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史；⑥近
３个月有颅脑外伤史，或近２周内进行过重大外科手
术；⑦血小板计数≤１００×１０９／Ｌ；⑧非动脉粥样硬化性
血管病。

１２　治疗过程　先选择全脑血管造影检查，以确定脑
血管狭窄的部位以及狭窄程度，选择合适的球囊及支

架，采取脑保护装置。在导丝引导下将 ８Ｆ导引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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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ｏｙＧｕｉｄ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Ｃｏｒｄｉｓ）置于颈总动脉近狭窄
段血管，在路图下将保护伞放置至颈内动脉岩骨段，打

开保护伞，沿微导丝将合适大小的颈动脉支架释放于

颈内动脉狭窄处，回收保护伞。

１３　观察指标　①首次及发病后 ２１ｄ的 ＮＩＨＳＳ评
分；②治疗后９０ｄ的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评分（ｍＲＳ）；③治疗
过程中各种不良事件。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处理，数据以（ｘ±ｓ）表示，定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定性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ＮＩＨＳＳ评分比较　２组 ＮＩＨＳＳ评分比较：２
组患者入组时的 ＮＩＨＳ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２
组患者间在入院第２１天的 ＮＩＨＳＳ评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ｔ＝４．５３，Ｐ＝０．０００），提示ＣＡＳ组神经功能改善
明显优于内科治疗组，见表１。

表１　２组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患者首次ＮＩＨＳＳ评分
和发病第２１天ＮＩＨＳＳ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首次

ＮＩＨＳＳ评分
发病第２１天
ＮＩＨＳＳ评分

ｔ（Ｐ）值

ＣＡＳ组 ２０ ７．８０±１．２１ ３．６０±３．４７ 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ｂ

内科治疗组 ２０ ７．８０±１．４０ １２．００±７．４９ －２．４４０（０．０２０）ａ

ｔ（Ｐ）值 ０．１２１（０．９０４） ４．５３０（０．０００）ｂ

　　注：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２２　２组ｍＲＳ评分比较　治疗后第９０天时 ｍＲＳ评
分２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９８，Ｐ＝
０．００４），提示 ＣＡＳ组患者的生存质量优于内科治疗
组，见表２。

表２　２组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患者在发病
第９０天ｍＲＳ评分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ｍＲＳ

０～１ ２ ≥３
ＣＡＳ组 ２０ １６（８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内科治疗组 ２０ ６（３０．０） ３（１５．０） １１（５５．０）
χ２（Ｐ）值 １０．９８０（０．００４）ａ

　　注：ａＰ＜０．０１。

２３　不良事件　ＣＡＳ组有１例于术中发生急性大脑
中动脉Ｍ２段闭塞，即刻予以动脉溶栓后血管再通。
内科治疗组１例患者于近３个月时再发急性脑梗死，
ＣＡＳ组３个月内无再发。

３　讨　论
　　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许多急性脑梗死的病
例，经过积极治疗，但其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和体征仍

持续恶化，这些患者与无进展的缺血性卒中患者比较，

有更高的致残率及致死率，并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研究表明，约１／４进展性卒中归因于颈内动脉颅
外段狭窄和闭塞导致的缺血性事件［６］。在６５岁以上
的人群中，颈内动脉狭窄率≥５０％的患病率：男性为
７％、女性为５％，且多数系无症状性。斑块可通过栓
塞（多数）或低灌注（少数）机制导致脑或视网膜缺血

性事件［７］。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我国颈动脉狭窄的

病因主要是动脉硬化闭塞症（约占９０％），头臂型大动
脉炎也很常见。另外还有纤维肌性发育不良、外伤、动

脉扭曲、先天性动脉闭锁、肿瘤压迫、动脉周围炎、炎性

血管病、放疗后纤维化和淀粉样变性等，但均较少见。

斑块引起缺血性事件的具体机制如下。①斑块破裂：
斑块成分和组织因子暴露于血循环，引起了血栓形成。

②斑块表面糜烂：它可不伴斑块破裂，但可触发血栓形
成。③与突入血循环的钙化结节有关：血栓可形成在
钙化结节的巢上，然后栓塞到远端。④斑块内出血：尽
管未与血循环接触（纤维帽分割），但它导致了狭窄程

度进一步加重。⑤其他与脑血管事件有关联的颈动脉
斑块特征包括：薄型纤维帽和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钙

化灶和脂质核心的比率也影响颈动脉斑块的稳定性

（严重钙化性颈动脉斑块较少发生脑血管事件）［８］。

研究表明，在颈动脉狭窄与缺血性卒中的关系中，约

４０％的前循环系统ＴＩＡ或中风存在同侧颈动脉的重度
狭窄（＞７５％ ）其中８％完全闭塞 ；１０％症状性颈内动
脉狭窄者１年内发生脑梗死，５年内发生梗死的危险
性高达４０％；无症状性颈内动脉狭窄（８０％）每年发
生中风的危险性为 ６％ ；约有８０％的中风发生前无任
何症状 （如ＴＩＡ等）。

对于颈内动脉颈段狭窄和闭塞导致的缺血性事件

的预防，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功地施行了首例颈动

脉内膜剥离术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手术技术已

经得到广泛认可。最近２０多年来，在欧洲和北美开展
的一系列大型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如北美有症状颈动

脉内膜切除术试验（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
ｒｏｔｉｄ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Ｔｒｉａｌ，ＮＡＳＣＥＴ）、欧洲颈动脉外
科试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ａｒｏｔｉｄ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ｒｉａｌ，ＥＣＳＴ）、无症
状颈内动脉粥样硬化研究（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ｔｈ
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ＣＡＳ）等，已经证实在颈动脉粥样
硬化性狭窄患者中，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进行ＣＥＡ预防
卒中的效果优于单纯的药物治疗 。因此，ＣＥＡ目前
被认为是颈动脉狭窄治疗的“金标准”。１９９４年，
Ｍａｒｋｓ等首次报告颈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随后此项
技术迅速开展，颈动脉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术完全替

代了单纯的球囊扩张术。早期的颈动脉球囊成形术或

ＣＡＳ与ＣＥＡ的随机对照研究，有着明显的不足，包括：
介入医师缺乏经验、技术差，无脑保护装置，故患者的

结局具有不可预测性。随着血管内治疗技术的进步、

操作熟练程度的提高和器材的改良，颈动脉支架植入

术手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亦逐渐降低。Ｔｈｅｒｏｎ首先报
道了ＣＡＳ术中脑保护装置（ＥＰＤ）的临床应用，术中应
用脑保护装置能使卒中发生率明显降低。在对 ＣＡＳ
治疗的回顾性研究中，对２５３７例未用脑保护装置和
８９６例用脑保护装置治疗的患者进行了对比分析，结
果显示，未用脑保护装置者卒中或死亡发生率为

５．１５％，而采用脑保护装置者为１．１８％，从而证实了
脑保护装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虽然在采用脑保护装

置的病例中并发症发生率有所降低，但显然其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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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的降低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脑保护装置本身、

支架及输送系统工艺的改进，最重要的是血管内治疗

操作者经验的增加。脑保护装置的应用有效解决了栓

塞性卒中，随着 ＣＡＳ的技术和器械的发展和成熟，
ＥＰＤＣＡＳ现在已成为 ＣＥＡ的补充方法［９］。目前使用

的脑保护装置有３种：①球囊封堵／抽吸装置；②滤过
装置；③血流逆装置。通过术后对保护装置中捕获的
微粒进行病理学检查发现，其成分多为内膜斑块碎。

除了脑保护装置外，还有一些因素与 ＣＡＳ围手术期风
险有关。ＣＡＳ治疗 ＣＥＡ术后再狭窄的并发症发生率
极低，因为ＣＥＡ术后再狭窄多因内膜异常增生所致，
增生的内膜较光滑，不易变脆脱落和形成栓塞。Ｎｅｗ
等发表了３３８例ＣＥＡ术后发生再狭窄采用 ＣＡＳ治疗
的多中心注册研究结果，围手术期卒中和死亡发生率

为３１６％，低于其他 ＣＡＳ患者。另一个影响 ＣＡＳ安全
性的重要因素为血小板糖蛋白Ⅱｂ／Ⅲａ拮抗药，如阿
昔单抗的使用。与ＣＡＳ的基本操作步骤一样，这些药
物的应用也借鉴了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经验。在理论

上，应用这些药物能够降低栓子脱落引起缺血性卒中

的风险，但会增加出血性并发症，特别是出血性卒中的

风险。目前有关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安全性及有效性的

研究已有多项随机对照研究结果，在 ＳＰＡＣＥ及 ＥＶＡ
３Ｓ研究两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中，均证实了颈动脉
支架成形术治疗慢性颈内动脉狭窄病变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１０］。与 ＣＥＡ相比，ＣＡＳ的优点是：无需全麻（避
免了全麻并发症）；无需颈部切口（避免了颅神经损

伤）；术后恢复和住院时间短；有时，ＣＡＳ可能是治疗
ＣＥＡ手术高危患者的唯一方法。

虽然颈动脉支架成形术在治疗慢性颈内动脉狭窄

病变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有关对急性进展

性缺血性卒中采用颈动脉支架植入进行干预治疗的报

道非常少。从理论上说，对急性进展性缺血性卒中的

治疗，可以通过增加脑血流量的方式使患者的症状改

善。血流量的改善可通过开放动脉途径，也就是可以

通过血管内支架置入术实现。经查阅近年来相关文

献，仅有 ＫｅｌｌｙＭＥ［１１］、ＪａｎｊｕａＮ等［１２］有数例到数十例

对急性进展性缺血性卒中采用颈动脉支架植入进行干

预治疗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提示了进展性缺血性卒中

采用颈动脉支架植入进行干预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

颈动脉支架成形术的主要并发症是心血管并发症

（血管迷走反射、降压反应、心肌梗死）；颈动脉并发症

（内膜切割、血栓形成、血管穿孔、血管痉挛）；神经系

统并发症（缺血性卒中、ＴＩＡ、颅内出血、高灌注综合
症、癫痫发作）及其他并发症（穿刺部位损伤、造影剂

过敏／肾病等）［１３］。随着导管内技术的发展和脑保护
技术的应用，ＣＡ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保证。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体会，必须在治疗前做好

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如造影剂过敏、血管痉挛、低血压、

心动过缓、栓子脱落的措施，特别是要提前准备好动脉

溶栓药物。应进行全程的心电及生命体征检测，术中

细心、熟练地操作及脑保护装置应用。一旦发现有血

管壁斑块形成，更应小心操作，必要时禁止导管或导丝

穿越这些部位，防止斑块脱落。严防管道中的空气，以

预防气栓的发生。

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的治疗上，目前多采用常规

的内科保守治疗。本研究在内科治疗基础上采用颈动

脉介入支架成形术，保证了患者的脑灌注，同时还可以

防止颈动脉的栓子脱落而导致神经功能的进一步恶

化，为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

路。当然鉴于本研究的病例数及还有许多不完善之

处，希望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颈动脉介入支架成形术

对于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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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拉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治疗双相躁狂发作
陈正昕，任志斌，邱德胜，潘集阳，范学胜，孙剑，陈炯，邢葆平，王鹤秋，金卫东，王伟

摘要：目的　观察齐拉西酮与奥氮平合并碳酸锂或丙戊酸钠治疗躁狂发作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对符合
ＤＭＳＶ躁狂发作和混合发作诊断标准的１００例研究对象随机分成２组，试验组应用齐拉西酮合并碳酸锂或丙戊
酸钠（齐拉西酮组），对照组奥氮平联合碳酸锂或丙戊酸钠（奥氮平组），治疗观察 ８周。采用杨氏躁狂量表
（ＹＭＲＳ）评定疗效和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ＢＰＲＳ），以副反应量表（ＴＥＳＳ）及实验室有关辅助检查评价疗效和安全
性。结果　２组在治疗前后ＹＭＲＳ均有显著降低（Ｆ＝２２．５，Ｐ＜０．０１；Ｆ＝１６．１，Ｐ＜０．０１），ＢＰＲＳ也有类似结果
（Ｆ＝１２．８，Ｐ＜０．０１；Ｆ＝６．９，Ｐ＜０．０１）。齐拉西酮组ＹＭＲＳ在治疗第１周末的评分比奥氮平组高，减分比奥氮平
组少，均有显著性差异。齐拉西酮组ＢＰＲＳ在治疗第１周末、２周末评分比奥氮平组高，减分比奥氮平组少，均有
显著性差异。观察结束时两组间痊愈率、有效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痊愈率：４２％、４０％，χ２＝０．０２，Ｐ＞０．０５；有
效率：８０％、８４％，χ２＝０．５４，Ｐ＞０．０５）。但是２组间药物副作用有差异，奥氮平组体重增加和血脂异常明显高于
齐拉西酮。结论　齐拉西酮、奥氮平合并碳酸锂或丙戊酸钠治疗躁狂发作的疗效均比较理想，但是奥氮平副作用
偏多。

关键词：齐拉西酮；奥氮平；心境稳定剂；躁狂发作；双相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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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ｉｐｒａｓｉｄｏｎｅ；Ｏｌａｎｚａｐｉｎｅ；Ｍｏｏ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ｓ；Ｍａｎｉｃｅｐｉｓｏｄｅ；Ｂｉｐｏｌａｒ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不仅可以控制阳性症状、情
感症状，而且比传统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轻，更为重

要的是它们可以对双相障碍有比较理想的效果［１］。齐

拉西酮不仅具有其他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的特点，更

为重要的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泌乳素增加发生率

低［２］，且代谢异常事件发生率低［３］。因此近年来齐拉

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治疗双相障碍时见报道［４］，由于

双相治疗需要相对长时间的维持治疗，副作用轻和良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２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同德医院（浙江
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精神卫生中心）（陈正昕，任志

斌，金卫东，马永春，陈炯，邢葆平，王鹤秋）；４３００６０
武汉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邱德胜）；５１０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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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孙剑）；３１００３１杭州市，浙江大学医学院（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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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耐受性就显得特别重要［５］。齐拉西酮是一种具有

特别作用机制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在双相障碍的

治疗中取得良好的临床治疗效应［６］。笔者将其联合心

境稳定剂对双相障碍的躁狂发作与奥氮平联合心境稳

定剂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对照，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入组标准　为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１月
１日住院或门诊患者１００例、均符合美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第４版（ＤＳＭＶ）和中国精神疾病诊断与
分类标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躁狂发作诊断标准，ＹＭＲＳ
评分≥２２分，ＢＰＲＳ≥４０分。
１１２　排除标准　①排除激素以及抗抑郁药物引起
的躁狂发作、脑器质性疾病伴发的躁狂发作、躯体疾病

伴发的躁狂发作、物质依赖伴发的躁狂发作、妊娠或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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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期妇女。②不愿意参与被观察者。③年龄 ＜１８岁
或＞６５岁。
１１３　随机分组　应用随机表将患者随机分成２组，
其中齐拉西酮组５０例，门诊７例，住院４３例；男性２８
例，女性２２例；平均年龄（２８．５±１５．８）岁，本次发作平
均病期（１．５±１．０）个月，平均发作次数（１．５±０．５）
次。奥氮平组 ５０例，门诊 ５例，住院 ４５例；男性 ２５
例，女性２５例；平均年龄（３０．１±１６．６）岁，平均病期
（１．２±０．５）个月，平均发作次数（１．３±０．４）次。２组
以上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５０例齐拉西酮组中，应用碳酸锂１５例，丙戊酸盐

３５例；５０例奥氮平组中，应用碳酸锂１１例，丙戊酸钠
３９例，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６５，Ｐ＞
０．０５）。奥氮平组与齐拉西酮组应用碳酸锂剂量分别
是（１．５０±０．４０）ｇ／ｄ与（１．４２±０．３０）ｇ／ｄ（ｔ＝１．０５，
Ｐ＞０．０５），应用丙戊酸钠的剂量分别是（１．６０±０．５０）
ｇ／ｄ与（１．５０±０．３０）ｇ／ｄ（ｔ＝１．０３，Ｐ＞０．０５）。齐拉
西酮剂量范围 １２０～１８０ｍｇ／ｄ，平均（１３５．０±３８．８）
ｍｇ／ｄ。奥氮平剂量范围 １０～２０ｍｇ／ｄ，平均（１３．５±
５．２）ｍｇ／ｄ。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评定方法　①ＹＭＲＳ：共计１１项，包括动作、言
语、意念飘忽、言语／喧闹程度、敌意／破坏行为、情绪、
自我评价、接触、睡眠、性兴趣、工作。评分越高，提示

疾病越严重。②ＢＰＲＳ：关心身体健康、焦虑、情感交流
障碍、概论紊乱、罪恶观念、紧张、装相和作态、夸大、心

境抑郁、敌对性、猜疑、幻觉、动作迟缓、不合作、不寻常

的思维内容、情感平淡、兴奋。评分越高，提示疾病程

度严重。③ＴＥＳＳ：由美国ＮＩＭＨ编制于１９７３年。在同
类量表中，项目最全，覆盖面最广，既包括常见的不良

症状和体征，又包括若干实验室检查结果。这些症状

按系统分为；行为毒性、化验异常、神经系症状、植物神

经症状、心血管系症状和其它症状等６类，评定症状的
严重水平（０～４），０：无该项症状；１：极轻或可疑；２：轻
度，指不影响功能活动，患者因之稍有烦恼，只有模棱

两可的证据证明症状存在，或完全基于患者的报告；３：
中度，一定程度的功能影响，但对生活无严重影响，患

者因而感到不舒服或不安，可直接观察到症状的存在；

４：重度，严重影响患者的活动和生活，就具体症状而
言，有些症状只要肯定存在，其严重度至少达到中度。

１２２　评定标准　采用 ＹＭＲＳ于治疗前、治疗第１、
２、４、６周评定疗效，ＹＭＲＳ减分率≥５０％为有效，＜６
分为痊愈。用副反应量表（ＴＥＳＳ）评定治疗后的不良
反应。在治疗前与治疗后进行血、尿常规、生化常规及

心电图等检查。

１２３　给药方法　齐拉西酮组给予齐拉西酮联合碳

酸锂或丙戊酸钠治疗，在７～１０ｄ内齐拉西酮剂量渐
加至１２０～１８０ｍｇ／ｄ，碳酸锂０．５～１．５ｇ／ｄ，或丙戊酸
盐０．７５～１．５０ｇ／ｄ，均分２次服用，奥氮平组碳酸锂或
丙戊酸盐剂量同前，奥氮平１０～２０ｍｇ／ｄ。
１２４　脱落标准　①严重威胁生命的副作用，如急性
肝坏死或心脏疾病或肾功能衰竭；②在２周内症状几
乎没有改善，改善率小于２０％，需要添加非研究允许
药物者；③一般药物反应，经过处理患者依然无法耐
受；④患者自动退出；⑤门诊患者失访。
１２５　伦理问题　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患者监护人签订知情同意书。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对数据结果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２检验、ｔ检验和Ｆ检验。以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脱落情况　齐拉西酮组共脱落７例，其中无效脱
落２例，无法耐受副作用脱落４例，门诊失访１例，脱
落率为１４．３％；奥氮平组脱落６例，其中无效脱落 １
例，无法耐受副作用脱落３例，门诊失访３例，脱落率
为１２．０％，但是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
１０，Ｐ＞０．０５）。
２２　症状改善
２２１　自身对照　①从ＹＭＲＳ看，无论是齐拉西酮组
还是奥氮平组，各自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提示齐拉西酮组和奥氮平组的治疗方法都使症状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Ｆ＝２２．５，Ｐ＜０．０１；Ｆ＝１６．１，Ｐ＜
０．０１）。②从 ＢＰＲＳ的变化来看，也有类似结论，齐拉
西酮组和奥氮平组的治疗方法都使症状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Ｆ＝１２．８，Ｐ＜０．０１；Ｆ＝６．９，Ｐ＜０．０１）。
２２２　组间对照　在第２周末两组的 ＹＭＲＳ评分以
及减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ＢＰＲＳ从第１周末到第２
周末，两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提示奥氮平组的症状改

善效果比齐拉西酮组早。但是随后的观察时点两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表２。
２３　有效率和痊愈率　痊愈率：齐拉西酮组为５０例
（２１／５０），痊愈率４２％，奥氮平组２０例（２０／５０），痊愈
率４０％，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２，Ｐ＞０．０５。
有效率：齐拉西酮组为４０例（４０／５０），有效率８０％，奥
氮平组４２例（４２／５０），有效率８４％，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义，χ２＝０．５４，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齐拉西酮组常见不良反应有头晕１０
例、嗜睡、静坐不能、腹泻、心悸、恶心等，奥氮平组除头

晕、嗜睡、心悸、腹泻外，更多体现在体重增加以及血脂

升高，其中体重增加、胆固醇升高、甘油三酯升高、低密

度酯蛋白升高这几项副作用与研究组相比较高，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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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前后两组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患者的ＹＭＲＳ总分评定结果（ｘ±ｓ）

组别 例数
ＹＭＲ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１周 治疗２周 治疗４周 治疗６周 治疗８周
齐拉西酮组 ５０ ２８．９±７．０ ２５．３±６．１ ２１．２±６．５ １６．４±１０．０ １０．９±４．１ ８．１±２．３
奥氮平组 ５０ ２７．３±６．８ ２４．０±７．７ １７．９±６．２ａ １６．２±１２．１ １０．６±７．９ ８．０±３．１

组别 例数
变化分

治疗前 治疗１周 治疗２周 治疗４周 治疗６周 治疗８周
齐拉西酮组 ５０ － ４．１±３．６ ８．０±３．４ １２．１±５．６ １７．４±５．０ ２１．１±４．０
奥氮平组 ５０ － ３．１±３．０ １１．８±３．５ｂ １１．２±５．８ １７．１±５．５ ２０．１±３．８

　　注：组间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表示无数据。

表２　治疗前后两组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患者的ＢＰＲＳ总分评定结果（ｘ±ｓ）

组别 例数
ＢＰＲ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１周 治疗２周 治疗４周 治疗６周 治疗８周
齐拉西酮组 ５０ ４８．０±７．０ ４４．４±７．４ ３５．１±７．５ ３０．９±１０．３ ２０．５±１３．４ １６．５±７．４
奥氮平组 ５０ ４９．３±８．１ ４０．９±７．２ａ ３０．０±９．１ａ ３２．８±１２．８ ２０．８±１５．９ １６．０±８．１

组别 例数
变化分

治疗前 治疗１周 治疗２周 治疗４周 治疗６周 治疗８周
齐拉西酮组 ５０ － ４．３±３．９ １２．８±４．９ １８．１±５．９ ２７．２±９．７ ３０．２±６．５
奥氮平组 ５０ － ９．０±３．５ｂ １８．０±３．４ｂ １７．９±４．９ ２８．６±８．６ ３１．２±８．５

　　注：组间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表示无数据。

表３　研究组与对照组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患者副作用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头晕 嗜睡 静坐不能 腹泻 心悸 恶心 口干 肝功能异常

齐拉西酮组 ５０ １０（２０．０） ７（１４．０） ８（１６．０） ７（１４．０） ７（１４．０） ６（１２．０） ４（８．０） ２（４．０）
奥氮平组 ５０ ６（１２．０） １５（３０．０） ３（６．０）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１（２．０）
χ２值 １．１９０ ３．７２９ ２．２５０ ０．３７８ ０．３７８ ０．４４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组别 例数 心电图ＳＴ改变 体重增加 胆固醇升高 甘油三酯升高 低密度酯蛋白升高 空腹血糖升高

齐拉西酮组 ５０ ２（４．０） ３（６．０） ４（８．０） ３（６．０） ５（１０．０） ２（４．０）
奥氮平组 ５０ １（２．０） １２（２４．０） １５（３０．０） １３（２６．０） １６（３２．０） １１（２２．０）
χ２值 ０．０１０ ６．３５２ ７．８６２ ７．４４０ ７．２９４ ３．８４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２００３年，Ｋｅｃｋ发现，齐拉西酮和安慰剂相比，对躁
狂基本症状和大多数次要疗效指标在终点都能够快

速、持续地产生疗效。２０１２年，ＰａｅＣＵ的最新研究也
表明，联合齐拉西酮会取得更好的临床痊愈［７］。齐拉

西酮在治疗第２天即可显著改善 ＢＰＤ患者的躁狂症
状，且疗效稳定，可一直持续到研究结束。本研究结果

也显示，齐拉西酮、奥氮平合并碳酸锂或丙戊酸盐治疗

躁狂发作均有相对良好的疗效，而且这种联合治疗的

方法症状改善可能比单一使用心境稳定剂产生效果

快，但是在第１周末，奥氮平组的 ＹＭＲＳ症状改善显
著，第１周末、第２周末ＢＰＲＳ改善更为显著，不过随后
２组之间症状改善逐渐相似。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联合心境稳定剂是目前常用

的治疗双相躁狂发作常用的方法之一。２００５年，Ｐｏｔ
ｋｉｎ等也开展了一项为期２１ｄ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提示齐拉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的试验组比单一使用心

境稳定剂更为有效，与本研究用药方式类似。因副反

应事件导致的脱落却没有统计学意义，从治疗副反应

分析，一般情况下，齐拉西酮的椎体外系反映也明显少

于利培酮，而且代谢异常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奥氮平或

氯氮平。因此，基于齐拉西酮在代谢方面没有特别的

副作用，与氯氮平、奥氮平相比，代谢副反应少［３－４］，

ＥＰＳ相对较少，而且改善躁狂兴奋的效果［５－６］，特别是

联合心境稳定剂的情况下也比较理想［８］，因此齐拉西

酮、奥氮平联合心境稳定剂用于躁狂可能是良好的治

疗方案选择之一。

但是联合治疗有可能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结

果分析，研究组超过１０％且比较容易出现的副作用有
头晕、嗜睡、静坐不能、心悸、腹泻、恶心，对照组除其中

头晕、嗜睡、心悸、腹泻外，更多体现在体重增加以及血

脂升高，其中体重增加、胆固醇升高、甘油三酯升高、低

密度酯蛋白升高以及血糖升高，这几项副作用与研究

组相比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奥氮平联合

心境稳定剂后，与代谢综合征的某些指标会增加。作

为需要长期治疗的双相障碍来说，没有因治疗而出现

代谢综合征是治疗方案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于这样的治疗原则，齐拉西酮联合心境稳定剂似乎

更具有优势。最新研究也发现，齐拉西酮特别适合肥

胖的双相障碍患者［９］。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在治疗双相障碍之间实际上

差异不大。虽然一项回顾行研究提示，在心境稳定剂

的基础上联合齐拉西酮、奥氮平、奎硫平、利培酮，９０ｄ
内再次住院的时间几乎相似［１０］，但如果观察更长的时

间，联合阿立哌唑组的效应良好的特点有所显

现［１０－１１］，不仅代谢问题没有出现，而且 （下转第８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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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冰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卒中后吞咽困难疗效观察
李坤彬，姚先丽，李坤霞

摘要：目的　评价冰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对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郑州中心医院神
经内科收治的９２例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２组，其中对照组（４６例）接受常规治疗及吞咽
康复训练，联合组（４６例）在接受常规治疗、吞咽康复训练基础上给予冰刺激治疗。２组患者疗程均为１４ｄ。判
定治疗前后患者洼田饮水试验分级，比较２种干预措施对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同时观察治疗期间２组患者吸
入性肺炎发生情况。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１４ｄ治疗后联合组治疗有效率为７３．９１％
（３４／４６），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５８．７０％（２７／４６），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组吸入性肺炎发
生率为８．７０％（４／４６），对照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１９．５７％（９／４６），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冰刺激联合康复训练能够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降低吸入性肺炎发生风险，临床疗效确切。
关键词：卒中；吞咽困难；冰刺激；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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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中是世界上仅次于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的第
三大致死性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残率

和高复发率的特点，我国每年新发卒中患者约有１５０
万～２００万［１－２］。资料显示采用标准电镜透视检查作

为诊断标准，卒中急性期意识清醒患者中吞咽困难发

生率为６４％ ～９０％［３］。卒中后吞咽困难是造成患者

吸入性肺炎的首要原因，此外还严重影响患者的营养

状况和心理的康复，甚至使患者处于脱水状态、体循环

不足，进而诱发再次卒中［４－５］。因此改善卒中患者吞

咽功能对于改善患者预后有临床意义重大。我院采用

冰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卒中后吞咽困难取得了理想

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５月我院
神经内科住院的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９２例，其中男性
５０例，女性４２例，平均年龄（６５．２７±８．３５）岁。纳入
标准：①符合全国第四届血管疾病会议诊断标准［６］，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０６河南省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神经康复
科

通讯作者：李坤彬，Ｅｍａｉｌ：ｌｉｋｕｎｂｉｎｇｚｙ＠１２６．ｃｏｍ

ＣＴ或 ＭＲＩ示脑出血或脑梗死；②洼田饮水试验分
级［７］为Ⅲ～Ⅴ级；③可进食无需鼻饲；④志愿加入本研
究。排除标准：①并发严重肝肾功能不全、重症感染；
②已有吞咽器官器质性病变；③认知障碍，不能配合检
查和治疗；④病程３个月以上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９２例患者随机分入对照组和联合组，每组各４６例。
对照组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２２例；平均年龄（６４．９７±
６．５４）岁；脑半球损伤３３例，脑干损伤１３例；洼田饮水
试验分级Ⅲ级２０例，Ⅳ级１１例，Ⅴ级１５例。联合组
中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０例；平均年龄（６５．７１±７．４３）岁；
脑半球损伤３１例，脑干损伤１５例；洼田饮水试验分级
Ⅲ级１８例，Ⅳ级１２例，Ⅴ级１６例。２组在性别、年龄、
洼田饮水试验分级、脑损伤部位等一般情况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通
过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根据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２００５
版）建议，给予２组患者卒中常规治疗，具体包括：促进
脑循环、脑保护、改善脑部能量代谢等常规治疗及对症

处理。研究中一旦出现呛咳，立即使患者保持弯腰、颈

弯曲、身体前倾、下颌低向胸姿势。此体位可以清洁气

道，防止残留食物误吸入气管。食物残渣卡在喉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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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呼吸时，患者应弯腰低头，同时医生站在患者身后，

将手臂绕过胸廓下，利用双手指交叉，向横隔施加一个

向上猛拉的力量，此时产生的气流经过会厌，阻塞物便

可排出，或者在患者肩胛下快速连续拍打，使残渣排

出。

１２１　对照组　４６例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针对
吞咽困难给予康复训练治疗。吞咽康复训练主要通过

对咽部和食管附近面部、颈部、肩部、胸部等器官和肌

肉的运动训练，对咽部和食管进行刺激，每日训练 １
次，每次２０～３０ｍｉｎ。康复治疗师指导患者在每餐前
练习吞咽困难康复体操。帮助患者大声发“啊”可以

有效地防止误咽。声门上吞咽的主要步骤为：让患者

充分吸气，憋气，然后慢慢吞咽唾液，再呼气最后咳嗽。

最后的咳嗽是为了清除喉头周围残存的食物，适用于

出现误咽的患者。让患者在安静、整洁、愉悦的环境下

进食，并根据病人个人喜好和吞咽困难严重程度选择

不同质地和口味的食物。尤其需要重视的是酸性和含

脂肪多的食物更加容易引起肺炎。餐时和餐后保持上

半身４５°及以上角度或直立坐位。进食时一口的进食
量以一小汤匙为宜，进食速度不要过快，每进食一口，

要让患者吞咽数次。采用侧方吞咽、点头吞咽等方法

去除咽部残留物。

１２２　联合组　４６例患者患者在常规药物治疗、康
复训练之外给予咽部冰刺激。患者坐位或半坐位，由

一位经验丰富的康复治疗医生使用冰棉棒（生理盐水

浸润后－４℃冷冻１～２ｈ）直接刺激，具体以前腭弓为
中心，包括后腭弓、软腭、腭弓、上下牙齿的咬合面及内

外面、两侧面颊部、咽后壁、舌后部及整个舌面的刺激

部位。长时间、大范围地涂擦刺激部位，左右相同部位

交替，同时配合手法按摩，约３０ｍｉｎ／次，２次／ｄ。之后
嘱咐患者做龇牙、鼓腮、空咽等动作。

１３　疗效评价　使用洼田饮水试验结果作为判断患
者吞咽功能的标准。让患者在坐位状态下，饮用３０ｍｌ
常温水，观察全部饮完的情况及时间。Ⅰ级：能顺利地
一次将水咽下，无呛咳、停顿；Ⅱ级：分２次以上，无呛
咳、停顿；Ⅲ级：能一次咽下，有呛咳；Ⅳ级：分 ２次以
上，有呛咳；Ⅴ级：频繁呛咳，全部饮完有困难［７］。由同

一医生分别在治疗前后进行吞咽功能评定，该医生不

参与治疗也不知晓患者分组情况。１４ｄ治疗后，患者
洼田饮水分级达到Ⅰ级认为治愈；患者吞咽功能改善
饮水分级提高１级以上认为好转；患者吞咽功能未好
转、饮水试验无变化则认为无效。痊愈、好转均认为治

疗有效；有效率 ＝（治愈例数 ＋好转例数）／该组总例
数×１００％。治疗期间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也列入考察
范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差异使用两个独立
样本的ｔ检验。计数资料使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比较　１４ｄ治疗后，对照组治愈１９例，好转
１５例，有效例数共计３４例，有效率为７３．９１％；联合组
治愈１４例，好转１２例，有效例数共计２６例，有效率为
５８．７０％。与对照组相比，联合组有效率有显著性提高
（Ｐ＝０．０２６＜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６ １９ １５ １２ ７３．９１
联合组 ４６ １５ １２ １９ ５８．７０

２２　吸入性肺炎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有９例患者患
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１９．５７％；联合组有４例患者患
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８．７０％。与对照组相比，联合
组患者吸入性肺炎发生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３７）。

３　讨　论
　　吞咽困难是指口腔、咽、食管等吞咽器官发生病变
导致患者饮食出现障碍或不便。吞咽功能减退是脑卒

中患者最常见以及最突出的并发症［８］。由于各卒中患

者病损程度、性质不同，吞咽困难临床症状差异很大，

典型的临床表现包括：咀嚼困难、流口水、吞咽后咳嗽

失声等。病情较轻患者可以无明显症状或仅表现吞咽

不畅；病情较重患者却滴水难进，需通过鼻饲维持营养

供给。临床研究发现，一般情况而言吞咽障碍程度与

病灶区域呈显著正相关。此外虽病变部位与吞咽障碍

类型相关性不明显，但卒中后并发吞咽困难患者卒中

部位常见于皮质、脑干区域［９］。这些患者咽反射减弱

或消失可能是因为卒中急性期大脑单侧或双侧皮质脑

干束受损引起假性球麻痹，或者舌咽、迷走神经运动核

受损引起真性球麻痹，吞咽反射弧受到中断或抑制。

如果不能及时治疗神经细胞长期麻痹不能复苏，咽喉

部肌群发生萎缩，最终无法完成吞咽反射弧，从而吞咽

反射持续性地减弱或消失［１０－１１］。此外多项研究提示

因中枢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愈能力，因此尽可能早

地对最终后吞咽困难进行干预，可以促进病灶周围神

经组织或未损伤的脑细胞启动代偿机制，尽可能发挥

脑组织的重组能力。

正常生理性吞咽过程主要分为 ４期。①口准备
期：此阶段为咀嚼食物，将食物与唾液充分混合形成适

合吞咽的食团。②口自助期：舌推进食物开始向后运
动到进入咽部之前的过程。舌肌收缩变性与硬腭在口

腔中部形成一个含有食物的密闭腔隙，随后软腭上提，

舌肌收缩向后推进进入口咽。③咽期：食团从口咽部
到通过食管进入食管的非自主阶段。这一过程如果肌

群协同异常则会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反流。④食管期：
食团从食管进入胃的过程。临床上卒中后吞咽困难主

要表现在口腔期和咽期的吞咽问题。吞咽困难一般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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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多种并发症，对患者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在身体

机能方面可造成气管堵塞窒息、脱水和营养不良；在心

理方面会引起患者进食恐惧、抑郁等负面情绪 ［１２］。

在众多伴发疾病中，吸入性肺炎尤其引起学者们的广

泛关注。卒中多发于老年人，体内细胞免疫和体液免

疫功能减退；呼吸道的机械屏障作用减弱，清除异物能

力下降。此时老年患者如果伴发吞咽困难，食物不能

充分咀嚼和搅拌成为食物团块送至咽部，软腭麻痹、喉

口遮盖不严，食物和液体进入喉口引起剧烈呛咳，从而

引起吸入性肺炎。已有研究表明：在卒中后１个月内
第三位死亡原因就是吸入性肺炎，１年内死亡人数
２０％是由于吸入性肺炎，随后每年１０％ ～１５％的死亡
患者归因于吸入性肺炎［４］。而卒中后吞咽困难是引起

患者吸入性肺炎的首要原因，因此对于卒中后出现吞

咽困难的患者，我们应该积极干预改善患者吞咽功能、

减少吸入性肺炎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从而改善患者预

后。

目前临床上对于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治疗策略

有：补偿性策略、间接策略和直接策略。临床具体手段

包括：药物治疗、外科治疗、针灸治疗、心理干预、康复

训练等［３，１３］。①药物治疗方面：中医发现地黄饮子、解
语汤等能有效缓解卒中患者吞咽困难症状；西药硝苯

吡啶缓释片能够使吞咽激发变快、吞咽时间缩短。但

是长期药物治疗往往伴随明显的副作用，患者依从性

较差。②外科治疗措施机制主要是促进食团通过食
管。例如：气管切开可以帮助通气、清理气道［１４］。外

科干预属于创伤性治疗手段，很多卒中后吞咽苦难患

者基础状况差不能够耐受手术，且临床发现一些患者

术后再次发生吞咽困难。这都造成外科手术在卒中后

吞咽困难患者的治疗中难以大规模推广。③针灸治疗
方面，主要分为项针、头针、舌针、电针等疗法。近年来

针灸等中医治疗在卒中后吞咽康复训练方面取得了广

泛关注。但我国中医师数量所限，该方法不能够在所

有地区、所有级别医院加以推广。④卒中患者通常存
在不同程度肢体瘫痪或失语症状，且常常伴有情绪低

落、抑郁。因此医生需针对个体患者进行个体化心理

治疗，尽可能消除患者不良情绪，协助康复、药物方案

获得最好预后。⑤吞咽康复训练能够加强舌、咀嚼肌、
咽缩肌等的运动技能，提高吞咽反射弧的灵活性，刺激

并重建受到损伤的神经传导通路。已有文献报道进行

吞咽功能训练，不但可以有效地预防吸入性肺炎的发

生，而且可以预防咽下肌群失用性萎缩，最大限度地促

进吞咽功能恢复［１５］。在缓解卒中后吞咽困难方面，与

药物治疗、外科治疗、针灸治疗相比，康复训练绝大部

分患者可以耐受，依从性好，副作用不明显，且医生操

作难度较低，受到临床的广泛肯定。冰刺激疗法直接

对吞咽有关的器官，例如：舌、软硬腭咽后壁、口腔黏膜

及吞咽反射相关肌群进行寒冷刺激，引起肌肉主动收

缩，提高其对食物的敏感度。此外寒冷刺激可以强化

吞咽反射，反复训练可以使吞咽动作易于诱发且吞咽

有力，显著改善延髓麻痹所致的吞咽肌群失用性萎缩。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１４ｄ的治疗，联合组患者
口咽、面颊部肌肉肌力和肌群舒缩协调能力较前明显

好转，吼上抬能力和舌的灵活度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

善，治疗有效率为 ７３．９１％。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５８．７０％，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联合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为８．７０％，显著低于对照组
１９．５７％（Ｐ＜０．０５），提示冰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有效降
低患者吸入性肺炎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生存质量。综

上所述，冰刺激联合康复训练治疗卒中后吞咽困难疗

效显著，能够提高患者整体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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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以腹部创伤为主的严重多发伤的救治
刘超，王振杰，姜海，房漫军

摘要：目的　总结以腹部创伤为主的严重多发伤的救治经验，提高救治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８月—
２０１３年８月急诊外科救治的４９例以腹部创伤为主的严重多发伤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４９例中抢救成功４８
例，成功率为９７．９５％，死亡１例，病死率为２．０５％，死亡主要原因为严重失血性休克。结论　快速接诊、伤情评
估及诊断，能使严重多发伤患者早期得到确切的治疗；合理利用辅助检查并结合临床，能避免漏诊、误诊；深静脉

置管及限制性液体复苏能改善抗休克治疗质量；急诊手术坚持损伤控制理念，术后积极复苏、抗炎等对症治疗，加

强以肠内营养为首选的早期营养支持能提高以腹部创伤为主严重多发伤的救治率、降低病死率、减少并发症。

关键词：腹部创伤；多发伤；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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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ｕｒｅｄ，１ｃａｓｅｗａｓｄｅａｄ，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７．９５％ 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ｗａｓ２．０５％，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ｄｅａｔｈｗａｓ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ｓｈｏｃｋ．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ｖｅ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ｒａｕ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ｎｅａｒｌｙｇｅｔ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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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发伤是指同一致伤因素造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
解剖部位或脏器的损伤，其中至少有一处损伤是危及

生命的［１］。根据损伤严重程度计分法（ｉｎｊｕｒｙ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ＩＳＳ），ＩＳＳ≥１６分为严重多发伤。严重多发伤的
发生率、病死率及伤残率高，是一个重要的健康和社会

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医院仍采用多学科会诊、协商

收治的模式进行诊治，因此容易出现诊治延误、漏诊、

误诊及忽略整体等问题。我科自２０１２年７月建成急
诊外科新病房及重症监护病房以来，开通“创伤急救绿

色通道”，设置急诊专用快捷通道，组成以“门急诊 －
辅检室－急诊专用电梯及通道－急诊外科病房－急诊
手术室－ＥＩＣＵ”及急诊外科医生全程负责的一体化救
治体系，取得良好效果。现笔者将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３
年８月参与救治的以腹部创伤为主的严重多发伤４９
例患者的急诊救治临床资料分析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科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８月收治
多发伤１００例，以ＩＳＳ评分≥１６分为病例纳入标准，选
择以腹部创伤为主的多发伤４９例，性别分布：男性３７
例，女性１２例。按年龄分组：儿童少年组（＜１８岁）２
例（４％），青中年组（１５～６０岁）４３例（８７．８％），老年
组（＞６０岁）４例（８．２％）；致伤原因：交通事故３９例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
通讯作者：王振杰，Ｅｍａｉｌ：ａｈｂｙｆｙｗｚｊ＠１６３．ｃｏｍ

（７９．６％），高处坠落伤 ４例（８．２％），钝器伤 ４例
（８．２％），锐器伤２例（４．０％）。本组患者ＩＳＳ评分１６
～２４分者２９例，≥２５分者２０例，腹部损伤中，闭合性
腹部损伤４５例，开放性腹部损伤４例；脾破裂２６例、
肝破裂２０例、胃破裂２例、胰腺损伤３例、肾脏损伤４
例、十二指肠损伤１例、小肠破裂５例、结肠破裂４例；
其中合并失血性休克９例，合并感染性休克１例，心肺
复苏术后１例。合并头颈部外伤９例，面部３例，胸部
１７例，四肢、骨盆、肩胛骨１２例，体表伤３２例。腹部
损伤中，１个脏器伤３３例，２个脏器伤１３例，≥３个脏
器损伤３例。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急救流程　急诊外科门急诊接诊多发伤患者
后，初步评估伤情，建立静脉通路，生命体征稳定的患

者经由急诊专用快捷通道迅速完善相关检查（ＣＴ、Ｘ
线片等）后，立即由急诊专用通道、电梯送至病房。急

诊外科门急诊医师提前电话通知病房，告知伤情，做好

接诊准备，提前下急诊常规医嘱。患者入住急诊外科

重症监护病房（ＥＩＣＵ），按ＣＡＢＤＥ进行紧急生命救治，
予以心电监护、吸氧，保证呼吸道通畅，扩宽静脉通路

（２～３个），必要时行深静脉置管，积极抗休克治疗，失
血量大者紧急输血，以ＣＲＡＳＨＰＬＡＮ进行顺序检查，进
一步判断伤情。迅速联系床边彩超，行诊断性腹腔穿

刺，请相关专科急会诊。明确诊断后，需急诊手术者迅

速确定急诊手术方案，评估急诊手术风险，告知患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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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病情及治疗计划，签手术知情同意书，提前通知门急

诊手术室做好准备。密切观察神志、瞳孔、生命体征、

血色素、氧饱和度等情况。

１２２　急诊手术　坚持损伤控制、救命第一的原则。
开放性腹部损伤 ４例，均急诊手术（手术率 １００％）。
闭合性腹部损伤４５例中急诊手术治疗２７例，术式：脾
切除９例，肝破裂修补术３例，肝破裂填塞止血１例，
胃修补２例，小肠修补４例，小肠切除术１例，右半结
肠切除１例，结肠造口１例，结肠修补２例，单侧肾脏
切除３例。
１２３　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１６例均为腹部闭合性损
伤，其中肝破裂７例，脾破裂９例。脾破裂２例保守治
疗后效果差转急诊手术。

１２４　其他损伤处理　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兼顾其
他损伤。体表伤早期予以清创缝合，变开放性损伤为

闭合性损伤，变轻度污染性伤口为清洁伤口，污染严重

伤口延期缝合，四肢及骨盆骨折待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后即予以牵引或石膏托外固定，以减轻骨折后的再次

损伤，颈椎损伤予以颈托固定，合并胸、腰椎损伤注意

轴向翻身。合并胸腔积液量较大，影响心肺功能者，早

期行胸腔闭式引流术。头颈部外伤９例行清创缝合４
例，面部３例行清创缝合２例，胸部损伤１７例性行胸
腔闭式引流７例，四肢、骨盆、肩胛骨损伤１２例行牵引
或石膏固定，体表伤３２例清创缝合１２例、换药１２例、
无特殊处理８例。

２　结　果
　　本组患者抢救成功４８例，成功率为９７．９５％，其
中治愈出院４５例，病情稳定后转专科后续治疗３例（３
例均因四肢骨折转骨科行二期骨折内固定术），死亡１
例，病死率为２．０５％，死亡主要原因为严重失血性休
克。并发症：术后继发感染３例，其中腹腔脓肿２例，
肺部感染１例，腹腔脓肿予以穿刺引流及加强抗感染
治疗后治愈，肺部感染予以加强抗感染后治愈。伤口

感染４例，换药后治愈。

３　讨　论
３１　快速接诊、伤情评估及诊断　多发伤救治的灵魂
是速度。严重多发伤患者病情严重，常存在一个或多

个危及生命的脏器损伤，相关文献提出的伤后“黄金１
小时”［２］和“白金１０ｍｉｎ”［３］提示我们对严重多发伤的
早期救治尤为重要，快速伤情评估及诊断是救治成功

的关键。我科自门急诊新大楼建成以后，开通“创伤急

救绿色通道”及“门急诊 －辅检室 －急诊专用电梯 －
急诊外科病房－急诊手术室－ＥＩＣＵ”组成的急诊专用
快捷通道，大大减少了严重多发伤患者因完善检查及

途中所费时间，使患者在“白金１０ｍｉｎ”内得到快速伤
情评估及抢救，在“黄金１小时”内得到确切的诊治，
有效地降低了病死率。多发伤的患者常因致伤暴力严

重、伤情复杂、闭合性腹部损伤患者合并颅脑外伤所致

昏迷或者脊柱外伤所致截瘫，常常忽略腹部重要脏器

的损伤，容易导致误诊或漏诊。我们将体格检查与病

史采集同时进行，力求快速、简洁、围绕重点。我们严

格按照ＣＡＢＤＥ进行急救，按照ＣＲＡＳＨＰＬＡＮ［４］顺序进
行快速的详细检查，使用损伤严重程度计分法（ｉｎｊｕｒｙ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ＩＳＳ）进行伤情评估，分值越高，病情越
重。严重多发伤患者的诊断常难度较大，相关文献报

道［５］，ＣＴ能清楚地显示实质性器官受损的情况，还能
根据ＣＴ影像改变、结合临床表现决定是否手术治疗，
这可让大部分患者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探查。但严重多

发伤患者常因血流动力学不稳，而不能完善相关检查

（如ＣＴ、Ｂ超、胸腹部Ｘ线片等），因此诊断性腹腔穿刺
具有重大意义。对于闭合性腹部损伤，诊断性腹腔穿

刺阳性率高，适应证宽，并发症少，是一种科学、经济、

实用的诊断方法。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床边

Ｂ超无疑有助于闭合性腹部损伤的诊断。
３２　抗休克治疗　严重多发伤患者常因肝脾破裂，骨
盆、股骨干骨折而出血凶猛。在本组严重多发伤患者

中，入院时合并失血性休克者９例。因休克状态下外
周血管塌陷而较难扩容及加快静脉补液，右锁骨下深

静脉置管并发症相对较少，是深静脉置管方式中的首

选［６］。应用限制性液体复苏理念的同时，补液坚持遵

循先快后慢、先胶后晶、先浓后淡、先盐后糖、见尿补

钾、缺啥补啥的原则，双腔深静脉导管置入成功后执行

ＣＶＰ监测补液。相关文献报道［７］，限制性液体复苏能

降低多发伤伴失血性休克患者的病死率和存活患者并

发症的发生率，能改善预后。我们在复苏中维持收缩

压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左右，在维持有效
灌注的前提下，不仅可有效减少损伤脏器的出血量，更

能为急诊救治争取时间。外伤休克患者可存在凝血

病，大量补液致凝血因子及血小板被稀释是凝血功能

障碍的主要原因。赵鸿等［８］提出，ＤＩＣ或凝血机制障
碍是导致腹部外伤为主多发伤患者早期救治失败的主

要原因之一。对于失血量大者，应根据具体情况尽早

补充血小板、血浆、红细胞，有效地改善凝血功能。有

文献提出，输注更高比例的血浆和血小板，会更大程度

提高损伤程度相当的多发伤患者的生存率［９－１０］。对

于有效复苏后血压仍然明显偏低者，可给予血管活性

药物如多巴胺维持血压。值得注意的是，合并颅脑外

伤的患者因高颅内压，心率与血压呈现与休克状态不

相符现象，这要求急诊科医师密切注意。

３３　急诊手术　严重多发伤患者伤情复杂，需反复评
估伤情变化。根据笔者的救治经验，如下患者应急诊

手术：①腹腔穿刺抽出混浊液或穿刺液镜检白细胞满
视野；②腹部ＣＴ、Ｂ超提示实质脏器破裂，经积极治疗
血压不升或收缩压持续在９０ｍｍＨｇ以下，或血压一
度上升，随后又下降者；③膈下见游离气体；④明显腹
膜炎体征；⑤血红蛋白进行性降低；⑥腹部开放性损
伤。创伤特别是严重多发伤合并休克后，常常发生机

体代谢功能失调和严重生理功能紊乱，伤员出现“致命

三联征”（酸中毒、低体温、凝血功能障碍），需予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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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胡方勇等［１１］指出：在以腹部损伤为主的多发伤救

治中，合理实施损害控制策略可有效降低其病死率。

损害控制性外科（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ＣＳ）其基本
内容包括初始简化手术、复苏、确定性手术３个连续阶
段。手术坚持“抢救生命第一，保全脏器第二，止血第

一，修复第二”原则，力求短时间内解决危及生命的问

题，保全生命后积极有效地行ＩＣＵ复苏治疗，而后及时
无延误地施行确定性手术。

３４　保守治疗及术后 ＩＣＵ复苏　多发伤后病理过程
为急性创伤反应期、脓毒症期、创伤和脏器功能修复期

或ＭＯＤＳ／ＭＯＦ。保守治疗患者需在急诊外科重症监
护病房（ＥＩＣＵ）行全面、系统、持续的重症监护治疗，解
决原发性损害及继发性病变。严重损伤者需监测动脉

血气分析，及时纠正低氧血症、酸中毒及电解质紊乱。

血气胸需行胸腔闭式引流，骨折需行外固定或牵引，呼

吸功能障碍者需行机械通气，体表伤口清创换药，实质

性内脏破裂者绝对卧床，避免搬动。大量输血患者可

能诱发凝血病、ＡＲＤＳ及严重感染等并发症，需密切注
意。治疗上予以抗炎、止血、保护各脏器功能等对症支

持治疗。以腹部外伤为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容易发生

脓毒症及 ＭＯＤＳ／ＭＯＦ，预后极差，故早期预防尤为重
要。笔者的经验是：①先经验性应用抗生素，后根据细
菌培养＋药敏结果调整用药，强调个体化抗感染；②加
强伤口清创换药，深部伤口常规应用破伤风抗毒素；③
嘱患者配合治疗，尽量避免镇静药物使用；④重视无菌
操作，如留置导尿、深静脉置管、吸痰等，预防院内感

染；⑤加强营养支持，禁食水患者需保护肠黏膜屏障功
能（应用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防止菌群易位。

３５　早期营养支持　严重创伤后机体处于高代谢状
态，多脏器功能受损，修复能力及免疫力下降。李康英

等［１２］研究表明，及早、合理地给予肠内营养（ＥＮ），可
有效地提高严重腹部创伤患者的治愈率，减少并发症。

肠内营养经导管输入包括鼻胃管、鼻十二指肠管、鼻空

肠管、胃空肠造瘘管。我科对于术后考虑需禁食时间

较长者，于术中留置鼻空肠营养管，待肠蠕动功能恢复

后首次予以０．９％生理盐水或５％糖盐水用输液泵匀
速缓慢滴入，若无明显不良反应，即可予以百普力行早

期肠内营养支持，该方式可效避免病人发生恶心、呕吐

或返流等现象。肠内营养滴注应遵循从少到多、从慢

到快、从稀到浓的原则，可减少肠内营养不良反应的发

生。对昏迷及使用呼吸机的患者，需防止吸入性肺炎

的发生，鼻饲时可将患者头部抬高３０℃，待鼻饲结束
１ｈ后放平；同时留置胃肠减压管，若回抽胃残留液大
于１００ｍｌ，应暂停鼻饲或减缓速度。谷氨酰胺（ｇｌｕｔａ
ｍｉｎｅ，Ｇｌｎ）是条件必需氨基酸，具有促进蛋白质合成、
维护肠黏膜屏障的防御功能以及改善细胞免疫功能的

作用，并能通过增加小肠对葡萄糖的吸收和肝细胞对

葡萄糖的摄取来调节血糖水平。对于暂行肠外营养的

患者，静脉应用和氨基酸配伍的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

液能降低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率及死亡率。

总之，在以腹部创伤为主严重多发伤患者的诊治

中，开通“创伤急救绿色通道”及“急诊专用便捷通道”

能早期实施确切治疗，快速伤情评估及诊断是救治多

发伤的灵魂。查体与病史采集要求快速、准确、同时进

行，尽量避免漏诊误诊。诊断性腹腔穿刺、急诊床边 Ｂ
超、ＣＴ是有效敏感的诊断方法，辅助检查与临床表现
相结合能决定是否手术治疗，可避免不必要的急诊手

术。右锁骨下深静脉置管优于其他静脉，可以解决休

克状态下外周静脉塌陷的问题，加快补液速度，维持收

缩压在９０ｍｍＨｇ的限制性液体复苏在可维持有效灌
注的前提下减少出血量，为急诊救治争取时间。以损

害控制策略为指导，实施损害控制性外科（ＤＣＳ）可有
效降低病死率。腹部创伤为主严重多发伤患者保守治

疗及术后复苏均应在急诊监护病房（ＥＩＣＵ）进行，积极
避免脓毒症及ＭＯＤＳ／ＭＯＦ的发生，早期肠内营养对腹
部创伤为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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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严重脓毒症心肌损伤患者血浆 Ａｐｅｌｉｎ水平
与 ｃＴｎＩ相关性研究
童静，张明，陈如杰，范小芳

摘要：目的　观察脓毒症心肌损伤患者血浆Ａｐｅｌｉｎ水平并探讨其与ｃＴｎＩ关系。方法　入选７９例脓毒症患者经
肘静脉途径采血，测定血浆Ａｐｅｌｉｎ、ｃＴｎＩ、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等指标；同期１７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ＮＣ组）。结果　①血
浆Ａｐｅｌｉｎ水平，与ＮＣ组比较，Ａ组有升高趋势（Ｐ＞０．０５）、Ｂ及Ｃ组有明显升高（Ｐ＜０．０１）；与Ａ组比较，Ｂ组有
升高（Ｐ＜０．０５），Ｃ组升高（Ｐ＜０．０１）；②血浆 ｃＴｎＩ水平，与 Ａ组比较，Ｂ组有升高（Ｐ＜０．０５），Ｃ组升高（Ｐ＜
０．０１）；与Ｂ组比较，Ｃ组升高（Ｐ＜０．０５）；③血浆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与 ＮＣ组比较，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Ｂ、Ｃ组有升高（Ｐ＜０．０１）；与Ｂ组比较，Ｃ组升高（Ｐ＜０．０５）；④入院时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与 ＮＣ组比较，Ａ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与Ｂ组比较，Ｃ组有升高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⑤脓毒症相关心肌损伤患者血浆 Ａｐｅｌｉｎ水平与 ｃＴｎＩ水平有相关性（ｒ＝０．４８２，Ｐ＜０．０５），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有正相关（ｒ＝０．５１７，Ｐ＜０．０５），与入院时ＡＰＡＣＨＥⅡ得分有正相关（ｒ＝０．４２９，Ｐ＜０．０５）。结论　脓
毒症患者血浆Ａｐｅｌｉｎ水平升高，脓毒症相关心肌损伤患者血浆 Ａｐｅｌｉｎ水平随病情加重而明显升高，与 ｃＴｎＩ、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及ＡＰＡＣＨＥⅡ相关，提示血浆Ａｐｅｌｉｎ参与脓毒症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脓毒症；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心肌损伤；Ａｐｅｌｉｎ；ｃＴｎＩ；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ＰＡＣＨＥ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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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常见的急危重症之一，因高龄、免疫抑制
及多重耐药菌的出现，发病率高，可进展为严重脓毒

症、脓毒性休克甚至 ＭＯＤＳ。心肌损伤是脓毒症常见
的急危重并发症，发生率达４０％，脓毒症心肌损伤是
脓毒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其病死率可达

５０％～７０％。脓毒症心肌损伤病理生理机制较复杂，
尚未完全阐明。研究发现 Ａｐｅｌｉｎ是心血管活性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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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正性心肌收缩力外［１］，还参与终末期肾病患者心

血管疾病的炎症反应［２］，有通过Ｔ细胞、Ｂ细胞来抑制
炎症介质的释放等作用［３］。故本课题组推测 Ａｐｅｌｉｎ
可能与脓毒性心肌损伤有关，通过观察 Ａｐｅｌｉｎ在脓毒
症心肌损伤中的浓度变化，从血管活性肽角度探讨脓

毒症心肌损伤发生、发展机制，对临床可能有一定的意

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临床标本均来自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期间入住成人急
诊科及ＩＣＵ的部分脓毒症患者及脓毒症相关心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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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７９例，根据脓毒症严重程度及心肌损伤情况分
为：单纯脓毒症（Ａ组）、脓毒症心肌损伤（Ｂ组）和脓
毒性休克心肌损伤（Ｃ组），同期健康志愿者１７例（ＮＣ
组）；采血前报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入选条件：①符
合刘大为等编写的中国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教材

（２０１３版）有关脓毒症、严重脓毒症与脓毒症休克诊断
标准；②临床上有明确的感染部位及体征，且有明确影
像资料辅助诊断或手术所见的感染；③病史系直系家
属提供且资料完整；④对本研究的目的与可能的风险
充分告知，患者或家属知情并合作；⑤常规治疗方案由
家属慎重考虑后选择。排除条件：急性冠脉综合症患

者；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肾病等；肿瘤晚期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检查项目　记录患者年龄、性别、原发疾病；测
定患者急诊就诊或入住 ＩＣＵ时，血浆 Ａｐｅｌｉｎ、ｃＴｎＩ、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ＰＣＴ和 ＣＲＰ、血小板计数、白细胞计数、血乳
酸水平、血浆白蛋白水平、肝肾功能及出凝血指标。

１２２　治疗措施　所有患者均依据标准诊疗流程酌
情进行治疗，包括采用早期液体复苏，清除坏死组织及

引流，相应标本微生物学送检等，诊断明确后１ｈ内合
理正确使用抗生素并疗效评估，酌情呼吸支持及

ＣＲＲＴ，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新鲜冰冻血浆及人血白
蛋白补充，调控血糖，电解质酸碱平衡维持等。

１２３　原发病　泌尿系结石、泌尿系重症感染１５例，
重症肺炎１２例，血行感染及心内膜炎１２例，创伤后迟
发性消化道破裂穿孔９例，术后消化道吻合口瘘腹腔
感染４例，肠系膜栓塞致肠坏死４例，腹主动脉夹层撕
裂致肠坏死２例，急性化脓性阑尾炎６例，重症急性胰
腺炎７例，急性梗阻化脓性胆管炎８例。
１３　标本采集　所以入选对象均通过肘静脉途径采
血３ｍｌ，在入院时采血，置于预冷、含１０％ＥＤＴＡ二钠

３０μｌ和抑肽酶４０μｌ的ＥＰ管，混匀，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４℃
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清，置于 －７０℃低温冰箱保存待测
血浆Ａｐｅｌｉｎ浓度。其他数据均来自本院检验科同时点
送检的标本。

１４　血浆Ａｐｅｌｉｎ测定　采用放免法（ＲＩＡ）测定血浆
Ａｐｅｌｉｎ含量。试剂盒由美国 Ｐｈｏｅｎｉｘ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Ｔｎｃ公司提供。与 Ａｐｅｌｉｎ３６（ｈｕｍａｎ）、Ａｐｅｌｉｎ１６（ｈｕ
ｍａｎ，Ｂｏｖｉｎｅ）及 Ａｐｅｌｉｎ１３（ｈｕｍａｎ，Ｂｏｖｉｎｅ）、Ａｐｅｌｉｎ１２
（ｈｕｍａｎ，Ｂｏｖｉｎｅ）交叉反应性 １００％，与其它血管活性
肽如内皮素１、尾加压素、生长抑素均无交叉反应；
Ｂｉｎｄｉｎｇ为３８％。实验按说明书操作。
１５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
２组间正态分布资料采用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如为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相关分

析依据资料类型，采用线性相关分析计算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系数。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检验水准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脓毒症及脓毒症心肌损伤各组基本参数比较　
Ａ、Ｂ、Ｃ各组，在年龄、性别构成、ＧＣＳ评分、细菌学培
养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血浆白蛋
白水平、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及血

ＰＣＯ２方面有变化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血小板计数、ＰＯ２与 Ａ组比较，Ｂ、Ｃ组有下降（Ｐ＜
０．０５），Ｂ与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白细胞计数、ＰＣＴ、ＴＢｉｌ、血肌酐水平与 Ａ组比较，Ｂ、Ｃ
组有升高（Ｐ＜０．０５），Ｂ与 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血乳酸水平与Ａ组比较，Ｂ、Ｃ组有升高
（Ｐ＜０．０１），与 Ｂ组比较 Ｃ组有升高（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脓毒症各组患者基本临床参数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比

（男∶女）
年龄

（岁）

格拉斯哥昏迷

评分（ＧＣＳ）
细菌学培养

阳性率（％）
血小板计数

（×１０９／Ｌ）
白细胞计数

（×１０９／Ｌ）
前降钙素原

（ＰＣＴ，ｎｇ／ｍｌ）
Ａ组 ２２ １２∶１０ ４２．７±１５．６ １５ ３０．１ １７９．７±３４．７ １３．２±０．３ １．２０±０．０７
Ｂ组 ２８ １６∶１２ ４２．３±１６．９ １２．５±１．２ ３１．５ １０４．１±２８．９ａ １７．５±０．５ａ １．６０±０．１６ａ

Ｃ组 ２９ １６∶１３ ３７．９±１６．３ １１．２±１．１ ３０．３ ９６．２±４０．１ａ １７．９±０．６ａ １．７０±０．１２ａ

组别 例数
血乳酸

（Ｌａｃ，ｍｍｏｌ／Ｌ）
血浆白蛋白水平

（ｇ／Ｌ）
凝血酶原时间

（ＰＴ，ｓ）
活化部分凝血

酶（ＡＰＴＴ，ｓ）
总胆红素（Ｔ
Ｂｉｌ，μｍｏｌ／Ｌ）

肌酐

（μｍｏｌ／Ｌ）
ＰＯ２

（ｍｍＨｇ）

ＰＣＯ２
（ｍｍＨｇ）

Ａ组 ２２ １．２±０．６ ３７．９±５．４ １３．８±５．６ ４０．３±１０．４ １９．４±１３．７ ７９．８±１７．３ ８８．３±２０．４ ４０．５±８．７
Ｂ组 ２８ １．８±０．７ａ ３０．６±６．２ １６．４±６．１ ４７．５±１４．７ ２６．８±１２．６ａ ９８．４±１９．５ａ ７０．３±１７．７ａ ４８．２±７．４
Ｃ组 ２９ ２．１±１．０ａｂ ２９．１±６．７ １８．６±５．５ ５２．６±１１．４ ３０．３±１１．１ａ １０７．９±１８．６ａ ６４．９±１８．６ａ ５５．８±９．１

　　注：与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Ｂ组比较，ｂＰ＜０．０５；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２２　脓毒症组、脓毒症心肌损伤组及脓毒症休克心肌
损伤组与ＮＣ组血浆Ａｐｅｌｉｎ（ｐｇ／ｍｌ）水平比较　Ａ、Ｂ、Ｃ
各组及 ＮＣ组血浆 Ａｐｅｌｉｎ水平分别为 ９２．１±２９．４、
１３６．５±３０．３、１５８．１±３５．２和６７．１±３２．３。与 ＮＣ组
比较，Ａ组有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Ｂ、Ｃ两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与Ａ组比较，Ｂ组有升高（Ｐ＜０．０５），Ｃ组有升高（Ｐ＜
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脓毒症组、脓毒症心肌损伤组及脓毒症休克心肌
损伤组与ＮＣ组入院时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比较　Ａ、Ｂ、Ｃ
各组及ＮＣ组在入院时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分别为１２．３６±
３．２０、１７．１７±３．００、１９．４３±２．９０和８．５６±０．６０。与
ＮＣ组比较，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Ｃ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与 Ｂ组比较，Ｃ组
有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脓毒症组、脓毒症心肌损伤组及脓毒症休克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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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组与 ＮＣ组血浆 ｃＴｎＩ（×１０－２ｎｇ／ｍｌ）水平比较　
Ａ、Ｂ、Ｃ各组及ＮＣ组血浆ｃＴｎＩ水平分别为２．２±０．９、
１３．６±１．３、１８．８±１．４和２．０±０．７。与 ＮＣ组比较，Ａ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Ｃ两组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１）；与Ａ组比较，Ｂ组有升高（Ｐ＜０．０５），Ｃ
组有升高（Ｐ＜０．０１）；与 Ｂ组比较，Ｃ组有升高（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脓毒症Ａ、Ｂ、Ｃ组与ＮＣ组血浆Ａｐｅｌｉｎ、ｃＴｎＩ、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及入院时ＡＰＡＣＨＥⅡ比较

组别 例数 Ａｐｅｌｉｎ（ｐｇ／ｍｌ） ＡＰＡＣＨＥⅡ ＣＴｎ（×１０－２ｎｇ／ｍ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ｐｇ／ｍｌ）

Ａ组 ２２ ９２．１±２９．４ １０．３６±３．６０ ２．２±０．９ ４８９．１±５０．６
Ｂ组 ２８ １３６．５±３０．３ａｂ １７．１７±３．００ａ １３．６±１．３ａ ２７８９．１±７８．３ａ

Ｃ组 ２９ １５８．１±３５．２ａｃｄ １９．４３±２．９０ａ １８．８±１．４ａｄ ３３２７．９±６９．５ａｄ

ＮＣ组 １７ ６７．１±３２．３ ８．５６±０．６０ ２．０±０．７ ４２３．５±４４．１

　　注：与Ｎ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１；与Ａ组比较，ｂＰ＜０．０５；与Ａ组比较，ｃＰ＜０．０１；与Ｂ组比较，ｄＰ＜０．０５。

２５　脓毒症组、脓毒症心肌损伤组及脓毒症休克心肌
损伤组与ＮＣ组入院时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ｐｇ／ｍｌ）比较　Ａ、
Ｂ、Ｃ各组及 ＮＣ组血浆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ｐｇ／ｍｌ）水平分别
为４８９．１±５０．６、２７８９．１±７８．３、３３２７．９±６９．５和
４２３．５±４４．１。与ＮＣ组比较，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Ｂ、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与Ｂ组比较，Ｃ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６　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心肌损伤组血浆 Ａｐｅｌｉｎ水
平与ｃＴｎＩ、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及 ＡＰＡＣＨＥⅡ相关性分析　严
重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心肌损伤患者血浆Ａｐｅｌｉｎ水平
与血ｃＴｎＩ水平有正相关性（ｒ＝０．４８２，Ｐ＜０．０５），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正相关（ｒ＝０．５１７，Ｐ＜０．０５），与入院时Ａ
ＰＡＣＨＥⅡ得分有正相关（ｒ＝０．４２９，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目前脓毒症心肌损伤病理生理机制的探讨多侧重
于循环与炎症因素方面，包括有“炎症介质，ＴＯＬＬ样受
体”［４］、“微循环障碍”、“缺血／再灌注氧化应激”、“线
粒体功能障碍”、“ＮＯ及内皮细胞损伤”等，鲜有血管
活性肽方面关于脓毒症心肌损伤的报道。Ａｐｅｌｉｎ是近
几年发现的小分子血管活性肽，Ａｐｅｌｉｎ的 ｍＲＮＡ及蛋
白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与人的多种组织，如心脏、血管

内皮、肺、肾脏、脑等器官组织中［５］，既是循环激素，又

可能通过旁分泌、自分泌形式而发挥作用。Ａｐｅｌｉｎ能
维持体液稳态、调节垂体激素分泌［６］，抑制干扰素、白

介素的产生，参与免疫调节等炎症反应病理生理过

程［７］。以上研究表明，Ａｐｌｅｉｎ既与心血管疾病有关联
又与炎症反应相关，但其是否参与脓毒症心肌损伤这

一病理生理过程及其在该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尚知之

甚少。

本研究发现在脓毒症患者中血浆Ａｐｅｌｉｎ水平明显
升高，并且随病情加重如在严重脓毒症心肌损伤及脓

毒性休克心肌损伤患者中其浓度进一步升高。其机制

尚不清楚，可能是在脓毒症 ＬＰＳ刺激下，机体内 ＴＬＲ４
在ＣＤ１４和ＭＤ２的协同下，激活核转录因子（ＮＦｋＢ）
进入胞内［４］，通过ＰＩ３Ｋ、ＭＡＰＫ、ＥＲＫ、ｐ３８和ＪＮＫ等传
导通路［８］，启动炎症因子的转录，诱导炎症因子如

ＴＮＦα和ＩＬ１β等表达对组织器官造成损伤，造成酶
学改变及心脏机械功能和生物电功能的异常［９］。Ａｐｅ
ｌｉｎ作为保护性血管活性肽，参与抑制干扰素及白介素

等产生，在机体免疫调控一定的代偿范围内，各组织器

官大量分泌产生，导致血浆Ａｐｅｌｉｎ水平明显升高，发挥
抑制过度炎症反应保护脏器、细胞正能量作用［１０］。因

此我们推测血浆 Ａｐｅｌｉｎ水平高低与炎症介质的产生、
清除有关，但需相关研究进一步明确其中的机制。本

研究发现，严重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患者 ｃＴｎＩ及 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明显升高。一方面可能是大量炎细胞的
侵入炎症介质释放，微循环“无再流现象”发生，微循环

广泛血栓形成致心肌缺血缺氧，ｃＴｎＩ水平升高。另一
方面可能与循环中肿瘤坏死因子 α、白介素１、白介素
６、白介素８、补体Ｃ３ａ片段、血小板活化因子等激活心
肌细胞膜上的神经鞘磷脂酶，抑制钙转运或通过降低

心肌细胞的动作电位时程，降低钙瞬变峰值，致 Ｃａ２＋

超载，影响心肌细胞兴奋收缩偶联，使心肌收缩舒张功

能降低。ｃＴｎＩ及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作为严重脓毒症心肌损
伤程度及病情转归生化标志物，其水平的高低既反映

炎症因子如ＴＮＦα对心肌抑制程度，又提示患情的预
后。这与本研究发现结论一致，Ａｐｅｌｉｎ水平高低与 ｃＴ
ｎＩ、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及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有较好的相关性。
我们推测Ａｐｅｌｉｎ的合成和降解受内毒素和炎性因子的
介导，且与炎症因子呈剂量依赖关系，而后者决定了心

肌损伤及病情的危重程度［１１－１２］。

综上，在脓毒症心肌损伤患者及脓毒休克心肌损

伤患者中 Ａｐｅｌｉｎ的表达异常升高，且与心肌损伤标记
物有一定的相关性，提示 Ａｐｅｌｉｎ在脓毒症心肌损伤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其真正的机制有

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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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ＭＭＰ９对缺血再灌注治疗后早期心功能的评价
李科，刘俊明，高霞，黄文军，谢伟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９（ＭＭＰ９）对冠心病患者缺血再灌注治疗后早期心功能评价的价值。方
法　用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８１例均行冠状动脉造影术（ＣＡＧ）检查的冠心病患者术前１ｄ，术后１ｄ、３ｄ、５ｄ
血清ＭＭＰ９、ＮＢＮＰ水平，其中单纯ＣＡＧ组３０例（对照组），择期ＰＣＩ组２５例，急诊ＰＣＩ组２６例（均为ＡＭＩ）；心
脏超声定量测定心脏结构以及功能指标。结果　各组间比较，急诊ＰＣＩ组血清ＭＭＰ９水平在术前１ｄ、术后１ｄ
和３ｄ与对照组比较明显升高；择期 ＰＣＩ组血清 ＭＭＰ９水平在术后１ｄ、术后３ｄ与对照组比较明显升高；急诊
ＰＣＩ组血清ＭＭＰ９水平在术后３ｄ与择期 ＰＣＩ组比较明显升高。急诊 ＰＣＩ组内各时间点比较，术后３ｄ血清
ＭＭＰ９、ＮＢＮＰ水平较术前１ｄ明显升高。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急诊 ＰＣＩ组术后 ３ｄ血清
ＭＭＰ９与△ＶＥ存在负相关（ｒ＝－０．５５５，Ｐ＝０．０４），与ＮＢＮＰ存在正相关（ｒ＝０．５６，Ｐ＝０．０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　血清ＭＭＰ９与ＮＢＮＰ、△ＶＥ有良好的相关性，可以作为冠心病缺血再灌注治疗中对早期心功能进行
评价的指标。

关键词：基质金属蛋白酶；冠心病；缺血再灌注；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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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１ｄａｙａｎｄ３ｄａｙ．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ＣＩｇｒｏｕｐｓｅｒｕｍＭＭＰ９ｌｅｖｅｌ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ｄｅｌａｙｅｄＰＣＩｇｒｏｕｐ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３ｄａｙ．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ＣＩ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３ｄａｙｓｅｒｕｍ
ＭＭＰ９，ＮＢＮＰ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１ｄａ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０５）．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ＣＩ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３ｄａｙｓｅｒｕｍＭＭＰ９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ＶＥｈａ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
－０．５５５，Ｐ＝０．０４），ａｎｄＮＢＮＰｈａ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０．５６，Ｐ＝０．０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ＭＭＰ９ａｎｄＮＢＮＰｌｅｖｅｌｓ，△ＶＥｈａｄｇｏｏ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ＭＭＰ９ｌｅｖｅｌｓｃａｎｂｅ
ｕｓｅｄａｓ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ｅａｒｌｙ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Ｈｅａｒ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近年来，随着经皮冠状动脉介入（ＰＣＩ）技术的广
泛开展，血管再通后往往出现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ＭＩＲＩ）以及再灌注后对心室重塑（ＶＲ）的影响。血清
基质金属蛋白酶９（ＭＭＰ９）是一种活性依赖于锌离子
和钙离子的蛋白水解酶，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生理性

调节物质，在基质成分合成和降解的过程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有研究报道，血清ＭＭＰ９在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ＭＩＲＩ）、心肌梗死后心室重塑（ＶＲ）、充血性心力
衰竭的进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２０１１年 ８月—２０１２
年８月，笔者探讨了血清ＭＭＰ９对冠心病患者缺血再
灌注治疗后早期心功能评价的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在本院心血管内科住院并行冠
状动脉造影术（ＣＡＧ）的冠心病患者８１例，冠心病诊断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０２乌鲁木齐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心血管
内科

通讯作者：高霞，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ｘｉａ２０１００７＠ｓｉｎａ．ｃｏｍ

参照中国《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和共识》。排除标准：

①恶性肿瘤、活动性结核、血液系统疾病、结缔组织疾
病、近期使用炎症抑制药物、严重心功能不全（ⅢⅣ）、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对血清 ＭＭＰ９测定有影响者；②２
周内有活动性出血、近期有重大外伤和手术史、洋地黄

中毒、对造影剂过敏、中风的活动期、高度怀疑有夹层

动脉瘤等不能行 ＣＡＧ者；③对 ＭＩＲＩ观察有较大影响
的缺血性心肌病以及慢性冠脉闭塞者。按照 ＭＩＲＩ严
重程度分为３组，其中，单纯 ＣＡＧ组３０例（对照组），
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６２．３７±１０．５０）岁；择期
ＰＣＩ组２５例，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５例，年龄（６０．５２±
１０．１１）岁；急诊 ＰＣＩ组 ２６例［均为急性心肌梗死
（ＡＭＩ）］，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５４．９４±１２．６４）
岁。各组性别、年龄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血清 ＭＭＰ９、ＮＢＮＰ的检测　所有患者于
ＣＡＧ术前１ｄ（急诊ＰＣＩ组术前３０ｍｉｎ）、术后１、３、５ｄ
分别抽取外周静脉血４ｍｌ，３８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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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血清，并于－８０℃保存待测。采用夹心酶联免疫吸
附法试剂盒测定血清 ＭＭＰ９、ＮＢＮＰ浓度。ＭＭＰ９检
测试剂盒为武汉博士德公司提供，ＮＢＮＰ检测试剂盒
为上海西塘公司提供。

１．２．２　心脏结构以及功能指标测定　使用 ＧＥ公司
Ｖｉｖｉｄ７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配置相关分析软件，
Ｍ３Ｓ探头，探头频率１．７～３．４ＭＨｚ，对所有患者于术
前１ｄ（急诊ＰＣＩ组术前３０ｍｉｎ）、术后１周进行心脏结
构以及功能指标定量测定。受试者取左侧卧位，并静

息数分钟，取胸骨旁左心室长轴切面和 Ｍ型超声测量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Ｄ）、左房内径（ＬＡＤ）、右室内径
（ＲＶＤ）、左室质量（ＬＶＭ）、左室质量指数（ＬＶＭＩ）、每
搏输出量（ＳＶ）；取心尖四腔切面，利用改良Ｓｉｍｐｓｏｎ单
平面法计算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取满意的心尖四腔

切面，取样容积置于二尖瓣瓣尖处，在彩色多普勒指导

下取血流颜色最亮的血流频谱，冻结图像以供测量舒

张早期峰值速度（ＶＥ）、舒张晚期峰值速度（ＶＡ）、Ｅ峰
下降时间（ＥＤＴ）、ＶＥ／ＶＡ值、△ＶＥ＝（术后 －术前）／
术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结果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并采用 ＬＳＤ方
法以及Ｄｕｎｎｅｔｔ方法进行两两比较；组内比较采用配
对样本ｔ检验，单组重复测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相关
性分析采用直线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血清ＭＭＰ９、ＮＢＮＰ水平比较　详见表１。

表１　各组冠心病患者血清ＭＭＰ９、ＮＢＮＰ水平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ＭＰ９（ｎｇ／ｍｌ）

术前１ｄ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术后５ｄ
ＮＢＮＰ

术前１ｄ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术后５ｄ
对照组 ３０ ４８６．７±２０５．９ ６００．７±１７０．８ ６３０．３±１６３．１ ５５３．７±２０５．２ ４１．４±２１．３ ５４．６±３０．５ ５３．６±２２．２ ３５．５±１６．２
择期ＰＣＩ组 ２５ ６２３．８±３０８．０ ６３３．１±２１０．９ａ ８２０．３±２４２．２ａ ７６６．１±２４２．６ ５０．７±３１．１ ７５．７±５０．７ ６６．６±３１．２ ６１．３±５１．７
急诊ＰＣＩ组 ２６ ６９４．１±３００．８ａ ８２３．５±３１７．３ａ ９１３．９±２５７．３ｂｃｄ ７９３．１±３３５．７ ６３．４±４４．０ ９５．５±５１．３ａｄ ４０３．９±３６．４ｂｃｄ ７２．１±４２．６ｅ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择期ＰＣＩ组比较，ｃＰ＜０．０１；与同组术前１ｄ比较，ｄＰ＜０．０１；与同组术后３ｄ比较，ｅＰ＜０．０５。

２．２　各组心脏结构指标比较　详见表２。
表２　各组冠心病患者心脏结构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ＬＶＤ（ｍｍ） ＬＡＤ（ｍｍ） ＲＶＤ（ｍｍ） ＬＶＭ（ｇ） ＬＶＭＩ（ｇ／ｍ２）

对照组 ３０ 术前 ４６．２±４．６ ３４．７±３．１ ２０．８±１．６ １４６．３±３１．８ ８４．６±１６．７
术后 ４３．５±５．４ ３２．８±２．３ ２０．０±１．３ １１９．８±２１．０ ６７．２±１１．７

择期ＰＣＩ组 ２５ 术前 ４９．９±５．９ ３７．４±４．１ａ ２１．７±１．９ａ １７６．１±４１．６ａ ９３．２±１９．０
术后 ４９．８±６．９ ３５．４±４．３ ２１．０±１．７ １５７．５±３５．２ ８３．３±１６．９

急诊ＰＣＩ组 ２６ 术前 ４２．４±１１．９ｂ ３３．４±３．１ａｂ １９．９±１．７ａｂ １６７．５±３１．０ａ ９１．２±１７．８
术后 ４８．１±５．２ｃ ３６．７±５．６ｃ ２１．２±２．５ １５５．３±３７．９ｃ ８６．９±２３．１ｃ

　　注：与术前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择期ＰＣＩ组术前比较，ｂＰ＜０．０５；与同组术前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３　各组心功能指标比较　详见表３。
表３　各组冠心病患者心功能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ＬＶＥＦ（％） ＳＶ（ｍｌ） ＶＥ（ｃｍ／ｓ） ＶＡ（ｃｍ／ｓ） ＥＤＴ（ｃｍ／ｓ） ＶＥ／ＶＡ（ｍｓ）

对照组 ３０ 术前 ６７．１±７．８ ６８．４±１２．９ ６５．３±１５．０ ８４．３±１６．３ １５２．７±３７．５ ０．８±０．３
术后 ７１．２±７．１ ６６．８±１７．２ ７２．８±１２．８ ８６．８±１６．６ １７８．２±２５．４ ０．９±０．３

择期ＰＣＩ组 ２５ 术前 ６６．９±９．６ ７７．１±１９．４ａ ６３．１±１６．６ ８０．４±１９．６ １３７．４±４７．８ ０．８±０．４
术后 ６７．２±９．３ ７２．７±１６．０ ６４．８±１４．８ ８６．１±１７．９ １５４．３±５５．４ ０．８±０．３

急诊ＰＣＩ组 ２６ 术前 ６４．９±１１．１ ６６．１±１２．４ａｃ ５９．５±１５．３ ７１．９±１９．４ １０８．３±２９．５ａｃ ０．９±０．５
术后 ６６．０±５．７ ７２．７±１６．８ ７８．１±２１．５ｄ ８５．８±２２．８ｄ １２５．１±３５．７ｂｄ １．０±０．６

　　注：与术前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术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与择期ＰＣＩ组术前比较，ｃＰ＜０．０５；与同组术前比较，ｄＰ＜０．０５。

２．４　急诊 ＰＣＩ组 ＭＭＰ９、ＮＢＮＰ与△ＶＥ相关性分
析　急诊 ＰＣＩ组术后 ３ｄ血清 ＭＭＰ９与 △ＶＥ
（０．３１３±０．４００）存在负相关（ｒ＝－０．５５５，Ｐ＝０．０４），
与ＮＢＮＰ存在正相关（ｒ＝０．５６，Ｐ＝０．０４）。

３　讨　论
　　在神经体液调节机制激活早期就有 Ｂ型钠尿肽
（ＢＮＰ）的显著变化，ＢＮＰ具有利钠、利尿、扩血管、拮抗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的作
用，其是由心脏分泌的肽激素，在血容量稳定中起重要

作用。当心室扩张和压力升高时前 ＢＮＰ释放入血并

且分裂成具有生理活性的 ＢＮＰ和无生理活性的 Ｎ
ＢＮＰ，与 ＢＮＰ相比，ＮＢＮＰ具有相同的临床检测效应。
国内已有应用 ＮＢＮＰ诊断心衰及评价心功能的报道：
诊断无症状心衰（ＮＹＨＡⅠ级）的ｃｕｔｏｆｆ值为１０２．２ｐｇ／
ｍｌ，诊断有症状心力衰竭（ＮＹＨＡⅡ～Ⅳ级）的ｃｕｔｏｆｆ值
为２０４．８ｐｇ／ｍｌ，诊断的正确性分别达到 ８０．７％和
９３．６％。血清ＮＢＮＰ水平的增加与心功能损伤的程
度成正比［１－２］，是能够预测 ＡＭＩ患者病死率的指标。
在本研究中同样显示，在急诊 ＰＣＩ组和择期 ＰＣＩ组血
清ＮＢＮＰ浓度在术后有动态变化，并且在术后２～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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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高峰，而且急诊 ＰＣＩ组术后３ｄ血清 ＮＢＮＰ水平较
术前１ｄ明显升高。择期ＰＣＩ组血清ＮＢＮＰ水平高于
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本研究对象

和对照组均为冠心病患者，３组按照 ＮＹＨＡ分级均为
Ⅰ～Ⅱ级，心功能不全较轻，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ＶＲ起初是为保持心脏功能的一种代偿反应，但随
着病程的发展，最终是导致心脏扩大、心力衰竭及病死

率增加的重要机制。ＡＭＩ后早期 ＶＲ是由于梗死区心
肌变薄、扩张以及在梗死区域发生严重的水肿和炎症；

而晚期ＶＲ是梗死区的伸展和非梗死区心肌的肥厚、
伸长共同作用的结果。连续心脏超声检查发现，ＡＭＩ
发病后３ｈ内左心室腔即开始扩大，ＶＲ即已开始［３］。

ＡＭＩ后ＶＲ即开始。在早期主要表现为舒张功能的改
变，之后抑或同时出现收缩功能的异常。现已表明［４］，

ＶＥ、ＶＡ、Ｅ／Ａ是评价心脏舒张功能的良好指标。进一
步研究显示，ＶＥ与二尖瓣环舒张早期运动速度（Ｅｍ）
比值（Ｅ／Ｅｍ）与左心室舒张末压和肺楔压有良好的相
关性，是较好的评价舒张功能的指标［５］。王岳恒等［６］

在对ＡＭＩ患者心功能变化的研究中发现，以 ＡＭＩ患者
左房开始收缩时容积指数为因变量，以 ＬＶＤｄ、ＬＶＥＦ、
ＬＶＭＩ、ＥＤＴ、ＶＥ／ＶＡ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
析，最终进入方程的变量有 ＬＶＤｄ及 ＶＥ／ＶＡ。本研究
显示，术前急诊ＰＣＩ组和择期ＰＣＩ组 ＬＶＭ均大于对照
组，急诊ＰＣＩ组术前 ＬＡＤ、ＬＶＤ较术后明显扩大，表明
ＡＭＩ后早期ＶＲ即开始，早期表现为梗死区心肌变薄、
扩张、心腔扩大；之后非梗塞区心肌肥厚、伸展；急诊

ＰＣＩ组在术前ＶＥ、ＶＡ、ＥＤＴ均小于对照组，而术后与术
前比较舒张功能明显改善，术后 ＬＶＥＦ、ＳＶ虽然有增加
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 ＡＭＩ后早期在收
缩功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时，舒张功能即已经开始减

退。

大量的研究显示，血清 ＭＭＰ９在冠心病以及心力
衰竭患者中存在高表达，并且在 ＡＭＩ后以及 ＰＣＩ术后
有动态变化，同时参与 ＭＩＲＩ［７］以及 ＶＲ过程。戴锋
等［８］在ＡＭＩ患者 ＰＣＩ手术前后血清 ＭＭＰ９的相关研
究中发现，ＡＭＩ患者ＰＣＩ术前及术后血清 ＭＭＰ９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于术后１ｄ开始升高，术后３ｄ
达高峰，术后５ｄ开始下降，并认为血清ＭＭＰ９酶活性
及蛋白表达水平的增加可能是 ＡＭＩ患者 ＭＩＲＩ的机制
之一。ＢｉｏｌｏＡ等［９］的进一步研究证实，ＡＭＩ后 ＭＭＰ９
活性增加呈动态变化并与心功能、ＶＲ相关。

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急诊和择期

ＰＣＩ组术后血清 ＭＭＰ９水平存在动态变化，并且急诊
ＰＣＩ组血清 ＭＭＰ９水平于术后３ｄ达高峰，同时与择
期ＰＣＩ组和对照组比较明显升高。急诊ＰＣＩ组ＭＭＰ９
与ＮＢＮＰ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是在择期 ＰＣＩ组这

种趋势并不明显。这就提示我们，在缺血再灌注治疗

后，对评价早期心功能改变时，ＭＭＰ９是否与 ＮＢＮＰ
具有相似的临床应用价值，或者更优于 ＮＢＮＰ。国外
有相似研究，ＦｒａｎｋＬＤ等［１０］发现在患有收缩性心衰的

患者中，与 ＮＢＮＰ比较 ＭＭＰ９是较好的预测因子，在
预测心脏事件时血清 ＭＭＰ９、ＮＢＮＰ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是７２．４％和５５．１％、６９．０％和５６．５％，并且血
清ＭＭＰ９是心血管病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
在进行相关性比较时，急诊ＰＣＩ组术后３ｄ血清ＭＭＰ
９与△ＶＥ存在负相关，与血清 ＮＢＮＰ存在正相关；然
而心脏其他结构功能指标与 ＭＭＰ９、ＮＢＮＰ无明确相
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方面可能与本研究对象

和对照组均为冠心病患者，并且心功能不全较轻有关；

另一方面本研究观察的时间较短，仅仅为早期即一周

内的心脏结构功能变化，同时可能与心脏代偿机制有

关。这进一步显示出血清 ＭＭＰ９在缺血再灌注治疗
后对早期心功能评价的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ＭＭＰ９是冠心病病程中非常重要的炎
性因子，不仅参与ＭＩＲＩ以及ＶＲ，同时也是缺血再灌注
治疗后对早期心功能进行评价的良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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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伴神经系统损害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临床特点分析
张胜武，卢丽萍，汤亚男

摘要：目的　探讨伴神经系统损害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ｐＳＳ）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及预后等临床特点及其相
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收治的原发性干燥综合
征并神经系统损害患者２０例，采用病例回顾的方法分析探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相关检
查及预后的特点及相关性。结果　２０例患者中合并感觉及运动神经损害１４例（占７０％），其中７例患者表现为
神经系统损害首发症状，其中包括脑神经损害３例（占１５％），脑梗死２例（占１０％），重症肌无力１例（占５％），
视神经脊髓炎１例（占５％）；２０例患者经过对症处理及针对性治疗后，有１１例患者发生不同程度的症状改善，症
状缓解率为５５％，其余９例患者病情无缓解。结论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造成的神经系统损害，可以以神经系统
损害首发，也可伴随该病发生，且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均有受累，表现多样，因此，需对该症患者详细询

问病史和进行相关实验室检测，尽早确诊并治疗。

关键词：神经系统损害；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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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认为，原发性干燥综合征（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ｊｏｇｒｅｎ’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ＳＳ）为一类自身免疫功能异常为基础的自
身免疫性疾病，一般情况下，ｐＳＳ主要累及外分泌腺，
以泪腺和唾液腺为主，临床表现为进行性眼干、口干；

有时病变临床上尚可累及神经系统、骨骼、肌肉、肾脏

等多部位，其中神经系统损害率高达１０％～３０％［１－２］，

临床上常常表现为肌肉无力、全身酸痛、干咳、胸闷、癫

痫、软瘫、原因不明的肝炎、肝硬化、慢性腹泻等。ｐＳＳ
累计神经系统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复杂，预后差异较

大。因此，本文对我院近年来收治的 ｐＳＳ合并神经系
统损害的２０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从疾
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以及实验学检查等临床资

料进行总结。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浙江省
丽水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合

并神经系统损害患者２０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
者均有由免疫科与神经外科会诊确诊为原发性干燥综

合征合并神经系统损害，其诊断标准符合２００２年修订
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本组２０例患者中

作者单位：３２３０００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张胜武，Ｅｍａｉｌ：ｓｈｅｎｇｗｕｚｈａｎｇ＿ｌｓ＠１２６．ｃｏｍ

男性患者１例，占５％，女性患者１９例，占９５％，最小
年龄２０岁，最大年龄６６岁，平均年龄（４６．８±１０．２）
岁。２０例患者中以神经系统损害为首发的患者７例，
占３５％，发病年龄２０～５８岁，平均年龄（３６．８±８．４）
岁，平均发病５年后经确诊为原发性干燥综合征。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回顾病例　对我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收治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合并神经系统损害患者

２０例进行回顾性分析。记录本组患者的临床表现，包
括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系统损害程度、脑神经损害、视

神经损害、实验室相关化验检查结果以及组织病理学

检测结果。分析探讨 ｐＳＳ患者的其临床表现、实验室
相关检查及预后。

１２２　化验检查　所有２０例患者入院后均进行了相
关化验检查，包括血尿长骨、胸片、肝肾功能、ＥＫＧ等，
同时进行抗干燥综合征抗原检测，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Ａ抗体、抗干燥综合征抗原Ｂ抗体检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患者年龄、等计量资料采用（ｘ±ｓ）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相对数表示，双侧Ｐ＜０．０５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统计分析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统
计软件完成。

２　结　果
２１　神经系统损害表现
２１１　感觉及运动神经损害　本组２０例神经系统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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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首发的患者 ７例，占 ３５％，平均年龄（３６．８±８．４）
岁，均为女性患者，平均延迟５．２年确诊为 ｐＳＳ，患者
临床主要表现为肢体麻木或者疼痛。１４例伴神经系
统损害者均行肌电图检查，其中１０例为周围性神经病
损害，４例为多发性单神经病。
２１２　脑神经损害　本组患者中３例表现为脑神经
损害，占１５％，其中２例为右侧周围性面瘫，诊断提示
为右侧面神经受损。１例为三叉神经受损，诊断提示
为左侧三叉神经第二支刺激异常。

２１３　脑梗死　本组２０例患者中 ２例表现为脑梗
死，其中１例主要表现为右侧肢体麻木伴言语不清，并
伴有肌肉关节疼痛，以及口眼干燥等临床表现，头颅磁

共振显示右侧桥脑梗死，后经免疫学检查确诊为 ｐＳＳ
患者。另外一例以 ｐＳＳ症状为主，无神经系统损害的
临床表现，脑检查显示基底节梗死病灶。

２１４　视神经脊髓炎　视神经脊髓炎 １例，确诊为
ｐＳＳ５年后反复出现不同程度的双下肢无力，视物模糊
以及排便困难等症状，后经临床确诊为伴发神经系统

损害。

２２　实验室相关检查
２２１　抗干燥综合征相关抗原检查　所有患者行抗
干燥综合征抗原检测，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Ａ抗体的阳
性率为６５％（１３／２０），抗干燥综合征抗原 Ｂ抗体的阳
性率为３５％（７／２０）。
２２２　组织学相关检查　７例患者的唇腺检查结果
显示有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等炎性细胞浸润；５例患者
进行腮腺检查，结果显示均有腮腺导管异常等变化；４
例肌肉活检，结果显示小血管附近有炎性改变；４例腓
肠神经检查，结果显示有炎性细胞的浸润和轻中度的

神经病变（图１，见封三）。
２３　治疗与预后
２３１　治疗　针对患者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治疗
药物，１６例患者以激素治疗为主，主要是口服强的松；
４例应用免疫抑制剂治疗，主要是静注环磷酰胺；对于
神经系统损害的患者神经科也给予了相关的神经营养

支持疗法。

２３２　预后　经上述药物治疗，２０例患者有１１例患
者有不同程度的症状改善，其余９例患者无明显改善。

３　讨　论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临床上并不多见，普通人群发
病率０．１％左右，临床表现多样［３－４］。目前其确切发

病机制及发病原因并不十分清楚，主要的理论认为可

能与以下因素有关［５－７］：①免疫因素：目前很多基础研
究及动物实验证实，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为一类自身免

疫功能异常为基础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大多数患者

体内可以检测到抗 ＳＳＡ、ＳＳＢ等抗体的阳性表达和抑
制Ｔ细胞减少。ＳＳＡ和ＳＳＢ抗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重要标志性抗体，该指标的阳性表达，说明患者吱声免

疫性机制在疾病的发生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②病毒

感染：目前已有研究显示，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体内

可以检测到多重病毒感染，较普通人群相比，某些病毒

的感染率显著增高如艾滋病病毒、巨细胞病毒、溴化乙

锭病毒等等［８］。这些病毒的阳性率比例在原发性干燥

综合征患者中显著增高，提示此类病毒感染可能与其

发病机制有关。但病毒感染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

体内确切发病机制并不十分清楚，只是从流行病学上

证实两者存在相关性，因此有关病毒感染与原发性干

燥综合征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③遗传易感
性：遗传流行病学显示，遗传因素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

的发病机制中可能起到关键作用。在某些人种中干燥

综合征的发病率显著升高，提示其与种族有关。另外

分子流行病学显示，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 ＨＬＡＢ８、
ＤＲ３基因的突变频率较高，提示 ＨＬＡＢ８、ＤＲ３基因可
能在其发病机制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其进一步的确切

致病机理任然不十分清楚［９］。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临床表现多样，其主要的症状

为全身多系统干燥，包括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

统、皮肤系统、视觉系统等等，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

症状，包括吞咽食物困难，舌面干燥、口腔溃疡、龋齿、

少泪、眼睛干涩、视力下降等等。部分患者以神经系统

病变为主要症状。多数研究认为，伴发神经系统损害

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病理基础是血管炎，血管炎性

改变在其发病机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情况下，

血管炎性病变多为自身免疫因素所致，各种免疫球蛋

白的病理性沉积在其发病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病理

生理学研究显示，血管炎主要由于高球蛋白血症、冷球

蛋白血症或者免疫复合物沉积引起，大多数情况下，患

者体内的类风湿因子及红细胞沉降率等指标升显著

高，进而导致相应脏器血管基底膜及血管内膜各种蛋

白免疫复合物沉积，并招募各种炎症介质及炎症刺激

因子，造成相应血管炎性改变和相关脏器损伤。但亦

有研究表明，在上述各种指标正常的原发性干燥综合

征患者中也可能伴发神经系统损害，结果提示血清学

指标改变并不完全影响神经系统损害，血清学改变在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伴神经系统损伤中可能只起到部分

作用，并不能完全导致神经系统发生病变。此外，临床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伴发神经系统损害的干燥综合征，

神经系统的损害部位也不尽相同，有中枢神经系统，也

有周围神经系统。有报道［１０］，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

发生周围神经系统损害的发生率为１０％ ～３０％，中枢
神经系统损害的发生率为２０％ ～６０％不等，也有文献
报道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几乎很少发生中枢神经系统损

害［１１］。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发生周围神经系统损害

的发生率为 ８５％，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发生率为
１５％，说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较易累计患者的周围神
经系统，累计中枢神经系统者相对较少。但我们研究

只纳入了２０例患者，病例数较少，在发神经系统损伤
的比率上说服力较小。同时也有研究显示，原发性干

燥综合征发生中枢神经系统或周围神经系统损害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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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可能与选择的研究对象特征，如年龄、性别、人种等

等以及诊断标准等因素有关，由于神经系统损害的临

床表现，常常导致原发性干燥综合征自身症状被忽视，

容易造成误诊，甚至漏诊。因此，关于原发性干燥综合

征是否更容易立即周围神经系统的结论应有更多患者

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进行支持，但目前尚未见到相关

报道。

本文入选的２０例患者诊断较为准确，且诊断标准
均参考了２００２年修订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诊断标
准，同时所有患者均由免疫科与神经外科共同会诊确

诊，以神经系统首发者 ８例，比率为 ４０％（８／２０），与
ＳｅｇａｌＢＭ等［１２］报道的４７％接近，提示有神经系统表现
的患者不要忽视发性干燥综合征的筛查。本组患者神

经系统广泛受到累及，以外周神经系统（感觉及运动神

经损害）居多，且多表现为麻木或者疼痛；唾液腺活检

阳性的也大多是外周神经损害，肌肉活检中也有炎症

反应和多发性肌炎等组织学改变，与文献报道类

似［１０］。

在东亚人群中，视神经脊髓炎多见于多发性硬

化［１３］，本文中有１例是脊髓受累，虽然脊髓炎在发性
干燥综合征的发病率并不高，但该表现提示发性干燥

综合征和多发性硬化在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方面可

能有某些相似性，脊髓炎极易可能误诊为多发性硬化，

而漏诊ｐＳＳ，因此需明确区分这２种疾病，以防误诊。
因此，对于临床上诊断为视神经脊髓炎的患者同时应

作相关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检查。

磁共振是诊断伴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原发性干燥

综合征较为理想的检查，对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伴有

神经系统损伤的患者其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较

高［１４］。本组有２例经证实为并发脑梗死，表现为脑缺
血等改变，脑脊液检查证实为脑脊液蛋白增多并有淋

巴细胞增多等炎症改变，因此临床怀疑伴发中枢神经

损害的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我们对着２例患者进行了
头颅磁共振和脑脊液双重检查，结果证实诊断为原发

性干燥综合征。

目前，针对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治疗并无太多有

效方法，且无治愈措施。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治疗方

案为对症治疗。根据患者受累脏器及受累部位和相应

的临床表现进行治疗，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同时，临床

护理对于患者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也尤为重要，包括饮

食护理，原发性干燥综合症患者应该要少食多餐为宜，

口舌干燥者常含话梅、藏青果等或常饮酸梅汁、柠檬汁

等生津止渴饮料，切忌过酸。并可经常用西洋参、白沙

参、白菊花、金银花等代茶饮。疾病护理，疾病护理主

要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如眼睛护理，常常应用各

种滴眼液来缓解患者眼睛干涩等症状，降低其视力损

害，减轻角膜损伤和不适，减少感染机会。患者出现口

腔干燥，应进行日常的口腔护理，包括禁烟酒，避免使

用抑制唾液腺分泌的抗胆碱能作用的药物，如阿托品、

山莨菪碱等。同时由于患者口腔腺体分泌减少，口腔

长期干燥，减少了多口腔黏膜及牙齿的保护作用，因而

口腔感染的发生率显著增加，要注意口腔卫生和做好

口腔护理。患者餐后要进行必要的口腔清理工作，及

时进行漱口，清理掉口腔内的食物残渣，降低或杜绝龋

齿和口腔继发感染的发生风险。患者因口干等发生口

腔溃疡时，更容易继发口腔真菌感染，此时可采用制霉

菌素等治疗常见的含念珠菌感染；对唾液引流不畅发

生化脓性腮腺炎者，应及早使用抗生素，避免脓肿形

成。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皮肤常常非常干燥，此时

皮肤的抵抗力显著下降，更容易滋生细菌，造成感染，

因此应勤换衣裤、被褥，保持皮肤干燥。有皮损者应根

据皮损情况予以清创换药，如遇感染可适当使用抗生

素。部分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常常出现呼吸系统干燥的

症状，此时应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潮湿、温暖，避免室外

活动，可用空气加湿器将室内湿度控制在６０％左右，
此时可以缓解呼吸道黏膜干燥所致干咳等症状，并可

预防感染。

综上所述，ｐＳＳ可伴发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
系统损害，损害的临床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且部分会

以神经系统损害为首发症状，临床ｐＳＳ也比较少见，神
经科医生也较易误诊和漏诊；因此，需要临床医生详细

询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进行详细的实验室检查，

尤其对有眼干和口干等表现的患者给予高度重视，考

虑ｐＳＳ的可能性，并进行相关检查，从而确诊并及早进
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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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窄谱中波紫外线对银屑病患者外周血 Ｔｈ１７细胞
及其细胞因子的影响

陈健，苏明

摘要：目的　探讨Ｔｈ１７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ＩＬ１７、ＴＧＦβ１、ＩＬ２２在银屑病发病过程中的变化及窄谱中波紫
外线（ＮＢＵＶＢ）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寻常型银屑病患者３０例为观察组，采用ＮＢＵＶＢ照射治疗；对比治疗前
后的银屑病面积和严重指数（ＰＡＳＩ）评分及瘙痒程度（ＶＡＳ）评分；并选取同期健康志愿者３０例为对照组，进行同
步研究，所有研究对象均抽取空腹静脉血，以流式细胞术检测 Ｔｈ１７细胞计数，以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 ＩＬ１７、ＴＧＦ
β１、ＩＬ２２的血清含量。结果　治疗后，患者的ＰＡＳＩ评分和ＶＡＳ评分均有显著降低（ｔ＝７．８８９，３．６２２；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ＰＡＳＩ改善指数和ＶＡＳ改善指数分别为４０．８％、３６．７％。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外周血Ｔｈ１７细胞计数与
血清ＩＬ１７、ＴＧＦβ１、ＩＬ２２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ｔ＝４１．０７１，１１．３９７，１２．５６８，７．０８３；Ｐ＝０．０００），且治疗后显著
降低（ｔ＝２０．９４２，２．４３６，６．５３６，３．１３８；Ｐ＝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２３）。结论　Ｔｈ１７细胞功能亢进可能是银屑病
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ＮＢＵＶＢ可能通过下调患者Ｔｈ１７细胞比例，减少其相关细胞因子分泌水平而发挥治疗作
用。

关键词：Ｔｈ１７细胞；ＩＬ１７；ＴＧＦβ；ＩＬ２２；银屑病；窄谱中波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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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是一种典型的红斑鳞屑类皮肤病，以表皮
角质细胞增生伴角化不全为主要临床表现。其发病机

理尚未完全明确，与免疫活性细胞功能失常密切相关，

目前研究较为广泛的是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１］。根据细

胞因子的分泌模式，传统免疫学研究将ＣＤ４＋Ｔ淋巴细
胞分为Ｔｈ０、Ｔｈ１和Ｔｈ２三种亚型，并形成了银屑病发
病机制的Ｔｈ１／Ｔｈ２失调学说。随着各种免疫性疾病研
究的深入进展，近年来发现了一种高表达促炎因子ＩＬ
１７的新型ＣＤ４＋Ｔ细胞亚群，命名为 Ｔｈ１７细胞。且初
步研究证实［２－３］，Ｔｈ１７细胞与银屑病的发病进程有密
切联系。光疗治疗银屑病的历史由来已久，先后经历

了由宽普 －中波紫外线（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Ｂ，ＢＢ
ＵＶＢ）向窄谱中波紫外线（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杭州市卫生科技计划一般（Ｂ）类项目（２０１２
Ｂ００１）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
通讯作者：陈健，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ｈｚ２０１４＠ｓｉｎａ．ｃｏｍ

Ｂ，ＮＢＵＶＢ）过度的阶段。现代研究已证实［４］，ＮＢ
ＵＶＢ治疗银屑病的作用机理包括诱导 Ｔ细胞调亡、抑
制固有免疫细胞活性及调节 Ｔｈｌ／Ｔｈ２平衡等多方面，
然而 ＮＢＵＶＢ是否能够通过 Ｔｈ１７细胞发挥银屑病治
疗疗效，国内研究甚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８月
收治的３０例银屑病患者为观察组，其中男性１７例，女
性１３例；年龄１８～７５岁，平均（４０．３±１３．５）岁。纳入
标准：①ＰＡＳＩ评分诊断为轻、中度寻常型银屑病；②皮
损面积＞１０％，且均处于静止期；③３个月内无光疗或
光化学治疗史；④２周内无糖皮质激素治疗史；⑤６周
内无维 Ａ酸类药物、免疫调节剂及中药等系统性抗银
屑病治疗史；⑥经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并签
署书面文件。排除标准：①合并有着色性干皮病、皮肌
炎、系统性红斑狼疮、恶性黑色素瘤、基地细胞癌或鳞

癌等其他皮肤病；②妊娠期及哺乳期；③其他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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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④重要器官功能障碍；⑤其他光敏性疾病；⑥砷
剂或放射治疗史患者。同时选取同期入院体检的３０
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１例；
年龄２１～７６岁，平均（４１．０±１４．１）岁。２组间年龄和
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采用上海希格玛高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的立式ＳＳ０５ＡＢ型紫外线光疗仪，所有病例予波长
为３１１ｎｍ的窄谱中波紫外线光疗仪照射。照射初始
剂量的选择以背部最小红斑量（ｍｉｎｉ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ｅｍａ
ｄｏｓｅ，ＭＥＤ）的测定结果为依据，以８个不同的剂量进
行照射，在照射后２４ｈ测读 ＭＥＤ值，设定 ６０％ＭＥＤ
为初始剂量。每周照射３次，仔细观察患者皮肤变化，
若无红斑反应，每次增加剂量１０％ＭＥＤ，以出现淡红
斑的剂量为维持剂量。连续照射５周，治疗期间不使
用其它口服外用药物。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严重指数　采用国际通用的银屑病面积和严
重指数（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ＡＳＩ）评分方
法评定ＰＡＳＩ。以“［（治疗前 ＰＡＳＩ－治疗后 ＰＡＳＩ）／治
疗前ＰＡＳＩ］×１００％”计算ＰＡＳＩ改善指数。
１３２　瘙痒指数　采用１００ｍｍ视觉模拟标尺（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由患者自行评价瘙痒程度。刻
度０为无瘙痒，１００为极度瘙痒，以“［（治疗前 ＶＡＳ－
治疗后 ＶＡＳ）／治疗前 ＶＡＳ］×１００％”为瘙痒改善指
数。

１３３　Ｔｈ１７细胞计数　取患者空腹静脉血，肝素钠
抗凝，以梯度离心法分离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 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ＰＢＭＣ）。接 种 至
１６４０ＲＰＭＩ培养基（含有 １０％胎牛血清）中培养，至
ＰＢＭＣ浓度达到 １０６／ｍｌ时，全部调整至 ２×１０６／ｍｌ。
加入１０μｌＰｅｒＣｐＣＤ３和１０μｌＦＩＴＣＣＤ４单克隆抗体；
４℃避光孵育３０ｍｉｎ，加 ＮＨ４Ｃｌ溶血剂２ｍｌ，震荡摇
匀，离心弃上清。透膜固定３０ｍｉｎ，加入 ＰＥＩＬ１７单
克隆抗体，４℃避光孵育３０ｍｉｎ。ＰＢＳ重悬，上流式细
胞仪（ＥＰＩＣＳ，ＡＬＴＲＡＴＭ，Ｂｅｃｋｍａｎ）。以“（Ｔｈ１７／
ＣＤ４＋Ｔ）×１００％”为Ｔｈ１７计数比进行数据统计。Ｐｅｒ
ＣｐＣＤ３、ＦＩＴＣＣＤ４、ＰＥＩＬ１７及阴性对照抗体ＰＥＩｇＧ１
均由普瑞麦迪提供。

１３４　Ｔｈ１７细胞因子水平　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常温静置４０ｍｉｎ，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取血清。以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厦门慧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和酶联免

疫检测仪（ｉＭａｒｋ，ＢＩＯＲＡＤ）检测 ＩＬ１７、ＴＧＦβ、ＩＬ２２
的血清含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均以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６．０进行分析；各观察指标均以（ｘ±ｓ）表示，行方差
齐性小样本资料的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ＰＡＳＩ和ＶＡＳ评分　治疗后，患者的ＰＡＳＩ评分和

ＶＡＳ评分均显著降低（ｔ＝７．８８９，３．６２２；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ＰＡＳＩ改善指数和 ＶＡＳ改善指数分别为
４０．８％、３６．７％；见表１。

表１　银屑病患者ＮＢＵＶＢ治疗前后皮损及瘙痒严重
程度对比（ｘ±ｓ，ｎｉ＝３０）

时间 ＰＡＳＩ评分 ＶＡＳ评分

治疗前 １０．６０±３．３５ ６３．５０±１１．４０
治疗后 ６．２７±２．２９ ４０．２０±７．９４
ｔ值 ７．８８９ ３．６２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２２　Ｔｈ１７细胞计数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外周血
Ｔｈ１７细胞计数比显著高于对照组［（１７．６±３．３５）％
ｖｓ．（１．２７±０．８４）％，ｔ＝４１．０７１，Ｐ＝０．０００］，治疗后
较治疗前显著降低［（８．６４±１．２７）％ ｖｓ．（１７．６±
３．３５）％，ｔ＝２０．９４２，Ｐ＝０．０００］；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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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组受试者Ｔｈ１７细胞计数典型流式细胞图
２３　Ｔｈ１７细胞因子水平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血
清ＩＬ１７、ＴＧＦβ１、ＩＬ２２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ｔ＝
１１．３９７，１２．５６８，７．０８３；Ｐ＝０．０００），且治疗后显著降低
（ｔ＝２．４３６，６．５３６，３．１３８，Ｐ＝０．０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２３）；见
表２。

表２　２组受试者血清ＩＬ１７、ＴＧＦβ１、ＩＬ２２
水平对比（ｘ±ｓ，ｎｇ／Ｌ）

组别 例数 ＩＬ１７ ＴＧＦβ ＩＬ２２

对照组 ３０ １３３±１３．１ ３７．６±３．４６ １４７±１１．３
观察组　治疗前 ３０ ４６７±２６．６ １０６±１２．３ ２６６±１９．４
　　　　治疗后 ３０ ３７２±２１．５ ６４．８±６．１５ ２０７±１３．７
ｔ１值 １１．３９７ １２．５６８ ７．０８３
Ｐ１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ｔ２值 ２．４３６ ６．５３６ ３．１３８
Ｐ２值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注：ｔ１，Ｐ１代表观察组治疗前ｖｓ．对照组；ｔ２，Ｐ２代表观察组治疗后
ｖｓ．对照组。

３　讨　论
　　银屑病的发病机制复杂，主要涉及环境、遗传及免
疫三大因素，其中免疫因素为目前其临床治疗的主要

着力点。ＮＢＵＶＢ治疗银屑病的临床效果已被众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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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学者所证实，并已纳入《中国特应性皮炎诊断和治

疗指南》，其作用机理与免疫调节密切相关。就银屑病

自身的发病特点而言，真皮乳头微血管增生及炎症细

胞浸润为其两大病理特征。研究表明［５］，Ｔｈ１／Ｔｈ２细
胞活性偏移、炎性因子分泌失衡系银屑病炎性反应的

重要诱因之一，且已证实银屑病患者外周血以 Ｔｈ１型
细胞免疫应答为主。而ＮＢＵＶＢ治疗对Ｔｈ１／Ｔｈ２的偏
移有良好的纠正作用，不仅可影响 Ｔｈ１与 Ｔｈ２的细胞
比例，且对其分泌因子的含量和活性，亦有一定的调控

效能［６］。Ｔｈ１７细胞最初发现于自身免疫疾病模型，后
经证实与机体多种免疫疾病息息相关。在分化途径和

生物学功能上，Ｔｈ１７细胞均不同于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然
而同属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三者之间可相互影响。越来
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７］，Ｔｈ１７细胞在银屑病的发病机
制中介导了关键环节，ＮＢＵＶＢ治疗能否作用于 Ｔｈ１７
细胞，而达到治疗银屑病的效果，是本实验的研究重

点。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ＮＢＵＶＢ治疗患者的 ＰＡＳＩ评
分和 ＶＡＳ评分均有显著降低，其改善指数分别为
４０．８％和３６．７％，初步证实了 ＮＢＵＶＢ治疗银屑病的
宏观疗效。另外，治疗前患者的Ｔｈ１７细胞计数与血清
ＩＬ１７、ＴＧＦβ１、ＩＬ２２水平的确显著高于对照组，治疗
后显著降低。结合各细胞因子的基本功能，本文对该

结果做如下分析。

ＩＬ１７系Ｔｈ１７细胞最为主要的分泌因子，也是一
种强大的前炎症细胞因子。ＩＬ１７与其受体结合后，能
够激活ＮＦκＢ、ＭＡＰ激酶、ＥＲＫ１／２以及ＪＮＫ等多条炎
性信号通路，诱导多种促炎因子的分泌和表达。且能

够刺激局部组织产生趋化因子，进一步与 ＩＬ６、ＴＮＦα
等促炎因子发生协同作用，强化其炎性反应［８］。除特

异性分泌因子 ＩＬ１７以外，Ｔｈ１７细胞尚能分泌多种其
他因子，如ＩＬ２２、ＩＬ２１等。ＩＬ２２最初发现于 Ｔ淋巴
瘤小鼠模型，体内含量不多，主要分布于表皮细胞。研

究表明［９］，ＩＬ２２与 ＩＬ１７可产生协同作用，刺激诱导
角质形成细胞的增生，加重银屑病患处的角质化。此

外，ＩＬ２２与其受体结合后，可激活信号传导子及转录
激活子（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３），使炎性反应放大化，因此亦能够参与炎症反
应［１０］。ＴＧＦβ是一种调控性细胞因子，皮肤中主要存
在的是 ＴＧＦβ１，亦为本研究的重要指标之一。ＴＧＦ
β１具有生长调节功能，能够促进包括 Ｔｈ１７细胞在内
的多种免疫活性细胞的发育和成熟［１１］。在银屑病中，

ＴＧＦβ１又可促进角质细胞、纤维细胞及新生血管的增
生和分化［１２］。可见，若以 Ｔｈ１７细胞计数比反应 Ｔｈ１７
细胞的分布状态，ＩＬ２２、ＩＬ１７及 ＴＧＦβ１则反应了

Ｔｈ１７细胞的活性状态。本研究结果说明，ＮＢＵＶＢ对
银屑病患者Ｔｈ１７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均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

综上所述，Ｔｈ１７细胞功能亢进，可能是导致银屑
病角质增生和皮肤炎性反应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

ＮＢＵＶＢ可能通过下调患者 Ｔｈ１７细胞比例，减少其相
关细胞因子分泌水平而发挥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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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角膜塑形镜对近视儿童视力的影响
蒋能，蒋伟鹏，卢珊珊，林尤佳，金婉卿

摘要：目的　探讨长期佩戴角膜塑形镜对近视儿童的视力改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近视儿童３７例，验配
角膜塑形镜进行治疗，分别于佩戴前、佩戴后１周、６个月及１年３个时间点进行指标观察；测定项目包括视力、眼
内压、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厚度、角膜曲率、角膜细胞密度及佩戴不良情况等。结果　佩戴角膜塑形镜后，患者
裸眼视力可得到显著改善（Ｆ＝６．２２１，Ｐ＝０．０００）；矫正视力略有波动，眼内压和眼轴长度有升高趋势，角膜曲率
和屈光度有降低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０．５５３～１．９１７，Ｐ＝０．４７１～０．０６３）。患者角膜周边上皮层厚
度有增加趋势，基质层厚度及角膜中央上皮层、基质层厚度均呈下降趋势，但与戴镜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Ｆ＝０．９５３～１．９５７，Ｐ＝０．１０７～０．０６１）；然而周边上皮层与中央上皮层的差值，显著升高（Ｆ＝２．４７９，Ｐ＝０．０２１）。
周边角膜上皮细胞密度有所上升，其他各层组织细胞密度均有所下降，但与戴镜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Ｆ＝０．０．３６５～１．９０４，Ｐ＝０．６８４～０．０６６）。结论　角膜塑形镜对儿童近视具有较好的纠正作用，虽然对角膜组
织有一定刺激性，但对其生理形态影响小，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角膜塑形镜；近视；儿童；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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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是近视高发人群，白种人的患病率约为
２５％，国内更高，可达到３６．７％ ～５５．０％［１］。目前，控

制近视进展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外科手术和光学

矫正三种。考虑到近视的诱因较多，发病机制尚未完

全明确，药物治疗展现出明显的副作用；再者，从生理

功能性而言，眼睛属于人体光学器官，因此光学矫正是

近视非手术治疗发展的主流趋势。角膜塑形镜和硬性

透氧性角膜接触镜是目前投入使用颇显成效的２种眼
科塑形镜。据统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眼科塑形镜的

佩戴率超过１１．０％，而我国不足０．４％［２］。角膜塑形

镜利用反几何原理，配戴时通过基弧的机械压和反转

弧液压使角膜曲率变平，从而达到减缓或矫正近视的

作用［３－４］。本研究对角膜塑形镜的作用效果和安全性

进行综合评估，以为其普及使用提供数据支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２０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蒋能，蒋伟
鹏，卢珊珊，林尤佳）；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眼科（金婉卿）

通讯作者：蒋能，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ｎｅｎｇ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验配角膜塑形镜的近视儿童３７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１５例，女２２例；年龄８～１６岁，平均（１２．７０±３．５７）
岁。近视程度：轻度（－１．００ＤＳ～－３．００ＤＳ）１１例；
中度（－３．００ＤＳ～－６．００ＤＳ）２６例。纳入标准：无其
他眼病；无其他角膜接触镜适配史；２周内未行眼部接
触式检查；入组患者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２　验配及戴镜方法　本实验均采用梦戴维 ＯＫ镜
（Ⅳ～Ｍ型，欧普康视科技有限公司）。验配之前询问
病史及戴镜史，并先做适应证检查，排除干眼症、角膜

炎等其他眼疾。纳入患者行荧光染色配适实验，根据

角膜光学及形态学检查结果选择试戴片。戴镜３０ｍｉｎ
后，裂隙灯下观察荧光素染色配适情况，并做视力及屈

光度检查，评估配适状态。不符合验配要求者调整镜

片，戴镜６０ｍｉｎ后做二次评估，剔除二次评估不合格
患者。纳入患者摘镜后根据屈光度、角膜地形图及自

我适应程度等确定最终配适镜片参数，定制镜片。所

有患者均为夜间配戴，８ｈ／ｄ。并分别于佩戴前（Ｔ０）、
佩戴后１周（Ｔ１）、佩戴后６个月（Ｔ２）和佩戴后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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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进行复诊，检查裸眼视力、眼内压、屈光度、眼轴
长度、角膜厚度、角膜曲率、角膜中央厚度及角膜各层

组织细胞密度。

１３　指标检测方法
１３１　常规检查　采用综合验光仪（Ｒｔ６００，日本尼德
克）验光，记录裸眼视力和矫正视力；采用非接触式眼

压计（ｘｐｅｒｔＮＣＴｐｌｕｓ，美国 Ｒｅｉｃｈｅｔ）检测患者眼内压；
采用全自动电脑验光仪（ＲＭ８０００，日本托普康）检测
屈光度；采用光学生物测量仪（ＩＯＬＭａｓｔｅｒ，德国 Ｃａｒｌ
Ｚｅｉｓｓ）测量眼轴长度。
１３２　角膜形态学考察　采用角膜地形图（ｔｍｓ４，美
国ＴＯＭＹ，Ｉｎｃ）检查角膜曲率；利用光学生物显微镜测
量角膜中央和周边厚度。

１３３　角膜各层组织细胞密度　采用共聚焦显微镜
（Ｃｏｎｆｏｓｃａｎ４，日本 ＮＩＤＥＫ）检测角膜内皮细胞数量及
密度。受检眼滴先以０．５％爱尔卡因滴眼液浸润，以
开睑器开睑，头部固定，正位注视指示灯。在水浸式圆

锥状物镜表面涂抹眼用凝胶，并使其凝胶与角膜接触。

取上皮波、神经纤维波、基质波、内皮波四层组织的完

整Ｚ－ＳＣＡＮ图像进行自动分析和细胞计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均以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６．０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行 χ２检验；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两个时间段之间的比较行小样本
方差齐性的 ｔ检验，多组时间段的比较行方差分析；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常规检查　佩戴角膜塑形镜后，患者裸眼视力可
得到显著改善（Ｆ＝６．２２１，Ｐ＝０．０００），尤以治疗后１
周最为显著（ｔ＝１９．６５８，Ｐ＝０．０００）。此外，矫正视力
略有波动，眼内压和眼轴长度有升高趋势，角膜曲率和

屈光度有降低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

０．６０１～１．９１７，Ｐ＝０．３５９～０．０６３）；见表１。
表１　患者佩戴角膜塑形镜前后常规检查结果（ｘ±ｓ）

时间点 裸眼视力 矫正视力
眼内压

（ｍｍＨｇ）
屈光度

（Ｄ）
角膜曲率

（Ｄ）
眼轴长度

（ｍｍ）
Ｔ０ ０．１７±０．０９ ４．１６±１．２５ １２．７±３．４８ ６．２１±１．２５ ４２．２６±３．３２２３．３６±１．０４
Ｔ１ ０．９４±０．２６ ４．１８±１．０６ １３．３±４．１４ ６．１６±１．２２ ４２．２２±３．３５２３．３９±１．０３
Ｔ２ ０．９６±０．２２ ４．１２±１．３２ １３．９±３．９９ ６．１１±１．２４ ４２．２０±２．９７２３．４２±０．９６
Ｔ３ ０．９４±０．２３ ４．１３±１．３５ １３．６±３．５８ ６．１１±１．２１ ４２．１９±３．０６２３．４４±１．０６
Ｆ值 ６．２２１ １．９１７ １．００２ ０．８８４ ０．５５３ ０．６０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９７ ０．１４２ ０．４７１ ０．３５９

２２　角膜形态学检查　佩戴角膜塑形镜后，患者角膜
周边上皮层厚度有增加趋势，而角膜周边基质层厚度

及角膜中央上皮层和基础层厚度均呈下降趋势，但各

层厚度与戴镜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此外，患者

角膜曲率略有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０．５５３～１．９５７，Ｐ＝０．４７１～０．０６１）；然而，周边上皮层
与中央上皮层的差值，显著升高（Ｆ＝２．４７９，Ｐ＝０．
０２１）；见表２。
２３　角膜各层组织细胞数量　佩戴角膜塑形镜后，除
周边角膜上皮细胞密度有所上升之外，其他各层组织

细胞密度均有所下降，但与戴镜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Ｆ＝０．０．３６５～１．９０４，Ｐ＝０．６８４～０．０６６）；见
表３。

表２　患者佩戴角膜塑形镜前后角膜形态学
指标对比（ｘ±ｓ，μｍ）

时间点
角膜周边厚度

上皮层 基质层

角膜中央厚度

上皮层 基质层

周边上皮层－
中央上皮层

Ｔ０ １０３．０±２９．４８０６．０±６５．４ ６２．７±１１．２ ５０１．０±４７．２ ４０．３
Ｔ１ １０８．０±３４．２７９９．０±６６．３ ６１．１±１１．４ ４９２．０±４４．１ ４６．９
Ｔ２ １１４．０±３４．１７９２．０±６４．１ ６０．４±１０．０ ４８４．０±４１．６ ５３．６
Ｔ３ １１５．０±３５．７７９０．０±６３．８ ６０．３±１０．０ ４８６．０±３３．７ ５４．７
Ｆ值 １．９５７ １．８６３ ０．９５３ １．３４１ ２．４７９
Ｐ值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１

表３　患者佩戴角膜塑形镜前后角膜各层组织
细胞密度对比（ｘ±ｓ，１０３个／ｍｍ２）

时间点
中央角膜

上皮细胞层 浅基质层 深基质层 内皮细胞层

周边角膜

上皮细胞层 浅基质层 深基质层 内皮细胞层

Ｔ０ ６．０２±１．１４ １．１４±０．２６ ０．７０±０．２２ ３．２４±０．８４ ６．０８±１．１５ ０．９４±０．２１ ０．６８±０．２５ ３．１５±０．４８
Ｔ１ ５．７３±０．９７ １．０２±０．１７ ０．６７±０．１９ ３．２１±０．７３ ６．２４±１．２０ ０．９２±０．１９ ０．６６±０．１７ ３．１０±０．４４
Ｔ２ ５．５４±０．７６ ０．９５±０．１２ ０．６６±０．１８ ３．１５±０．６９ ６．３５±１．２２ ０．８６±０．１９ ０．６２±０．１６ ３．０７±０．４４
Ｔ３ ５．５０±０．７１ ０．９１±０．１２ ０．６５±０．１６ ３．０９±０．５６ ６．３９±１．２７ ０．８１±０．１７ ０．６０±０．１５ ３．０２±０．３９
Ｆ值 １．９０４ １．１７２ ０．８４９ ０．７７５ ０．７９３ ０．７２９ ０．４３６ ０．３６５
Ｐ值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４７ ０．２０４ ０．１９８ ０．２２６ ０．５８３ ０．６８４

２４　佩戴不良情况　本组病例３７例儿童共考察７４
眼，发生７眼点状角膜炎、１３眼一过性水肿、２眼角膜
色素沉着、１眼结膜轻微炎症，不良情况发生率共计
３１．１％；未发现感染、过敏及其他严重并发症，且经对
症治疗后，所有患眼均可恢复。

３　讨　论
　　角膜塑形镜采用高透氧率材料制作，与角膜组织
相容性好，可夜间配戴，不影响日常的生活及学习，尤

其适合于学龄期儿童［５］。镜片中央弧度较角膜小，可

直接对角膜产生机械压迫；周边弧度较角膜大，可对角

膜起到固定作用，同时利用牵引力加强中央角膜压力。

此外，镜片与角膜之间的泪液承受眼睑和镜片传递的

压力，可形成均匀的液压，辅助角膜形态重塑［６］。本研

究结果显示，近视儿童佩戴１周后，裸眼视力可得到显
著改善，屈光度也略有降低，但无统计学差异，同时也

不影响眼内压和眼轴长度。说明角膜塑形镜对视力有

明显的改善效果，且对眼部组织刺激性小。就改善趋

势而言，患者视力于１周左右改善程度最大，佩戴６个
月后，基本达到平台期，无明显波动，与其他文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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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７－８］。

角膜形态学是近视发病机制和矫正效果研究的重

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角膜中央和周边厚度的变更

是光学矫正近视的可行手段之一［９－１０］。关于角膜塑形

镜对角膜厚度的影响，以往文献研究多侧重于角膜中

央或周边的整体厚度，且多数研究结果显示，角膜中央

厚度略有减小，周边厚度略有增加，但两者与戴镜前相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１１－１２］。本研究结果对角膜上

皮层和基质层进行分开测定，结果表明，佩戴角膜塑形

镜后，患者角膜周边上皮层厚度有增加趋势，而角膜周

边基质层厚度及角膜中央上皮层和基质层厚度均呈下

降趋势，但各层厚度与戴镜前相比均无统计学差异；此

外，患者角膜曲率略有下降，但亦未达到统计学差异标

准（Ｆ＝０．５５３～１．９５７，Ｐ＝０．４７１～０．０６１）［１３］；然而，周
边上皮层与中央上皮层差值显著增加。证实角膜塑形

镜对患者角膜的重塑主要是通过上皮层组织，虽能波

及到基质层，但作用力度较小。此外，本研究对角膜各

层组织细胞密度亦做了相关检测，结果显示外周角膜

上皮层细胞密度有升高趋势，中央角膜上皮细胞密度

及其他各层组织细胞密度均呈下降趋势。虽然各层组

织细胞密度较戴镜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有

其明显的变化特点。以上皮层的变化幅度最为明显，

浅基质层次之，至深基质层及内皮层时，变化幅度最

小，与角膜厚度的检测结果一致。因此，本研究推测角

膜塑形镜对中央角膜的机械压迫作用可能导致中央角

膜上皮细胞移行至周边。

另外，本研究虽无严重并发症病例，但仍有３１．１％
的患眼发生不良反应，以眼点状角膜炎和一过性水肿

最多。本研究显示结果，佩戴角膜塑形镜后，患者裸眼

视力可得到显著改善（Ｆ＝６．２２１，Ｐ＝０．０００），尤以治
疗后１周最为显著（ｔ＝１９．６５８，Ｐ＝０．０００）。此外，矫
正视力略有波动，眼内压和眼轴长度有升高趋势，角膜

曲率和屈光度有降低趋势，但均未达到统计学差异标

准［１４－１５］；说明即使是高透氧性材料，对患者眼部仍有

一定刺激。究其原因，角膜塑形镜作为异物与角膜直

接接触，必然产生一定的排异反应；且泪液分泌不足

时，镜片对患眼的机械性压迫损伤可扩大化。另有部

分文献表明角膜上皮受刺激后可产生花生四烯酸，诱

发慢性炎症反应。这就要求严格验配镜片时，密切关

注患者的眼部健康程度和泪液循环状态。

综上所述，角膜塑形镜对近视儿童患眼的角膜结

构有良好的重塑作用，且以上皮组织的重塑效果最为

明显，能够在不影响或轻微影响角膜组织生理形态和

功能的前提下纠正其近视程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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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早期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对心脏骤停后综合征
患者肾功能影响的研究

柳月珍，吴锋，杨秋林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连续性肾脏替代（ＣＲＲＴ）治疗对心脏骤停后综合征患者肾功能的影响，为完善其临床治疗
机制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选取浙江衢化医院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３月ＩＣＵ接收的６２例（≥１８岁）心脏骤停
后、自主循环恢复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２组；对照组３２例给予心肺复苏术以及肾上腺素等综合
治疗，观察组３０例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早期ＣＲＲＴ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患者的外周静脉血和桡动脉
血，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肾功能指标（ＢＵＮ、Ｓｃｒ、ＢＭＧ、ＢＵＡ），以血气分析仪测定动脉血气（ｐＨ值、ＰａＣＯ２、
ＰａＯ２）和电解质指标（ＨＣＯ３

－、Ｎａ＋及Ｋ＋）；同时，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肾主动脉血流动力学指征（ＰＳＶ、ＥＤＶ、
Ｖｍ及ＲＩ），并记录治疗后急性肾功能衰竭发生率。所得数据均以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处理，计数资料行Ｆｉｓｈｅｒ
检验，计量资料行ｔ检验。结果　２组患者治疗前各项考察指标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３２～１．８９６，Ｐ＝０．９０７～
０．０８４）。治疗后，观察组静脉血ＢＵＮ、Ｓｃｒ、ＢＭＧ、ＢＵＡ血清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ｔ＝９．８３４～３８．４３，Ｐ＝０．０００）；动
脉血ＰａＯ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ｔ＝４．７７１，Ｐ＝０．００９），ＰａＣＯ２、Ｋ

＋、Ｎａ＋显著低于对照组（ｔ＝３．１８５～４．８１３，Ｐ＝
０．０１９～０．００７）；同时，肾主动脉ＰＳＶ、ＥＤＶ、Ｖｍ显著高于对照组（ｔ＝２．７４６～４．４６３，Ｐ＝０．０２８～０．０１１），ＲＩ显著低
于对照组（ｔ＝２．２８５，Ｐ＝０．０４３）。此外，观察组治疗后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率为１８．７６％（６例），显著小于对照
组的７１．８８％（２３例）（χ２＝１８．２２３，Ｐ＝０．０００）。结论　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心脏骤停后综合征患者早期
ＣＲＲＴ治疗有助于保护患者的肾功能，对改善患者预后有意义，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早期；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心脏骤停后综合征；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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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９．８３４－３８．４３，Ｐ＝０．０００）；ＰａＯ２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ｄ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４．７７１，Ｐ＝０．００９），ｗｈｉｌｅ
ＰａＣＯ２，Ｋ

＋ａｎｄＮａ＋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ｔ＝３．１８５－４．８１３，Ｐ＝０．０１９－０．００７）；ａｎｄｒｅｎａｌａｏｒｔａｌＰＳＶ，ＥＤＶａｎｄＶｍ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２．７４６－４．４６３，Ｐ＝０．０２８－０．０１１），ｗｈｉｌｅ
ＲＩ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ｔ＝２．２８５，Ｐ＝０．０４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ｅｒ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８．７６％（４ｃａｓｅ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１．８８％ ２３ｃａｓｅｓ），χ２＝１８．２２３，
Ｐ＝０．００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Ｒ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ＣＡＳｃａｎ
ｈｅｌｐ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ｌ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ｒｅｎａ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ｉａｃａｒｒｅｓ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心脏骤停后综合征（ｐｏｓｔｃａｒｄｉａｃａｒｒｅｓ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ＣＡＳ）主要指心脏骤停后脑损伤、心肌功能不全、全身
性缺血及再灌注损失等一系列持续性的病理状况。据

作者单位：３２４００４浙江省衢州市，浙江衢化医院急诊科（柳月
珍）；ＩＣＵ（吴锋，杨秋林）

通讯作者：柳月珍，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ｚｈ１０２５＠１２６．ｃｏｍ

报道［１－３］，由于肾脏对缺血和缺血再灌注损伤非常敏

感，多数ＰＣＡＳ患者有肾脏损伤的风险，延时诊治，可
能会导致肾衰竭，危及患者生命。连续性肾脏替代治

疗（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ｒｅｎａｌ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ＲＲＴ）是一种
长时间连续体外血液净化治疗方法，不仅能够代替肾

脏清除机体代谢物和炎症介质，而且能提供充分的营

养支持；临床上广泛用于急、慢性肾衰，成人呼吸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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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等多种危重疾病的治疗。目前，临床上关于

ＣＲＲＴ对ＰＣＡＳ患者肾功能的影响鲜有报道，本文以
６４例ＰＣＡＳ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此进行初步探讨，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 ＩＣＵ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３
年３月接收的 ６２例心脏骤停后、自主循环恢复（ｒｅ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ＯＳＣ）患者为研究
对象。诊断标准：①意识突然丧失；②大动脉搏动消
失；③心电图显示室颤、心室停顿或电－机械分离。入
选标准：①年龄≥１８岁；②心脏骤停经心肺复苏后
ＲＯＳＣ超过６ｈ。排除标准：心脏骤停后存活 ＜３ｄ的
患者；因创伤而导致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严重肝病、

肿瘤患者；１周内有感染的患者；泌尿系统感染、结石
等与肾脏相关的疾病患者。采用随机数字法将所有患

者分为２组，对照组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２７～
６８岁，平均（４３．１０±９．５６）岁。心脏骤停原因：心源性
１７例；非心源性１５例，其中神经源性疾病７例，理化
因素与中毒４例，呼吸源性疾病２例，其他或不明原因
２例。观察组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２３～６９岁，
平均（４４．３０±８．７９）岁。心脏骤停原因：心源性１６例；
非心源性１４例，其中神经源性疾病７例，理化因素与
中毒３例，呼吸源性疾病２例，其他或不明原因２例。
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监测所有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包括脉
搏、呼吸、血压和体温等。对照组患者根据《２０１０年国
际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的要求和原则给予综

合治疗，包括：积极的心肺复苏术；给予肾上腺素、纳洛

酮、多巴胺等综合药物治疗；经口气管插管进行呼吸机

辅助呼吸，ＲＯＳＣ后均留置中心静脉导管。观察组患
者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早期 ＣＲＲＴ进行治疗，具
体操作：心脏骤停经心肺复苏后自主循环恢复６ｈ范
围内使用瑞典ＰｒｉｓｍＦｌｅｘ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仪及配
套管路，股静脉单针双腔管置管；采用连续性静脉－静
脉血液滤过透析（ＣＶＶＨＤＦ）模式，治疗维持时间２４ｈ；
患者血滤前用低分子肝素，血流量控制在 １４０～１６０
ｍｌ／ｍｉｎ；置换液（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用量为 ３５
ｍｌ／ｋｇ，输入速度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ｍｌ／ｈ；调整水电解质及
酸碱平衡，静脉泵入多巴胺维持血压稳定。

１３　检测方法
１３１　血清学检测　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后采取肘
静脉血３～５ｍｌ，注入试管待凝固后，４℃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取血清（离心半径为１２ｃｍ），－７０℃存储。采用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ＰＵＺＳ３００，普朗医疗器械公司）检
测肾功能指标血尿素氮（ｂｌｏｏｄｕｒｅ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ＢＵＮ）、血
肌酐（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Ｓｃｒ）、β２微球蛋白（β２ｍｉｃｒｏ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ＢＭＧ）、血尿酸（ｂｌｏｏｄ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ＢＵＡ）的血清

浓度。同时，采取桡动脉血，肝素抗凝，并即刻采用血

气分析仪（Ｐｒｅｍｉｅｒ３０００，美国 ＧＥＭ）检测血气指标 ｐＨ
值、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Ｏ２）、动脉血氧分压
（ＰａＯ２）及电解质指标ＨＣＯ３

－、Ｎａ＋及Ｋ＋。
１３２　肾脏血流动力学指标　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
后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德国 Ｓｉｅｍｅｎｓ，Ａｃｕｓｏｎ
Ｓ２０００）血流成像和彩色多普勒能量图观察肾内血流灌
注情况并测量肾主动脉收缩期最高流速（ｐｅａｋ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ＳＶ）、舒张期最低流速（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ＥＤＶ）、平均血流速度（ｍｅａｎ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ｍ）及
阻力指数（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ＲＩ），取平均值。
１３３　急性肾衰竭发生率　比较２组患者急性肾功
能衰竭的发生率，以国际肾脏病协会诊断标准与分级

标准为据：危险：Ｓｃｒ增加至基线的１．５倍或肾小球滤
过率（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ＧＦＲ）下降 ＞２５％，尿
量＜０．５ｍｌ／（ｋｇ·ｈ），持续６ｈ；损伤：Ｓｃｒ增加至基线
的２倍或ＧＦＲ下降 ＞５０％，尿量＜０．５ｍｌ／（ｋｇ·ｈ），
持续１２ｈ；衰竭：Ｓｃｒ增加到大于基线的３倍或ＧＦＲ下
降＞７５％，或 Ｓｃｒ≥３５４μｍｏｌ／Ｌ，且 Ｓｃｒ急性升高４４．２
μｍｏｌ／Ｌ，尿量＜０．３ｍｌ／（ｋｇ·ｈ），持续２４ｈ或无尿１２
ｈ。ＧＦＲ计算公式：ＧＦＲ（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１８６×
Ｓｃｒ－１．１５４×年龄－０．２０３×（０．７４２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行 Ｆｉｓｈｅｒ检验；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行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静脉血清学指标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前
各项肾功能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后，观察组ＢＵＮ、Ｓｃｒ、ＢＭＧ、ＢＵＡ的水平显著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的肾功能血清学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ＢＭＧ（μｌ／ｍｉｎ） ＢＵＡ（μ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３２ 治疗前 ７．５０±０．９２ １１７．４０±９．８１ ６５．７０±２．５９ ３５１．００±３５．２４
治疗后 １６．９０±２．４１ １１６．１０±５．９６ ６８．２０±６．６３ ２６９．００±１３．７５

观察组 ３０ 治疗前 ７．８０±０．６５ １１６．９０±９．０７ ６６．１０±２．５４ ３５３．００±２４．０９
治疗后 ５．９０±０．３８ ７４．７０±６．３９ ４５．１０±５．７３ ２０４．００±１２．４２

ｔａ值 １．９０７ １．８１４ １．１５９ １．３２４
Ｐａ值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６ ０．１６４ ０．１３８
ｔｂ值 １６．２６ ２７．１９ ９．８３４ ３８．４３
Ｐｂ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ｔａ，Ｐａ表示治疗前观察组ｖｓ．对照组；ｔｂ，Ｐｂ表示治疗后观察组
ｖｓ．对照组。

２２　２组患者动脉血清学指标对比　２组患者治疗前
血气和电解质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观察组 ＰａＯ２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ＰａＣＯ２、Ｋ

＋、Ｎａ＋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Ｈ和
ＨＣＯ３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的肾脏血流动力学对比　２组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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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肾主动脉各血流动力学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ＰＳＶ、ＥＤＶ及 Ｖｍ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ＲＩ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后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率比
较　２组患者治疗后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结果见表４。

表２　２组患者的动脉血气和电解质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血气考察

ｐＨ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电解质考察（ｍｍｏｌ／Ｌ）

ＨＣＯ３－ Ｋ＋ Ｎａ＋

对照组 ３２ 治疗前 ７．３６±１．２９ ７１．５±１１．６ ４４．３±１０．３ １７．０±６．１３ ３．６０±１．０２ １２９±１６．３
治疗后 ７．４４±１．３５ ７６．９±１３．９ ３７．５±９．１４ １８．４±６．９４ ３．５１±０．９２ １２６±１６．１

观察组 ３０ 治疗前 ７．３７±１．２６ ７２．３±１１．７ ４４．６±９．１４ １７．２±６．１２ ３．６４±０．９７ １３１±１５．６
治疗后 ７．４１±１．３１ ８３．６±１２．８ ３２．５±８．２６ ２２．３±７．３６ ３．０２±０．８３ １１９±１６．９

ｔａ值 ０．７７９ ０．７６９ １．３３８ １．２４１ １．１９７ ０．６２２
Ｐａ值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４ ０．１５９ ０．２８７ ０．２９５ ０．５３６
ｔｂ值 ０．９１８ ４．７７１ ３．１８５ １．７６３ ４．０１２ ４．８１３
Ｐｂ值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注：ｔａ，Ｐａ表示治疗前观察组ｖｓ．对照组；ｔｂ，Ｐｂ表示治疗后观察组ｖｓ．对照组。
表３　２组患者肾主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对比（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ＰＳＶ（ｃｍ／ｓ） ＥＤＶ（ｃｍ／ｓ） Ｖｍ（ｃｍ／ｓ） ＲＩ

对照组 ３２ 治疗前 ５０．６±１０．７ １１．４±４．９７ ２２．１±５．３１ ０．５５±０．１２
治疗后 ６３．５±１１．６ ２７．５±５．０２ ３５．６±１０．４ ０．７１±０．１１

观察组 ３０ 治疗前 ５１．４±１１．４ １１．０±５．４２ ２１．４±４．３７ ０．５４±０．１１
治疗后 ７０．４±１２．３ ３４．１±６．３７ ４１．４±１１．２ ０．７９±０．１３

ｔａ值 ０．３１２ ０．１３２ ０．２７４ ０．８１２
Ｐａ值 ０．７５６ ０．８９６ ０．８０５ ０．２１９
ｔｂ值 ２．７４６ ４．１８４ ４．４６３ ２．２８５
Ｐｂ值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３

　　注：ｔａ，Ｐａ表示治疗前观察组 ｖｓ．对照组；ｔｂ，Ｐｂ表示治疗后观察组
ｖｓ．对照组。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后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危险 损伤 衰竭 合计

对照组 ３２ １０（３１．３） ８（２５．０） ５（１５．６） ２３（７１．９）
观察组 ３０ ４（１２．５０） １（３．１３） １（３．１３） ６（１８．８）
χ２值 ３．１９１ ６．３３５ ２．９４３ １８．２２３
Ｐ值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心脏骤停（ｃａｒｄｉａｃａｒｒｅｓｔ，ＣＡ）是临床常见的心脏
急症之一，病死率极高。据相关文献报道［４－５］，心脏骤

停患者恢复自主循环后，机体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病理

生理过程，并未脱离危险期，因此约有７０％的患者，即
使心脏复苏后即使出现 ＲＯＳＣ，仍有死亡风险。２００８
年国际复苏委员会将ＣＡ患者，ＲＯＳＣ后出现的临床综
合征正式命名为“心脏骤停后综合征”，并指出 ＰＣＡＳ
是心脏骤停后全身的完全性缺血、缺氧及心肌缺血再

灌注后体内大量氧自由基、钙超载、炎症因子等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多文献已明确肯定 ＰＣＡＳ能够
诱发脑损伤、心肌功能不全等重大器质性损伤［６－９］。

有报道显示［１］，ＰＣＡＳ患者还会出现肾功能障碍，甚至
发生肾衰，严重影响其预后。目前，国内外关于 ＰＣＡＳ
患者肾脏损伤及ＣＲＲＴ的报道颇多，但 ＣＲＲＴ对 ＰＣＡＳ
患者肾功能的影响尚为罕见。

本实验针对“ＣＲＲＴ对 ＰＣＡＳ患者肾功能的影响”
进行研究，发现 ＣＲＲＴ治疗患者血清中肾损伤标记物
ＢＵＮ、Ｓｃｒ、ＢＭＧ及 ＢＵＡ的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急
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率显著小于对照组。ＣＲＲＴ是一

类缓慢、连续清除水和溶质的肾脏替代疗法，清除机体

代谢产物、内毒素，多余激素及炎症介质系其首要效

能，也是其有效降低肾损伤标记物，维护肾功能的理论

基础。此外，本研究对肾脏血流动力学亦作了相关考

察，研究结果显示，ＣＲＲＴ治疗患者在肾脏血流稳定性
方面亦占有优势。以往有文献报道［１０］，肾脏组织缺

血、缺氧失代偿引起肾小球、肾小管损伤，并在缺血再

灌注过程中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内毒性及炎症因子，从

而加重肾脏负担，诱发更为严重的功能障碍。因肾脏

血流丰富，血流动力学障碍为组织受损的重要病理特

征之一。而 ＣＲＲＴ可排出体内过多的体液并纠正酸
碱、电解质紊乱，从而缓和等渗的清除体液和溶质，维

持机体内缓解的稳态。本研究对２组患者的血气及电
解质指标亦做了相应考察，结果显示 ＣＲＲＴ治疗患者
动脉血ＰａＯ２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ａＣＯ２、Ｎａ

＋、Ｋ＋显著低
于对照组，ｐＨ和 ＨＣＯ３

－无显著差异；提示 ＣＲＲＴ有一
定的保钾排钠功能，对于维持患者离子平衡和细胞内

外渗透压稳定具有良好功能，同时尚可有效改善患者

的血氧水平，减少组织缺氧性损伤。因此，本研究认为

ＣＲＲＴ对于改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具有良好的效
能，且该作用主要得益于其对机体内环境和血气的正

向作用；此外，稳定的血流动力学可避免快速体液清除

和氮质浓度明显改变，利于促成良性循环，在治疗各种

急慢性肾损伤均有优势。该结果有力证实了在综合治

疗的基础上，给予ＰＣＡＳ患者早期ＣＲＲＴ有助于保护患
者的肾功能，对改善患者预后有一定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ＣＲＲＴ在全身炎症反应刚刚启动
时，就可以清除体内过度的抗炎因子和促炎因子，同时

调节和改善微循环，及早防止对组织器官造成的进一

步破坏，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早期的治疗效果要优于

晚期的治疗效果，以发病７２ｈ内为佳。然而，该时间
段较为宽泛，临床对于ＣＲＲＴ治疗ＰＣＡＳ的具体时间窗
报道甚少。本院考虑到心脏骤停后 ６ｈ至 ７２ｈ，血
ＷＢＣ、ＴＮＦα及 ＩＬ１都有一定程度的升高，从而加重
炎性损伤，对心脏骤停患者于经心肺复苏后自主循环

恢复６ｈ范围内使用ＣＲＲＴ，取得了良 （下转第８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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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力新联合奥沙西泮治疗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症
王倬，葛海锋，叶元胜

摘要：目的　探讨黛力新联合奥沙西泮治疗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６月神经内科接受治疗的５２例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２组，治疗组和对
照组（每组２６例）。对照组在常规心理治疗的基础上单用黛力新进行治疗（早、中各１片），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给予黛力新联合奥沙西泮（１５～３０ｍｇ／ｄ）治疗，均治疗４周，评价２组患者治疗效果，对评定结果进行统计
学分析。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对比χ２＝１２．１２，Ｐ＜０．０１；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２，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黛力新联合奥沙西泮治疗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
症患者疗效稳定显著，副作用较低，并发症少，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关键词：黛力新；奥沙西泮；脑梗死，青年；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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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ｌｕｐｅｎｔｉｘｏｌ＆ＭｅｌｉｔｒａｃｅｎＴａｂｌｅｔｓ（ｏｎｅｔａｂｌｅｔａｋｅｎｉｎ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ｏｒｅｖｅｎ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ｂａ
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ｌｕｐｅｎｔｉｘｏｌ＆ＭｅｌｉｔｒａｃｅｎＴａｂ
ｌｅ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ｘａｚｅｐａｍ（１５－３０ｍｇ／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４
ｗｅｅｋｓ．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１２．１２，Ｐ＜０．０１；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χ２＝０．１２，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Ｆｌｕｐｅｎｔｉｘｏｌ＆Ｍｅｌｉｔｒａｃｅｎｔａｂｌｅ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ｘａｚｅｐａｍｏｎ
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ｆｅｗｅｒ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ｆｅｗ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ｆｏｕｎｄ，ａｎｄ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ｏｆｂｅｉｎｇｗｉｄ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ｕｐｅｎｔｉｘｏｌ＆ＭｅｌｉｔｒａｃｅｎＴａｂｌｅｔｓ；Ｏｘａｚｅｐａｍ；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脑梗死有着较高的致残率及病死率，严重影响着
人们的身体健康［１］。近年来，随着饮食、环境的改变以

及人们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大，青年人脑梗死的发生率

逐年升高。脑梗死伴发抑郁症是脑梗死常见并发症之

一，它严重影响着患者的临床治疗，同时降低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病情严重者甚至导致患者产生自杀倾向，所

以临床上对于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症患者的抗抑郁治

疗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２］。本研究选择５２例青年脑
梗死伴发抑郁症患者，探讨了黛力新联合奥沙西泮治

疗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科室
接受治疗的５２例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症患者。入选
标准：①患者无心、肝、肾以及精神疾病，经 ＣＴ诊断为
脑梗死。②对患者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３］，１７
项评分总和≥１８分。③持续２周未服用抗抑郁药物
以及抗精神疾病类药物。④血常规、肾功能、心电图、

作者单位：３２５６０４浙江省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王倬，Ｅｍａｉｌ：ｚｊｗａｎｇｚｈｕｏ＠１２６．ｃｏｍ

粪常规体检均正常。⑤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青年年
龄段的规定［４］，入选患者年龄需在１４～４４岁之间。５２
例患者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２８例，年龄２１～４４岁，平均
年龄（３５．６±７．８）岁。随机分为２组，治疗组和对照
组，每组２６例。治疗组男性１１例，女性１５例，平均年
龄（３５．９±７．９）岁，对照组男性１３例，女性１３例，年龄
（３５．２±７．３）岁。２组患者在男女比例、年龄构成以及
病情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行常规心理治疗，治疗期
间不服用其他抗抑郁的药物。对照组常规心理治疗的

基础上单用黛力新治疗，每日早晨和中午各服用黛力

新１片。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奥沙西泮１５～
３０ｍｇ／ｄ，连续治疗４周［５］。

１３　实验室检查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中以及治疗后
对患者进行复查肝肾功能、心电图、血常规以及尿粪常

规。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治疗效果的评定采用汉密尔顿
焦虑 量 表 （ＨＡＭＡ）以 及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ＨＡＭＤ）［６］，依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２版的修
订版中有关标准。显效：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评分＜

·９０７·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５月第１２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５



７分；有效：症状部分改善，评分在 ８～１０分之间；无
效：症状无明显缓解，评分≥１８分。总有效为显效和
有效的总和。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统计结果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
件进行，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采用 ｔ检验和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治疗后临床效果　治疗后，治疗组显效 １９
例，所占比例７３．１％，有效６例，所占比例２３．１％，无
效１例，所占比例３．８％，总有效率为９６．２％；对照组
显效１２例，所占比例 ４６．２％，有效 ９例，所占比例
３４．６％，无效５例，所占比例１９．２％，总有效率为８０．
８％。２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症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２６ １９（７３．１） ６（２３．１） １（３．８） ２５（９６．２）ａ

对照组 ２６ １２（４６．２） ９（３４．６） ５（１９．２） ２１（８０．８）
χ２值 ３．９１ ０．８４ ３．０１ １２．１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不良反应情况　对照组治疗过程中出现视
物模糊、嗜睡的患者３例，排尿困难３例，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２３．１％；治疗组失眠患者２例，排尿困难２例，
视物模糊、嗜睡１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９．２％，２组
不良反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实验室检查结果　２组用药前后肝肾功能、血常
规以及尿、粪常规检查均无异常，心电图检查无明显的

变化。

３　讨　论
　　抑郁症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女性
的发病率高于男性［７］。脑梗死伴抑郁症的发生多在脑

梗死的恢复期，这是由于这个时期脑高级功能损伤导

致患者出现认知能力减退，同时，神经功能损伤使机体

肢体活动障碍，言语或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精

神以及心理障碍的发生，进而发生抑郁症［８］。抑郁症

导致脑梗死患者食欲减退，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终日

卧床，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以及兴趣，加重患者痛苦的

同时也严重影响着脑梗死的有效治疗［９］。

黛力新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１０ｍｇ美利曲
辛和０．５ｍｇ的氟哌噻吨。美利曲辛可以抑制突触前
膜对５羟色胺以及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使单胺类
递质在突触间隙内的含量升高［１０］。大剂量的氟哌噻

吨可以拮抗突触厚膜的多巴胺受体，降低多巴胺的活

性，小剂量的氟哌噻吨可以作用于突触前膜上的多巴

胺自身调节受体，使多巴胺的合成与释放增加，提高其

在突触间隙的含量。２种药物综合作用可以提高突触

间隙多巴胺、５羟色胺以及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达到
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目的，从而治疗抑郁症。奥

沙西泮又名舒宁，其可以有效地治疗患者焦虑、失眠、

紧张以及头晕等症状，并且副作用小、半衰期短、清除

快［１１］。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对照组总有效人数 ２５
例，只有１例无效，总有效率为９６．２％；对照组总有效
人数２１例，有５例无效，总有效率为８０．８％，２组总有
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采用
黛力新联合奥沙西泮治疗青年脑梗死伴发抑郁症患者

可以有效治疗患者的抑郁症状，效果优于单用黛力新

治疗。另外，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情况显示，２组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均比较低。对照组治疗过程中出现视物

模糊、嗜睡的患者３例，排尿困难３例，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２３．１％，治疗组排尿困难２例，视物模糊、嗜睡１
例，少于对照组，但是治疗组患者有２例出现失眠，总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９．２％，２组不良反应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肝肾功能、血常规以及
尿、粪常规的检查也均无异常，心电图检查无明显的变

化。说明采用黛力新联合奥沙西泮治疗青年脑梗死伴

发抑郁症患者副作用较低，可以保证用药安全性。

总之，采用黛力新联合奥沙西泮治疗青年脑梗死

伴发抑郁症患者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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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１３例临床病理分析
安慧敏，郭德超，潘升华，吴文珍，夏康，廖谦和

摘要：目的　探讨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的临床病理学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温
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１３例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结果　１３例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的
临床分型：局限型１２例，主要表现为局部淋巴结大；多中心型１例，主要表现为全身多部位淋巴结大伴脾大、贫
血、清蛋白降低等。病理分型：透明血管型８例（８／１３，６１．５％），浆细胞型２例（２／１３，１５．４％），混合型３例（３／１３，
２３．１％）。全部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均行手术完整切除，患者术后情况良好。结论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是一种少见的、病因不
明的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术前临床诊断有一定困难。本病治疗以外科手术为主，多中心型患者术后采用化疗等

辅助治疗，可缓解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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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ｔｉｓｎｏｔｅａｓｙｔ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ｉｍａ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ｉｃｔｙｐ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ｒｅｌｉｅ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是一种少见的、病因不明的淋巴组织
增生性疾病，又称血管滤泡性淋巴结增生、巨大淋巴结

病或血管瘤性淋巴错构瘤，１９５６年由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首先
描述而得名［１］，临床上分为局灶型和多中心型［２－３］。

由于发病率低，目前文献对该病的报道多为个案和小

组病例。现收集我院经术后病理确诊的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
１３例，对临床病理特点进行分析，旨在提高对该病的
认识。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２００４
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间经手术切除和术后病理确诊
的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１３例，全部临床资料及病理切片进行
了复查。１３例中男性 １０例，女性 ３例，年龄 １２～７９
岁，平均５６．９岁。病程２０ｄ～１０年，平均７２ｄ。患者
均因淋巴结肿大或肿块就诊，其中肿块伴疼痛３例，伴
发热３例，伴发热和腹水１例，伴皮疹 １例。病变部
位：局灶型１２例，其中纵膈４例，腹股沟４例，颈部２
例，腋下１例，后腹膜１例；多中心型１例，患者颈部、
锁骨上、腋窝、腹股沟等处淋巴结肿大，伴有发热、脾

大、贫血和血清清蛋白降低。１３例均行手术治疗，术
后行化疗２例。

作者单位：３２５２００浙江省温州市，浙江省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
医院病理科（安慧敏，潘升华，吴文珍，夏康，廖谦

和）；普外科（郭德超）

通讯作者：廖谦和，Ｅｍａｉｌ：ｑｈｌｉａｏ９３９＠１２６．ｃｏｍ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手术标本均经４％中性甲醛固
定，常规脱水、石蜡包埋切片、ＨＥ染色、光镜观察。免
疫组化染色采用ＥｎＶｉｓｉｏｎ法，一抗用ＣＤ３、ＣＤ２０、ＣＤ５、
ＣＤ２１、ＣＤ１３８、ＣＤ３１、ＣＤ３４、ＣＤ３５、Ｋｉ６７等，试剂购自
上海长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　结　果
２１　病理检查　大体观察：完整淋巴结１０例，不整淋
巴结３例，肿大淋巴结直径１．５～８．０ｃｍ，切面实性，灰
白灰红色，质软细腻。镜下观察：根据 Ｋｅｌｌｅｒ等分类，
病理学分为透明血管型、浆细胞型和混合型 ３型［４］。

本组透明血管型８例（８／１３，６１．５％），表现为淋巴结内
淋巴滤泡增生，滤泡中心血管增生伴血管壁玻璃样变，

生发中心变小，其内夹杂着泡状核的滤泡树突状细胞

呈“焚毁”样改变，外套层小淋巴细胞成同心圆排列似

“洋葱皮”样；浆细胞型２例（２／１３，１５．４％），表现为滤
泡内的毛细血管玻璃样变性和“洋葱皮”样改变不明

显，滤泡间可见粉染的无定型的嗜酸性物质沉积，有大

量成熟浆细胞弥漫增生；混合型３例（３／１３，２３．１％），
表现为上述２型的特点。免疫组化染色：生发中心内
的滤泡树突状细胞表达 ＣＤ３５和 ＣＤ２１，淋巴细胞表达
为多克隆性，Ｋｉ６７指数低表达。
２２　治疗效果　１３例经外科手术切除病灶后，症状
获缓解，１例有腹水的多中心型患者行化疗，患者均治
愈出院，全部病例术后进行随访，随访时间２～６０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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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２４个月），未见复发和恶变。

３　讨　论
３１　病因与发病机制　该病的病因尚未明了，对其发
病机理探讨较多。有学者认为是淋巴结增生性反应或

非特异性炎症；有认为是错构瘤性；也有认为与 ＥＢ病
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等病毒感染有关；近年
通过对动物模型和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淋巴结的研究发现，白
细胞介素６（ＩＬ６）可促使 Ｂ细胞增生并向浆细胞转
化，是引起全身症状的主要致病因子；还发现血管内皮

细胞生长因子（ＶＥＧ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ＧＦＲ）、
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等参与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的发生发
展［５］。本组病例经免疫组化研究显示淋巴结病变特点

为多克隆性，故笔者更倾向于该病是机体在受抗原刺

激或免疫调节反应所引起的淋巴系统一种过度反应的

理论。

３２　临床病理特点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可发生在淋巴结存
在的任何部位［６］，有统计 ６０％ ～７０％发生于胸部纵
膈，１０％～１４％发生于颈部，５％ ～１０％发生于腹部，
２％～４％发生于腋部［７］。该病多发于成人，临床表现

局灶型和多中心型患者有所不同，局灶型多以不同部

位的淋巴结肿大为主要表现，一般不伴其他症状；多中

心型患者表现为全身多部位淋巴结肿大外，常伴发热、

乏力、贫血、球蛋白升高、肝脾肿大、血沉加快、皮疹、肺

和肾损伤等。本组患者年龄偏高，其中７３岁以上者４
例，病理特点透明血管型最多见，占６１．５％，其次为混
合型，浆细胞型少见，本组资料与相关文献报道大致相

符［２，８］。

３３　诊断与鉴别诊断　因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起病较隐匿，
临床表现常缺乏特异性，且影像学检查对局部包块常

难以作出定性诊断，所以术前临床诊断比较困难。详

细了解患者的发病情况和临床表现则有利于该病的诊

断，局灶型患者多以全身不同部位淋巴结肿大为首发

症状，一般不伴有其他症状，其病情发展温和，局部淋

巴结肿大但质软、界清，这可与较多的淋巴结恶性病变

相区别。多中心型患者病情较复杂，易发生误诊。临

床上对于不明原因的浅表和／或深部淋巴结肿大。伴
或不伴全身症状（如发热、盗汗、乏力、消瘦），应警惕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９］。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确诊则需依赖于病理诊
断。病理诊断时需与淋巴结滤泡反应性增生、滤泡型

淋巴瘤、胸腺瘤、套细胞淋巴瘤和血管免疫母细胞性 Ｔ
细胞淋巴瘤等多种病变相鉴别：①淋巴滤泡反应性增
生表现为淋巴滤泡大小、形态不一，正常淋巴结结构存

在，滤泡内无增生的血管和血管壁的玻璃样变；②滤泡
性淋巴瘤形成的滤泡为肿瘤性的，无生发中心、玻璃样

变性的小血管和套区淋巴组织；③胸腺瘤是由肿瘤性
上皮和非肿瘤性淋巴细胞组成的肿瘤，可伴有鳞化；④
套细胞淋巴瘤由形态单一的淋巴瘤细胞组成，瘤细胞

弥漫性生长，无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的浆细胞和血管滤泡状结
构；⑤血管免疫母细胞性 Ｔ细胞淋巴瘤显著特点是小

血管增生和血管内皮肿胀，伴有免疫母细胞大量增生

和浆细胞等反应，间质有嗜酸性物质沉积，该肿瘤细胞

免疫标记显示Ｔ细胞的标记物。淋巴结某些良恶性病
变的诊断和鉴别，一直是临床病理外检工作的难点，能

否进行正确诊断，有时取决于临床医生提供的淋巴结

手术标本的质量，要求尽量切取深部、较大和完整的淋

巴结，如有它处肿大的淋巴结，则应尽量避免取检腹股

沟区淋巴结（因其易受炎症影响），而破碎、不完整的

淋巴结组织不利于明确诊断。

３４　治疗与预后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为少见且异质性较大
的疾病，其治疗方案及预后根据临床及病理类型不同

而各不相同［１０］。局灶型一般采用手术治疗即可治愈，

本组患者术后情况较好，均获缓解。而多中心型治疗

为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治疗的难点，目前普遍认为多中心型应
进行全身化学药物治疗，但现今国内外针对多中心型

治疗的报道以小样本的病例报告居多，难以确定统一、

标准的治疗方案［１０］。目前对多中心型患者的化疗，较

为普遍认可的为ＣＯＰ或ＣＨＯＰ方案，化疗后可使肿大
的淋巴结消失，症状缓解［８，１０］。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大多数为
良性，少数可发展为肿瘤，如浆细胞型可发展为恶性淋

巴瘤、浆细胞瘤等，透明血管型可发展为树突状网织细

胞肉瘤、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淋巴瘤等。虽然有学者认为Ｃａｓ
ｔｌｅｍａｎ病中的局灶型和多中心型拥有不同的临床预
后，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临床疾病，但亦有学者［１１］持不

同意见，认为若 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病滤泡间质所占的比例较
大、伴随滤泡树突细胞（ＦＤＣ）或血管肌样细胞即纤维
母细胞性网状细胞（ＦＢＲＣ）过度增生以及较高的核分
裂相时，也应辅助放疗或化疗。笔者比较认同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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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微波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韩洪方，曹慧，谢芳，王辰琛

摘要：目的　观察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ＡＬＡＰＤＴ）联合微波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入选
的６６例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ＡＬＡＰＤＴ联合微波治疗和微波单独治疗，联合治疗组
３３例在原疣体部位局部外敷２０％５氨基酮戊酸霜剂，治疗范围为病损边缘向外扩大约０．５ｃｍ，薄膜封包３ｈ后使
用光动力激光治疗仪照射２０ｍｉｎ，照射距离５～１０ｃｍ，能量密度１００Ｊ／ｃｍ２，每周治疗一次，连续３次；对照组３３
例经微波治疗后不使用任何药物，仅每周随访１次，观察有无复发，如有复发者再行微波治疗。比较２组患者的
疗效和复发率。结果　所有患者均在最后一次治疗后完成３个月的随访。治疗组的治愈率为８４．８５％，对照组
的治愈率为６０．６１％，２组治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５
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微波治疗尖锐湿疣治愈率高，复发率低，患者依从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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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Ａ）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由人乳头瘤病
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多发生于１８～５０岁
的中青年性活跃人群，主要以肛门生殖器部位增生性

损害为主要表现，呈乳头样、鸡冠状或菜花样突起，常

无自觉症状，部分患者如发生于直肠内可引起疼痛、便

血、里急后重感，降低生活质量。传统的物理治疗如激

光、冷冻、微波等方法仅能清除肉眼所见病灶，复发率

高［１］。光动力疗法（ＡＬＡＰＤＴ）是近年来用于治疗 ＣＡ
的一种新疗法，能够选择性杀伤靶细胞，损伤小、安全

性高，在治疗和预防 ＣＡ复发方面有着良好的应用前
景［２］。我科采用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微波治疗 ＣＡ取得较
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６６例ＣＡ患者均来自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０１３年６月本院皮肤科门诊，男性３６例，女性３０例。
年龄２０～４４岁（平均年龄２８．６岁），病程１４ｄ～３个
月（平均１个月）。均为初次发病，未经任何治疗；具
有典型皮损，单个疣体直径范围０．５～２．０ｃｍ，男性皮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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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分布于冠状沟、系带及肛周；女性皮疹分布于宫颈、

外阴以及肛周。５％醋酸白试验阳性。排除淋病、非淋
菌性尿道炎、ＨＩＶ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全身应用糖
皮质激素治疗者。无微波与ＡＬＡ光动力治疗禁忌证。
将６６例患者随机等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２组患者的
年龄、病程和病情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Ｐ均＞０．０５）。
１２　试剂与仪器　外用盐酸氨基酮戊酸散（ＡＬＡ，１１８
ｍｇ／瓶，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避光、
密封、阴凉、不超过２０℃储存，使用前根据皮损面积新
鲜配制成２０％ＡＬＡ凝胶。ＸＤ６３５ＡＢ型光动力激光治
疗仪（广西桂林光达光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输出波

长６３５ｎｍ，最大输出功率３００ｍＷ。ＣＹＰⅢ微波治疗
仪（珠海和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输出功率１～２００
Ｗ。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　常规消毒后，皮损基底部２％利多卡
因局部麻醉，调试微波治疗仪输出功率至１２～１５Ｗ，
将针状辐射探头直接接触疣体表面或插入疣体基底

部，使发白凝固，再擦去疣体表面的凝固组织，治疗范

围为病损边缘向外扩大约０．２ｃｍ。清除全部疣体后
每周随访１次，观察有无复发，记录复发时间及复发次
数，复发者再行微波治疗。

１３２　治疗组　采用微波去除肉眼可见疣体后立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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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将ＡＬＡ用凝胶配置成２０％凝胶液，
滴于无菌脱脂棉上，覆盖术后创面及其周围０．５ｃｍ以
内皮肤并固定，塑料薄膜避光封包３ｈ后暴露患处，使用
光动力激光治疗仪照射，照射距离５～１０ｃｍ，能量密度
１００Ｊ／ｃｍ２，照射时间２０ｍｉｎ。治疗完毕保持局部清洁，
２４ｈ避免强光照射。每周治疗１次，连续３次。
１４　疗效观察及复发判定　２组患者均连续随访３
个月，第１个月每周随访１次，以后每月随访１次，观
察皮损复发情况。疣体完全脱落，醋酸白试验阴性，治

疗后连续３个月无复发者为临床治愈；随访期间原病
变处或其周围出现新发疣体，醋酸白试验阳性者判定

为复发病例。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疗效　６６例患者全部完成随访。随访至３
个月末时，治疗组治愈 ２８例，复发 ５例，治愈率
８４．８５％；对照组治愈 ２０例，复发 １３例，治愈率 ６０．
６１％。２组治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８８９，Ｐ＝０．０２７）。见表１。

表１　２组尖锐湿疣患者治疗有效性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愈例数 治愈率（％）

治疗组 ３３ ２８ ８４．８５
对照组 ３３ ２０ ６０．６１

２２　不良反应　２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４
例诉肛门坠胀感，６例诉尿道口疼痛，１例诉治疗后有
排便疼痛或轻微出血。后均自行缓解。治疗组部分患

者接受ＰＤＴ治疗时局部出现轻度烧灼或刺痛感，但均
可忍受。

３　讨　论
　　ＣＡ是一种常见、易复发的性传播疾病，肉眼可见
的疣体容易被识别和处理，亚临床感染或隐性感染是

其复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微波在临床治疗上的应用方

式主要有３种，包括微波理疗、微波热疗以及微波凝固
术。微波凝固术是指利用辐射直接接触机体组织，通

过热效应使其变性、坏死、凝固进而脱落，达到祛除病

变组织的目的。作为一种超高频治疗方法，微波具有

治疗时间短，精确度高，不良反应轻，并发症少等优点，

是目前治疗ＣＡ的常用方法之一［３］。陈磊等［４］研究发

现ＣＡ患者皮损周围１．０ｃｍ以内的正常皮肤尚存在
ＨＰＶ感染，可潜伏在基底角朊细胞间，在表皮细胞层
复制，当含有比较大量病毒颗粒的脱落表层细胞或角

蛋白碎片进入易感上皮裂隙中时，感染就可能产生。

黄熙等［５］证实ＣＡ患者经过微波治疗后局部组织外涂
或湿敷５～１０ｍｉｎ３％～５％醋酸液可在ＨＰＶ感染区域
发白，仍可检测出 ＨＰＶ感染，属亚临床感染。因此微
波治疗虽能清除肉眼所见疣体，但对 ＨＰＶ所致亚临床
感染区域无治疗作用，易导致复发。

ＡＬＡＰＤＴ是近年来兴起的针对增生性病变组织
的选择性治疗新技术，因其完全不同于手术、放疗、化

疗和免疫等治疗，现已成为世界肿瘤防治科学中最活

跃的研究领域之一。ＡＬＡＰＤＴ的优势在于创伤小、毒

性低、选择性高及可重复治疗，复发率低，已迅速应用

到ＣＡ的临床治疗中。１９９７年美国 ＦＤＡ（食品及药物
管理局）正式将ＡＬＡＰＤＴ列入性病治疗的５类基本方
法。ＨＰＶ感染引起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生。ＡＬＡ是
血红素合成途径中天然存在的卟啉前体，属小分子物

质，易进入细胞内，可被增生活跃的细胞选择性吸收，

在细胞内转化为具有强光敏剂的卟啉类物质结合在细

胞质内线粒体上，经过特定波长的红光照射后即可产

生大量活性氧簇，引起线粒体肿胀，产生细胞毒性作

用，而其它细胞器官无明显变化，导致细胞受损或凋

亡，而邻近正常组织则不受任何影响［６］。这一选择性

杀伤作用能够明显消除 ＣＡ病变组织，同时又不易引
起溃疡或瘢痕。另外，ＡＬＡＰＤＴ能够诱发机体的抗病
毒免疫效应，提高机体对 ＣＡ的抵抗力，显著降低 ＣＡ
复发率。李捷等［７］选取５６例男性尿道口尖锐湿疣患
者进行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每周治疗１次，连续３次：第１
次去除显性病灶，此阶段主要通过调整敷药和光照面

积来清除显性病灶；第２次扩大治疗区域，快速去除亚
临床和潜伏感染；第３次为巩固治疗，每次治疗后局部
滴庆大霉素眼药水，治疗结束后随访６个月，虽然未设
对照组，但观察发现采用此三阶段根除治疗方案不仅

疗效好，安全性高，对于特殊部位如尿道口、系带等处

也能达到清除疣体的目的。胡雅玉等［８］单独应用

ＡＬＡ对３１例黏膜部位的尖锐湿疣进行１次／周，一共
３次的治疗，观察３个月，基本上能达到临床缓解，而
复发率较对照 ＣＯ２治疗组低，不良反应少，分析其原
因可能是位于黏膜部位的皮损对 ＡＬＡ光敏剂的吸收
充分，因此治疗效果满意。ＹｉｎｇＺ收集近年来应用
ＡＬＡＰＤＴ和非 ＡＬＡＰＤＴ对比治疗中国 ＣＡ患者的文
献，分析发现ＡＬＡＰＤＴ疗法在降低 ＣＡ复发率方面明
显优于非 ＡＬＡＰＤＴ疗法，而副反应较小，说明 ＡＬＡ
ＰＤＴ在治疗和预防ＣＡ的复发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
需要指出的是，６３５ｎｍ波长激光穿透能力不足１ｃｍ，
且部分疣体表面干燥角化限制了５氨基酮戊酸的渗
透，使得单纯应用ＡＬＡＰＤＴ对直径≥０．５ｃｍ的单个疣
体疗效欠佳，限制了其在ＣＡ临床治疗中的应用［９］。

陈磊等［４］先使用ＣＯ２祛除患者疣体，然后在创面
愈合后将其随机分为２组，一组进行ＡＬＡＰＤＴ继续治
疗，范围覆盖皮损周围１．０～２．０ｃｍ，１次／周，连续２
次，此后每２～４周随访１次，连续６个月，另一组作为
对照组进行观察，结果发现ＣＯ２联合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组
复发率显著降低，证实ＡＬＡＰＤＴ对尖锐湿疣复发具有
很好的预防作用。张丹群等将分组进一步细化，分为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组、微波治疗组以及ＡＬＡ联合微波治疗
组（直径≤０．５ｃｍ的疣体直接进行光动力治疗）进行
观察，治疗后每个月复查，观察至 ６个月，发现 ＡＬＡ
ＰＤＴ治疗组在疣体清除率方面疗效欠佳，微波治疗组
容易复发，而ＡＬＡＰＤＴ联合微波治疗组则吸收前两者
的优点，既能迅速祛除疣体，同时又能预防疣体的复

发，为本文提供了临床依据。因此，本科采用微波联合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ＣＡ，先采用微波清除显性病灶，再予以
ＡＬＡＰＤＴ清除隐性病灶，经３周治疗后 （下转第７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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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与脓毒症发病的关系
戴凌燕，章义利，程碧环

摘要：目的　探讨脓毒症发病过程中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医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
年１月间收治的脓毒症患者６２例设为观察组，设同期非脓毒症的危重症患者６０例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检
测２组患者２４ｈ外周血ＣＤ３＋（ＣＤ３阳性淋巴细胞）、ＣＤ４＋（ＣＤ４阳性淋巴细胞）、ＣＤ８＋（ＣＤ８阳性淋巴细胞）的
百分比，及ＣＤ４＋／ＣＤ８＋值改变情况，研究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处理，以评价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变化情
况。结果　观察组外周血ＣＤ３＋、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８＋值均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中死亡患者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及ＣＤ４＋／ＣＤ８＋值均低于存活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脓毒症患者处周血ＣＤ３＋、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８＋值均显著降低，且死亡组患者上述指标显著低于存活组，
表明脓毒症患者存在免疫功能损害，且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及ＣＤ４＋／ＣＤ８＋值愈低，提示患者预后不佳。
关键词：脓毒症；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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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临床急重症，病死率高，是由感染引起的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１］。其发病过程中由于病原微生物及
其毒素体内蓄积，可直接损害组织细胞，另外机体免疫

功能紊乱在发病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２］。有研究表

明［３］，ＳＩＲＳ发病中，Ｔ淋巴细胞反应性降低，导致大量
淋巴细胞凋亡，使机体免疫抑制。笔者为观察 Ｔ淋巴
细胞亚群变化与脓毒症发病过程的关系及对预后判

断，选取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间收治的脓毒
症患者，检测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及 ＣＤ４＋／
ＣＤ８＋值，并与同期收治的危重症患者进行对比，结果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
间收治的脓毒症患者６２例设为观察组，男性３８例，女
性２４例，年龄５３～７１岁，平均年龄（５４±１１）岁。本组
患者诊断均符合美国危重病学会提出的脓毒症诊断标

准［４］，即有明确感染灶，下列标准满足任意两项即可确

诊：体温 ＞３８℃或 ＜３６℃；心率 ＞９０次／ｍｉｎ；呼吸 ＞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监护科
通讯作者：戴凌燕，Ｅｍａｉｌ：ｄａｉｌｉｎｙ１２３＠１６３．ｃｏｍ

２０次／ｍｉｎ；ＰＣＯ２＜３２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ＷＢＣ＞１２×１０９／Ｌ或＜４×１０９／Ｌ或不成熟杆状细胞大
于１０％。其中肺部感染３２例，胸腔感染１２例，腹腔感
染１６例，胆道４例。排除糖尿病、存在免疫缺陷者及
研究前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选取同期入院治

疗的危重症患者６０例为对照组，男性３３例，女性２７
例，年龄５４～７２岁，平均年龄（５３±１２）岁。冠心病合
并心衰２８例，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急症３２例，排除自身
免疫性疾病、超敏反应性疾病及近期接受过免疫抑制

剂治疗患者。

１２　检测方法　取２组患者入院２４ｈ内空腹静脉血
３～５ｍｌ，采用流式细胞仪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ｖ（美国Ｂｎ公司
生产）检测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并测算 ＣＤ４＋／ＣＤ８＋

值，抗体应用人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检测过程严格遵
守说明书进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处理本实
验数据，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进行ｔ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 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　观察组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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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３＋、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８＋值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观察组 ６２ ５７．９８±８．９３ａ ４７．０８±１１．９３ａ ３８．５８±９．４９ １．３３±０．６４ａ

对照组 ６０ ６４．５３±１０．３６ ６４．４６±１０．７１ ３６．０１±１２．７９ ２．１２±１．１８
ｔ值 １．９５ ２．３３ １．０１ ２．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死亡患者与存活患者间 Ｔ淋巴细胞亚群
变化比较　观察组脓毒症患者中死亡２２例，存活４０
例，２组患者 ＣＤ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死亡组患者 ＣＤ４＋、ＣＤ８＋及 ＣＤ４＋／ＣＤ８＋值均显
著低于存活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结果见表２。
表２　死亡患者与存活患者间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死亡组 ２２ ５８．５８±９．６９ ３４．８３±６．６３ａ ３６．２９±８．６７ａ ０．８３±０．３７ａ

存活组 ４０ ５８．６２±１０．１１ ５３．３６±８．７４ ４３．０９±９．４８ １．６０±０．５６
ｔ值 ０．８９ ３．１１ ２．０４ ２．９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存活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脓毒症（ＳＩＲＳ）是由多因素导致的严重并发症，在
危重症中发病率高，发展后期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

竭［５］。近年来，脓毒症的发病率及病死率仍然居高不

下，给患者、家庭、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ＳＩＲＳ是由
多因素导致的严重并发症，在危重症中发病率高，发展

后期可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５］。随着抗感染治疗和器

官功能支持技术的发展，该病预后得到一定改善，但病

死率仍极高，其发病机制涉及炎症失控、免疫功能紊

乱、凝血功能障碍等多个方面［６］。有研究提出［７］，代

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假说，认为 ＳＩＲＳ的发生、发展
是机体促炎与抗炎机制失衡所致，与机体免疫功能紊

乱关系密切。

随着对脓毒症的深入研究，对于脓毒症的发生发

展及治疗有了更新的认识。早期对于脓毒症的认识以

“过度炎症”为特征，基于此理论，治疗主要采用单纯

抗炎治疗。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证明，脓毒症早期

即存在免疫抑制，但仍认为在脓毒症的某一阶段，何者

占优势取决于机体促炎／抗炎机制的优势一方。临床
发现脓毒症患者表现同时并存过度炎症和免疫抑制两

个方面，如全身炎症反应的高热、白细胞计数增加、淋

巴细胞计数下降等。而且表现为随着病情严重程度及

感染部位不同出现的免疫抑制表现各异。目前研究证

实［６］，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脓
毒症时机体细胞免疫，但有关脓毒症和严重脓毒症患

者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区别，以及随病情发展，两类患者
中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动态变化规律和临床意义在国内
外少有报道。

Ｔ淋巴细胞亚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机体免疫状
况，在感染过程中具有保护固有免疫的作用［８］。脓毒

症的免疫抑制机制涉及抗炎细胞因子、单核细胞的失

活、树突状细胞的凋亡和功能障碍等［９］。发病早期可

使ＣＤ４＋细胞分化为１型辅助 Ｔ细胞（Ｔｈ１）及２型辅
助Ｔ细胞（Ｔｈ２），Ｔｈ１分泌促炎介质，Ｔｈ２分泌抗炎介
质，如果某一特定的 ＣＤ４＋细胞亚群先被激活，则另一
亚群的生成即受到抑制，发病晚期其免疫功能处于抑

制状态。有研究显示［１０］，脓毒症患者淋巴细胞总百分

比、ＣＤ４＋计数均较正常对照组显著降低，ＣＤ８＋计数以
及ＣＤ４＋Ｔ／ＣＤ８＋ｔ值也明显下降。本组资料中，观察
组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及 ＣＤ４＋／ＣＤ８＋值均较对照组
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表明 ＳＩＲＳ患者免疫功能紊乱较
普通危重症患者更为严重；且死亡组患者 ＣＤ４＋、
ＣＤ８＋及 ＣＤ４＋／ＣＤ８＋值均显著低于存活组（Ｐ＜
０．０５），亦表明ＳＩＲＳ病情越危重，机体免疫功能紊乱亦
更为严重，两者呈正相关，与文献报道相符［６］。

本组资料表明，ＳＩＲＳ发病时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８＋及ＣＤ４＋／ＣＤ８＋值显著降低，表明ＳＩＲＳ发病过程
中存在细胞免疫功能损害，且 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值
越低，则提示患者预后不良，两者呈正相关。

参考文献

［１］　ＧｕＷ，ＺｅｎｇＬ，ＺｈｏｕＪ，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１３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ｊｏｒｔｒａｕ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

Ｍｅｄ，２０１０，３６（７）：１２６１１２６５．

［２］　姚晨玲，刘成龙，宋振举，等．白介素１受体相关蛋白酶４基因多

态性与脓毒症的易感性［Ｊ］．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２）：

１２８１３２．

［３］　曹书华．脓毒症与多脏器功能失常综合征［Ｊ］．中华急诊医学杂

志，２０１０，１９（７）：７８１７８２．

［４］　Ｐａｙｅ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ｌｙｉｌｌ［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１１，１１２（１）：１７１８．

［５］　ＨａｒｔｏｇＣＳ，ＫｏｈｌＭ，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Ｋ．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

ａ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ｓｔａｒｃｈ（ＨＥＳ１３０／０．４）ｉｎ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ｎｏｔａ

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１１，１１２（３）：６３５６４５．

［６］　ＪａｍｅｓＭＦ，ＭｉｃｈｅｌｌＷＬ，ＪｏｕｂｅｒｔＩＡ，ｅｔａｌ．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ｘｙ

ｅｔｈｙｌｓｔａｒｃ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ｃｔａｔ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ｉ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ｉ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ｒｉａｌ（ＦｌｕｉｄｉｎＲｅ

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Ｔｒａｕｍａ）［Ｊ］．Ｂｒ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１，１０７（５）：６９３

７０２．

［７］　ＤｅｌａｎｅｙＡＰ，ＤａｎＡ，ＭｃＣａｆｆｒｅｙ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ｌｂｕｍｉｎａｓａｒｅ

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ｕｉｄ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ｐｓｉ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１１，３９（２）：３８６３９１．

［８］　尹明，沈洪．治疗细菌感染的新思路［Ｊ］．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２０１２，２４（３）：１３２１３４．

［９］　ＤｅＢａｃｋｅｒＤ，ＡｌｄｅｃｏａＣ，ＮｊｉｍｉＨ，ｅｔａｌ．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ｖｅｒｓｕｓｎｏｒｅｐｉ

ｎｅｐｈｒ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ｐｔｉｃｓｈｏｃｋ：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１２，４０（３）：７２５７３０．

［１０］　ＨａｖｅｌＣ，ＡｒｒｃｈＪ，ＬｏｓｅｒｔＨ，ｅｔａｌ．Ｖａｓｏｐｒｅｓｓｏｒｓｆｏｒｈｙｐｏｔｅｎｓｉｖｅｓｈｏｃｋ

［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２０１１（５）：ＣＤ００３７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０４

·６１７·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５月第１２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５



·全科医学论著·

感染后咳嗽相关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楼翰健，陈成水，吴春玲

摘要：目的　调查和分析与感染后咳嗽（ＰＩＣ）发生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２年到义乌市中心医院呼吸科门诊就诊的ＰＩＣ患者８０例和对照组患者７０例的临床资料，探讨年龄、性别、吸
烟史、家庭中有无类似疾病、有无类似咳嗽病史、有无合并症及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内）、有无咳嗽和上呼吸道
感染早期（３ｄ内）、有无治疗等因素对ＰＩＣ发生的影响，确定与ＰＩＣ发生相关的危险因素。结果　患者有类似咳
嗽疾病史和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内）未治疗两个因素是感染后咳嗽（ＰＩＣ）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Ｐ值为０．０２５
和０．００３，ＯＲ值分别为３．１９７和３．４６０。结论　患者既往有咳嗽病史及发病早期未治疗的患者发生感染后咳嗽
（ＰＩＣ）的几率较大，对此类患者及早使用解痉、抗炎、止咳药物，可以有效减少感染后咳嗽的发生和持续时间，减
轻症状，并能有效降低医疗费用。

关键词：感染后咳嗽；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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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ｈｅｌｐｃｕｔｄｏｗ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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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后咳嗽是亚急性咳嗽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也
称为感冒后咳嗽（ｐｏ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ｇｈ，ＰＩＣ），是指上呼
吸道感染患者在普通感冒其他症状消失后，咳嗽迁延

不愈，持续时间可达３～８周［１］，临床上常规抗感染、止

咳药治疗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严重影响患者工作、生

活，患者往往反复就诊，增加全科及呼吸科门诊工作

量。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感染后咳嗽的临床资料，探讨

引起感染后咳嗽影响的相关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帮

助，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呼吸科门诊２０１２年１—１２
月就诊的ＰＩＣ患者，入选标准：①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
性症状消失后出现迁延不愈的咳嗽，时间持续３周以
上；②咳嗽为阵发干咳或者少许白色粘液样痰；③血常
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计数正常，ＣＲＰ正常；④Ｘ线胸
片正常。排除标准：①合并有其他肺部疾病，如慢性支
气管炎、咳嗽变异性哮喘、慢性鼻炎等；②有胃食管反
流、应用 ＡＣＥＩ类药物者；③有变态反应疾病史或家族

作者单位：３２２０００浙江省义乌市，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义乌医院
呼吸内科（楼翰健，吴春玲）；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陈成水）

通讯作者：陈成水，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史。共入选８０例患者，并设立对照组，对照组为本院
呼吸科门诊同期就诊的患者７０例，均发生过急性上呼
吸道感染，但是并未出现感染后咳嗽。

１２　研究方法　以回顾性分析的方法，结合相关文献
报道［２］和临床经验，分析感染性咳嗽可能的８种影响
因素，分别是：年龄、性别、吸烟史、家庭中有无类似患

者，既往有无类似咳嗽疾病史，有无合并有糖尿病、心

脑血管病、肾病等病史，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内）有
无咳嗽，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内）有无治疗（缓解症
状药物）。制定专门的调查表，并对调查内容赋值，详

见表１，并结合患者的情况，观察分析这些因素对 ＰＩＣ
有无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

表１　调查内容及赋值表

内容 变量 数量化标准及单位

年龄 Ｘ１ ＜５０岁＝１，＞５０岁＝０
性别 Ｘ２ 女性＝１，男性＝０
吸烟史 Ｘ３ 有＝１，无＝０
家庭中类似患者 Ｘ４ 有＝１，无＝０
既往有无类似咳嗽史 Ｘ５ 有＝１，无＝０
合并症病史 Ｘ６ 有＝１，无＝０
上感早期有无咳嗽 Ｘ７ 有＝１，无＝０
上感早期有无治疗 Ｘ８ 未治疗＝１，治疗＝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以 Ｅｘｃｅｌ录入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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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ＰＩＣ组８０例患者，年龄２０～５９岁，平
均（４０．５±１８．２）岁，男性４２例，女性３８例。对照组
７０例患者，年龄１９～５８岁，平均（４１．２±１７．６）岁，男
性４０例，女性３０例，２组患者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年龄：ＰＩＣ组小于 ５０岁的有 ４６
例，对照组为３０例；吸烟史：ＰＩＣ组有８例，对照组有９
例；家族有类似患者：ＰＩＣ组有８例，对照组有５例；既
往有类似疾病史：ＰＩＣ组有１７例，对照组有７例；合并
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肾病等病史：ＰＩＣ组有１０例，
对照组有７例；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内）即有咳嗽：
ＰＩＣ组１８例，对照组有１７例；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
内）未治疗（缓解症状药物）：ＰＩＣ组 ３０例，对照组为
１１例。
２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８个因素采用非条件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计算ＯＲ值以及９５％ＣＩ，结果显示，既
往有类似咳嗽疾病史和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内）未
治疗（缓解症状药物）两个因素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感染后咳嗽的发病相关因素分析，具体见表
２。

表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ＯＲ值 ９５％ＣＩ Ｐ值

Ｘ１　 ０．５１３ ０．３５６ ２．０７５ １．６７０ ０．８３１～３．３５６ ０．１５０
Ｘ２　 ０．５７４ ０．３６９ ２．４１８ １．７７５ ０．８６１～３．６６０ ０．１２０
Ｘ３　 ０．１２３ ０．６１０ ０．０４１ １．１３１ ０．３４２～３．７３７ ０．８４０
Ｘ４　 ０．１６９ ０．５７４ ０．０８７ １．１８４ ０．３８４～３．６５０ ０．７６９
Ｘ５　 １．１６２ ０．５１８ ５．０３１ ３．１９７ １．１５８～８．８２６ ０．０２５
Ｘ６　 ０．４７６ ０．５７５ ０．６８６ １．６０９ ０．５２２～４．９６４ ０．４０８
Ｘ７　 ０．０８２ ０．４２８ ０．０３６ １．０８５ ０．４６９～２．５１３ ０．８４９
Ｘ８　 １．２４１ ０．４２０ ８．７４７ ３．４６０ １．５２０～７．８７８ ０．００３

３　讨　论
　　咳嗽是机体正常的防御反射，机体通过咳嗽能清
除呼吸道分泌物及有害物质，呼吸内科患者最常见的

症状即为咳嗽。引起咳嗽的病因很多、涉及面广，感染

后咳嗽是亚急性咳嗽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虽然为自限

性，多能自行缓解，但严重的咳嗽对患者的工作、生活

和社交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且患者频繁就医，增加

医疗工作量。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表，结合年龄、性

别、吸烟史、家庭中有无类似疾病、有无类似咳嗽病史、

有无合并症及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内）有无咳嗽和
治疗等因素，并进行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得出结
论，既往有类似咳嗽病史和上呼吸道感染早期（３ｄ
内）未治疗（缓解症状药物）两个因素是感染后咳嗽发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Ｐ值为０．０２５和０．００３，其 ＯＲ值
分别为３．１９７和３．４６０，影响显著。

咳嗽可由于咳嗽感受器反应性增高，或由于气道

高反应性所致［３］，也可由于气道黏膜上皮破坏，黏膜纤

毛清除率降低引起，本研究提示既往有类似咳嗽的患

者容易发生感染后咳嗽，原因可能是该类患者存在气

道高反应性，这些与慢性咳嗽的病因有类似之处。目

前认为，气道慢性炎症是慢性咳嗽患者普遍存在的病

理特征，炎症可导致气道上皮受损，暴露的迷走神经末

梢感受器易受微小的物理及化学刺激，引起局部小气

道收缩，导致咳嗽［４－５］。叶新民等［６］研究认为，引起感

冒后咳嗽的主要机制是病毒引起的鼻后分泌物滴流或

病毒感染产生的炎症介质作用于气道感觉神经末梢，

使咳嗽敏感性和气道反应性增高。谭丽等［７］也认为，

感染后咳嗽的发病机制可能系感染（以病毒为主）导

致气道损伤、炎症，进而发生气道高反应性。本研究还

提示，早期未治疗、也未使用缓解症状药物的患者容易

发生感染后咳嗽，这也与感冒后咳嗽的发生机制有关，

病毒、细菌等病原体的感染，产生气道的变应性炎症，

并使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多种炎性介质及细胞因子等

参与，最终导致非特异性支气管高反应性的发生。国

外有文献报道［８］，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及百日咳是

感染后咳嗽的重要原因，所以下呼吸道的一过性炎症

也在发病机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感染后咳嗽的

重要原因。

在临床工作中，因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大多具有

自限性，一般不给予特殊的药物治疗，但综合本研究，

既往有咳嗽病史及发病早期未治疗的患者发生感染后

咳嗽的几率较大，这与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有关。

在咳嗽的诊治中，掌握患者咳嗽的时相、性质、伴随症

状、诱发因素及相关病史，不但能为临床病因诊断提供

重要依据，同时根据这些临床特征选择相应的检查手

段或诊断性治疗，更具有针对性［９］，同样对于既往有咳

嗽病史的感染后咳嗽患者及早使用茶碱、孟鲁司特、喷

托维林等解痉、抗炎、止咳药物［１０］，可以有效减少感染

后咳嗽的发生和持续时间，减轻症状，并降低医疗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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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乳腺癌 β３微管蛋白表达与紫杉类药物
化疗耐药的相关研究

项友群，胡孝渠，郭贵龙，张虎祥，李权，黄关立，瞿金妙，万丽，潘贻飞，张筱骅

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癌β３微管蛋白表达与紫杉类药物化疗耐药发生的关系。方法　对４２例乳腺癌患者进行
２～６个周期的含紫杉类药物方案化疗，并在化疗前及化疗的第２、４、６周期末检测β３微管蛋白的表达，分析化疗
疗效与β３微管蛋白表达的相关关系以及化疗过程中β３微管蛋白表达的改变。结果　化疗前β３微管蛋白的平
均表达率为０．４５６±０．３２０，化疗总体有效率为５７．１％，ｔｕｂｂ３表达与紫杉类药物化疗有效率呈负相关。在化疗过
程中，β３微管蛋白表达呈上升趋势，并在第４疗程达到了统计学的差异。结论　β３微管蛋白是良好的紫杉类化
疗敏感性预测因子，并且可能是紫杉类继发耐药的重要原因，在化疗前及化疗过程中检测其表达情况有助于化疗

方案的选择。

关键词：乳腺癌；紫杉醇；微管蛋白；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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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ｕｒｔｈ，ｓｉｘｔｈｃｙｃｌ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βⅢｔｕｂｕｌ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βⅢｔｕｂｕｌｉｎｂｅｆｏｒｅ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ａｓ０．４５６±０．３２０，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５７．１％，βⅢｔｕｂｕｌ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ｔａｘ
ａｎｅ．Ｄｕｒｉｎｇ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βⅢｔｕｂｕｌｉｎｓｈｏｗｅｄａｎｕｐ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βⅢｔｕｂｕｌｉｎｈａｖｅａｇｏｏｄ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ｔａｘａｎｅ，ａｎｄｍｉｇｈｔｂ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ａｘａｎｅ．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ｉ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ｉｌｌｈｅｌｐ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ｇｉｍ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ｏｒｄｕｒ
ｉｎｇ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Ｔｕｂｕ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含紫杉类药物的化疗方案在多种肿瘤中均具有明
显的作用［１－２］。原发性及继发性耐药是导致紫杉类药

物化疗失败的关键，对耐药患者的应用仅增加了医疗

费用及药物毒性［３］。而作为细胞骨架和纺锤体主要成

分的微管蛋白，不仅是紫杉醇作用的位点，而且与紫杉

类药物的化疗耐药也密切相关［４－５］。我院自２００９年
以来对４２例乳腺癌患者使用含紫杉类药物的化疗方
案，并在化疗前后检测 β３微管蛋白表达，以期明确紫
杉类药物耐药的发生机理。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肿瘤
外科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收治的４２例中晚期乳
腺癌患者，病理学诊断为浸润性导管癌或小叶癌，所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肿瘤直径≥３ｃｍ，ＫＰＳ评分≥
８０分，预期生存期≥６个月，血常规、血生化、心脏超
声、心电图指标正常。均为女性，年龄３１～７４岁，中位
年龄５１岁；临床病理分期Ⅱ期２１例，Ⅲ期１７例，Ⅳ期
４例。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州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Ｙ２００９００８０）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外科

（项友群，胡孝渠，郭贵龙，李权，黄关立，瞿金妙，潘

贻飞，张筱骅）；病理科（张虎祥，万丽）

通讯作者：项友群，Ｅｍａｉｌ：７２９３９２３６２＠ｑｑ．ｃｏｍ

１２　化疗方案　紫杉醇（泰素，葛兰素史克公司产
品）或多西紫杉醇（泰素帝，赛诺菲 －安万特公司）单
药化疗方案２１例，联合化疗方案２１例。多西紫杉醇
剂量分别为７５ｍｇ／ｍ２（３周联合方案）及１００ｍｇ／ｍ２（３
周单药方案）；紫杉醇剂量为１３５ｍｇ／ｍ２（３周联合方
案）及８０ｍｇ／ｍ２（每周单药方案）。化疗以每３周为１
个周期，持续２～６个周期。新辅助化疗后均行根治性
手术。

１３　检测方法　行弹射式空心针穿刺或真空活检系
统取得标本，病理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免疫组化 ＳＰ
法检测 ＥＲ、Ｈｅｒ２和 β３微管蛋白的表达。于化疗第
２、４、６疗程末行穿刺或手术切除检测 β３微管蛋白的
表达。

１４　评估标准
１４１　疗效评定　疗效评定按照实体瘤疗效评价标
准（ＲＥＣＩＳＴ１．０）进行评定，为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
解（ＰＲ）、疾病稳定（ＳＤ）和疾病进展（ＰＤ），以 ＣＲ＋ＰＲ
计算客观有效率（ＲＲ）。
１４２　β３微管蛋白评判标准　一抗兔抗人 βⅢｔｕ
ｂｕｌｉｎｍＡｂ试剂盒及ＳＰ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购于福州
迈新有限公司，免疫组化染色图像采用双盲法阅片，光

学显微镜高倍镜下随机选择５个视野，每个视野记数
１００个肿瘤细胞，计算阳性细胞所占比例的平均数。
阳性细胞的判定：定位于胞质，呈黄色或棕黄色颗粒，

以内皮细胞或神经细胞染色为阳性参考标准。染色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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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０分为无染色，１分为染色强度低于内皮细胞或神
经细胞，２分为染色强度相当于内皮细胞或神经细胞，
３分为染色强于内皮细胞或神经细胞。染色强度０～１
分为阴性细胞，２～３分为阳性细胞。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相关性分析使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检验，组内比较采用ｔ检
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４２例患者均完成２疗程以上化疗，２９例完成了４
周期以上化疗，１１例完成了６个周期化疗；无化疗死
亡病例，化疗过程中无严重过敏事件发生，３～４级不
良反应主要是骨髓抑制，占４１％。ＰＤ０例，ＳＤ１８例，
ＰＲ１９例，ＣＲ５例，ＲＲ率为５７．１％。
２１　化疗缓解的相关因素　化疗有效率与ＥＲ及β３
微管蛋白表达呈负相关，与化疗疗程数呈正相关，并且

达到统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化疗有效率与各种因素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结果

统计值 年龄 组织学分级 肿瘤分期 ＥＲ ＨＥＲ２ β３微管蛋白 化疗方案 化疗疗程数

ｒ值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３７ ０．２３ －０．４３ －０．１７ ０．３３
Ｐ值 ０．７８ ０．４０ ０．６５ ０．０２ａ ０．１４ ０．００ｂ ０．３０ ０．０３ａ

　　注：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２．２　β３微管蛋白表达的改变　β３微管蛋白阳性表
达率化疗前为 ０．４６±０．３２，第 ２疗程末为 ０．５１±
０．３３，第 ４疗程末为 ０．５２±０．３２，第 ６疗程末为
０．５７±０．３１，第 ４疗程末已达到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４１）。

３　讨　论
　　微管作为细胞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细胞形态
的维持、细胞内物质的运输、细胞运动及细胞分裂增殖

等生命活动密切相关［６－８］。β３微管蛋白是 β微管蛋
白７种同型（β１、β２、β３、β４ａ、β４ｂ、β５、β６）中的一员，
特异性地存在于神经细胞和滋养细胞中。有研究表

明，β３微管蛋白在一些肿瘤中存在异常表达，并且其
异常表达与紫杉类化疗耐药密切相关。在本组病例

中，乳腺癌存在较高水平的 β３微管蛋白表达，在化疗
前的平均表达率为０．４５６±０．３２０。相关分析表明 β３
微管蛋白、ＥＲ状况及疗程数是紫杉醇化疗敏感性的相
关因素。在β３微管蛋白低表达组（＜０．５），化疗的有
效率为７８．３％（１８／２３），在高表达组（≥０．５）化疗的有
效率为３１．６％（６／１９），低表达组化疗有效率明显要高
于高表达组，而且完全缓解的５例患者均在低表达组。
相关系数为－０．４３１，是本组中最强烈的相关因素。本
组同样发现化疗缓解率与疗程数及 ＥＲ表达相关。随
着化疗疗程数的增加，化疗缓解率也随着增加，提示新

辅助化疗应该达到一定的疗程数才能充分判断化疗疗

效。有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预

后良好［９－１０］。ＥＲ的表达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敏感性
的预测指标，但ＥＲ阳性患者有一部分是 ｌｕｍｉｎａｌＡ型
乳腺癌，这部分患者对化疗不敏感，难以从紫杉类化疗

得到受益。

本组研究发现，化疗过程中β３微管蛋白的表达呈
现明显上升趋势，并且在第４疗程与化疗前相比达到
了统计学差异。由于完成第 ６疗程化疗的病例数偏
少，与化疗前相比没能达到统计学差异，但表达率依然

在增加，提示随着化疗疗程数的增加，乳腺癌对紫杉类

耐药机率也在增加。也就是说 β３微管蛋白的表达不
仅与乳腺癌的原发耐药相关，也是紫杉类继发耐药发

生的重要因素。β３微管蛋白在乳腺癌化疗过程中的
这种改变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见报道。这个发现对于

我们采用紫杉类药物合适的化疗疗程数以及化疗方案

的更改有重要的指导意义。β３微管蛋白表达上升的
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可能是肿瘤对于外来药物损害的

防御机制，也可能是微管蛋白复杂的自动调节的一部

分。ＧａｎＰＰ［１１］等用小干扰 ＲＮＡ单独抑制非小细胞肺
癌细胞株ＮＣＩＨ４６０和 Ｃａｌｕ６中 β３微管蛋白的表达
后发现，细胞对紫杉醇的敏感性有明显增加。细胞周

期分析，Ｇ２期细胞减少而Ｇ１期细胞增多，进一步证明
紫杉醇耐药性被逆转。因此，在化疗前及化疗过程中

检测β３微管蛋白的表达可以指引我们对化疗药物的
选择，明确化疗耐药发生的原因，决定合适的化疗疗程

数以及最终逆转化疗耐药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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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米氮平联合小剂量氨磺必利治疗抑郁症的对照研究
蒋雷，冯凌

摘要：目的　探讨对米氮平联合小剂量氨磺必利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将６４例符合《中国精
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给予米氮
平和小剂量氨磺必利，对照组给予米氮平，分别治疗６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定临床治疗效果，
采用症状量表（ＴＥＳＳ）评定不良反应。结果　２组治疗后ＨＡＭＤ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Ｐ＜０．０１）；组间比较，
治疗１周后，２组间ＨＡＭ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２周、４周、６周后，研究组减分率均分别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６周末，研究组显效率为８７．５０％，治疗组显效率为６８．７５％，２组显效率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各周ＴＥＳＳ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米氮平联合小剂量氨磺
必利治疗抑郁症比单用米氮平疗效更显著，且不增加不良反应。

关键词：氨磺必利；米氮平；抑郁症；对照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９．４１　Ｒ９７１．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２１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ｉｒｔａｚａｐ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ｍｉｓｕｌｐｒ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Ｌｅｉ，
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ｒｕｇ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ａｎ２７１０００，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Ｍｉｒｔａｚａｐ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ｍｉｓｕｌｐｒｉｄｅ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６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ｍｅｔＣＣＭＤ３ｗｅｒｅ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ｏｒ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ｒｔａｚａｐ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ｍｉｓｕｌｐｒｉｄ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ｒｔａｚａｐｉｎｅｆｏｒ６ｗｅｅｋ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ｗｉｔｈＨＡＭＤ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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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２ｎｄ，４ｔｈａｎｄ６ｔｈｗｅｅｋ，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ｏｎ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ＥＳ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ｉｒｔａｚａｐｉｎｅ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ｍｉｓｕｌｐｒｉｄｅ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ｓａｆ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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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氮平对各型抑郁症均有较好疗效［１－３］，受到临

床医生和广大患者青睐，但其价格偏高，且存在对中枢

神经系统过度抑制等不良反应。氨磺必利是一种苯甲

酰胺类新型抗精神病药物，选择性作用于人脑边缘系

统，故在发挥抗精神病作用的同时锥体外系反应较轻。

研究证实氨磺必利对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和阴性症

状均有显著改善作用［４］，近来研究发现，氨磺必利对抑

郁症的治疗效果与丙咪嗪类似，并可改善常规抗抑郁

药的治疗效果和耐受性［５］，在一些欧洲国家已批准用

于轻微抑郁症及恶劣心境的治疗。为进一步探讨氨磺

必利对抑郁症的辅助治疗效果，本文进行了传统抗抑

郁药米氮平联合小剂量氨磺必利治疗抑郁症的对照研

究，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组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３
月期间入住我院及门诊抑郁症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６］中抑郁
症或抑郁发作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１７项
总分＞１８分；性别不限；年龄１８～６５岁。排除标准：
合并双相障碍、分裂情感性精神病、心境恶劣等其他精

神疾病者；当前发作对２种或以上抗抑郁药有效剂量

作者单位：２７１０００山东省泰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药械科（蒋雷）；
门诊部（冯凌）

通讯作者：蒋雷，Ｅｍａｉｌ：１３６１５３８２１８７＠１６３．ｃｏｍ

治疗至少４周无效者；患有心、肝、肾疾病及其他严重
躯体疾病者；曾有肝、肾功能不全病史者；哺乳和妊娠

妇女。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上述条件共入组

６４例，随机分为研究组（米氮平联合小剂量氨磺必利
治疗）和对照组（单用米氮平治疗）各３２例。其中研
究组男性１５例，女性１７例，平均年龄（３２．７±１１．３）
岁，平均病程（１２．１±６．３）个月，入组时 ＨＡＭＤ总分
（２９．９２±５．２５）分；对照组男性１２例，女性２０例，平均
年龄（３３．１±９．３）岁，平均病程（１３．６±６．１）个月，入
组时ＨＡＭＤ总分（２９．７０±５．２７）分。以上各项２组相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给药方案　采用开放性对照研究，２组患者均经
１周清洗期后接受治疗。２组病例均给予米氮平片剂
（米尔宁），每片１５ｍｇ，起始剂量１５ｍｇ／ｄ，严重者可加
至３０ｍｇ／ｄ。研究组合并用药氨磺必利（帕可）片剂，
每片１００ｍｇ，起始剂量５０ｍｇ／ｄ，与米氮平同时服用，
酌情调整至１００～２００ｍｇ／ｄ。研究期间如有严重睡眠
障碍者可合并使用阿普唑伦片，并尽量控制在２周以
内。研究期间禁用其它抗抑郁药、心境稳定剂和抗精

神病药等。

１３　疗效及不良反应评定　用 ＨＡＭＤ于治疗前和治
疗后１、２、４、６周末进行评定，以减分率评定临床疗效，
减分率＞７５％为痊愈，５０％～７５％为显著好转，２５％ ～
５０％为好转，２５％以下为无效。显效率 ＝痊愈率 ＋显
著好转率。用ＴＥＳＳ于治疗后１、２、４、６周末评定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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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治疗前及治疗第６周末进行血、尿常规、肝肾功
能及心电图检查。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采用方差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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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治疗前后 ＨＡＭＤ评分比较　２组治疗前

ＨＡＭ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治疗
后ＨＡＭＤ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Ｐ＜０．０１）；组间
比较，治疗１周后，２组间ＨＡＭ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２周、４周、６周后，研究组减分率
均分别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研究组疗效明显
优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２组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ＨＡＭＤ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１周 ２周 ４周 ６周
研究组 ３２ ２９．９２５．２５ ２２．５３±６．１１ａ １７．５０±５．６９ａ １０．６５±５．９５ａ ７．２３±４．８４ａ

对照组 ３２ ２９．７±５．２７ ２３．８６±６．０ａ ２０．１±４．７９ａ １４．５±５．８２ａ １０．９±６．１１ａ

ｔ值 ０．１６８ １．１２０ １．９８０ ２．６２０ ２．６６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ａＰ＜０．０１。

２２　临床疗效　治疗６周末研究组痊愈２２例，显著
好转６例，好转３例，无效１例，显效率（痊愈＋显著好
转）为８７．５０％；对照组分别为 １８、４、８、２例，显效率
６８．７５％；２组显效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　研究组出现头晕、失眠２例，体重增
加３例，口干４例，便秘各３例；对照组出现头晕、失眠
５例，体重增加 ３例，口干、便秘各 ３例。２组治疗 １
周、２周、４周、６周末 ＴＥＳＳ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氨磺必利抗精神分裂和抗抑郁作用的分子生物学
基础［７－８］，是其在体内选择性地激动中枢多巴胺 Ｄ３／
Ｄ２受体及竞争性拮抗５ＨＴ（７ａ）受体，而对Ｄ１、Ｄ４、Ｄ５
受体以及５ＨＴ、肾上腺素能 α、组胺 Ｈ、胆碱能受体无
亲和力，对纹状体多巴胺受体阻断不明显，因此在发挥

治疗作用的同时，不良反应发生率低，耐受性较好。米

氮平通过阻断突触前 Ａ２（ｏｒＬ２）肾上腺素受体，引起
ＮＥ释放增加，进而刺激 Ａ１（ｏｒＬ１）受体，促进５ＨＴ释
放，最终通过激动ＮＥ能和５ＨＴ能神经元而发挥抗抑
郁作用［９］。米氮平同时有弱的激动组胺 Ｈ１受体作
用，可引起过度镇静、嗜睡的不良反应［１０］，而小剂量氨

磺必利不具镇静作用，故两药合用在通过不同的受体

发挥协同抗抑郁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嗜睡等其它

不良反应。

作为苯酰胺类新型抗精神病药，氨磺必利对精神

分裂症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同时具有治疗作用已成为

共识。上世纪 ８０年代初开始，苯酰胺类抗精神病药
（如舒必利）因其对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和情绪低落的

改善作用［１１－１２］，被研究用于抑郁症的治疗，此后国内

外学者也相继有相关报告显示抗抑郁药联合使用氨磺

必利可起到增效作用［５］。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２组各时段 ＨＡＭＤ评分均
较治疗前显著降低（Ｐ＜０．０１），提示２组均有效；研究
组ＨＡＭＤ评分较同时段对照组下降更显著，各时段末

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提示研究组比对照
组起效快，且随治疗时间延长疗效更显著。治疗６周
末研究组显效率为８７．５０％，对照组显效率为６８．７５％，
说明氨磺必利对难治性抑郁症的增效作用明显。研究

组除头晕、失眠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外，２组 ＴＥＳＳ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氨磺必利联
合抗抑郁药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相对安全。综上所述，

米氮平联合小剂量氨磺必利治疗抑郁症比单用米氮平

疗效更显著，且不增加不良反应。本研究样本量少，观

察时间仅６周，尚有待扩大样本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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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老年男性患者骨代谢物和骨密度的关系研究
洪宝建，梁丽娟，李忠浩，朱月霞，方亚奇，徐芳

摘要：目的　了解代谢综合征老年男性患者的骨代谢物和骨密度的关系。方法　对照组２１０例、代谢综合征组
３７８例、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８０例、代谢综合征合并骨量减少组１２１例。比较各组的血压、血糖、血脂、骨
代谢指标和骨密度水平。结果　代谢综合征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量减少组的骨密
度值、骨密度Ｔ值和Ｚ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骨钙素（ＯＣＮ）、甲状旁腺素（ＰＴＨ）、总Ⅰ型胶原氨基
端延长肽（ｔＰ１ＮＰ）、β胶原特殊序列（βＣＴｘ）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ＶｉｔＤ３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的ＯＣＮ与骨密度值呈正相关性（ｒ＝０．２６９，Ｐ＜０．０５），ＰＴＨ与骨密度值呈负
相关性（ｒ＝－０．２４４，Ｐ＜０．０５）；ＴＣ、ＳＢＰ、ＤＢＰ与骨密度值呈负相关性（ｒ＝－０．１９５、－２．１６３、－２．０３７，Ｐ均 ＜
０．０５）。结论　骨代谢指标可作为代谢综合征老年男性患者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的早期指标。
关键词：代谢综合征；老年男性患者；骨密度；骨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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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主要以
高血压、２型糖尿病、脂代谢异常或向心性肥胖等合并
症为临床特征，病理状态为多种代谢成分的异常聚集。

骨质疏松症（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ＯＰ）多发于老年人群，随着年
龄的提高其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１－２］。最近几年骨

质疏松症的多病因学说已经被众多国内外学者接受，

文献报道骨质疏松症的严重程度和伴随的钙代谢异常

呈现负相关性，骨质疏松症发病时往往合并冠状动脉

硬化、高血压、２型糖尿病与血管钙化症［３－４］。为了了

解代谢综合征老年男性患者的骨代谢物和骨密度的关

系，为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研究依

据，本文对代谢综合征老年男性患者的多项骨代谢指

标进行检测，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在浙江省人民
医院体检的老年男性９３０名，年龄６１～９７岁，平均年
龄（８３．１±９．２）岁。代谢综合征的诊断参照世界卫生
组织１９９９年的诊断标准［５］；骨质疏松和骨量减少的诊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２４杭州市，浙江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
通讯作者：洪宝建，Ｅｍａｉｌ：ｌａｂ＿ｈｂｊ＠１２６．ｃｏｍ

断采用１９９４年ＷＨＯ制定的Ｔｓｃｏｒｅｓ评分标准。符合
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者３７８例，其中，合并骨量减少者
１２１例，合并骨质疏松症８０例，无合并骨量减少与骨
质疏松症者１７７例。将２１０例无骨量减少、骨质疏松
症和代谢综合征的老年男性作为对照组。所有被调查

者对本研究均知情并同意参与。对照组、代谢综合征

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量

减少组的年龄等一般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空腹血糖值（ＦＢＧ）的检测采用日立
７６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骨密度的检测采用双能量 Ｘ
线吸收光度法（ＤＥＸＡ）。受试者早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分离血清测定骨代谢各项指标，包括骨钙素（ＯＣＮ）、
甲状旁腺素（ＰＴＨ）、总Ⅰ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ｔＰ１ＮＰ）、β胶原特殊序列 （βＣＴｘ）、维生素 Ｄ３
（ＶｉｔＤ３）。所用仪器为罗氏 Ｅ６０１全自动免疫发光仪，
并使用其配套试剂。

１３　研究方法　比较各组间的体重指数（ＢＭＩ）、血压
［收缩压（ＳＢＰ）、舒张压（ＤＢＰ）］、血糖、血脂［三酰甘
油（ＴＧ）、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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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骨代谢指标和骨
密度水平的差异，并分析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的

骨代谢指标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处理
数据，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骨密度检测结果　代谢综合征组、代谢综合征合
并骨质疏松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量减少组的骨密度

值、骨密度Ｔ值和骨密度Ｚ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血压、血糖、血脂、骨代谢指标检测结果　代谢综
合征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代谢综合征合并

骨量减少组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高血压、高血糖与血脂

紊乱。代谢综合征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代

谢综合征合并骨量减少组的骨代谢指标 ＯＣＮ、ＰＴＨ、
ｔＰ１ＮＰ、βＣＴＸ的检测结果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均 ＜

０．０５），而 ＶｉｔＤ３的检测结果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各组老年男性的骨密度检测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骨密度（ｇ／ｃｍ２） 骨密度Ｔ值 骨密度Ｚ值

对照组　　　 ２１０ ０．４０３±０．１１５ －１．０８±０．４６ －０．１１±０．２５
代谢综合征组 ３７８ ０．３５９±０．１１７ａ －１．９５±０．５５ａ －１．７１±０．２９ａ

代谢综合征合并

骨质疏松组

８０ ０．２８８±０．１０２ａ －２．９６±０．５９ａ －１．９８±０．２７ａ

代谢综合征合并

骨量减少组

１２１ ０．３１４±０．０９４ａ －２．１０±０．５７ａ －１．１０±０．３１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的骨代谢指标与骨
密度的相关性　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的 ＯＣＮ
与骨密度值呈正相关性（ｒ＝０．２６９，Ｐ＜０．０５），ＰＴＨ与
骨密度值呈负相关性（ｒ＝－０．２４４，Ｐ＜０．０５）；而 ＴＣ、
ＳＢＰ、ＤＢＰ与骨密度值呈负相关性（ｒ＝－０．１９５、
－２．１６３、－２．０３７，Ｐ均＜０．０５），其他生化指标与骨密
度值均无相关性（Ｐ均＞０．０５）。

表２　各组老年男性的血压、血糖、血脂、骨代谢指标检测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体重指数

（ｋｇ／ｍ２）
收缩压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ｍｍＨｇ）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Ｌ）
甘油三酯

（ｍｍｏｌ／Ｌ）
ＶｉｔＤ３
（ｎｇ／ｍｌ）

对照组 ２１０ ２３．６６±２．５９ １２４．６±６．８ ７４．２±４．０ ４．７５±０．５１ １．３３±０．４６ ２４．０１±３．１９
代谢综合征组 ３７８ ２６．９８±２．２２ａ １３６．５±６．５ａ ８６．９±４．２ａ ５．２０±０．６０ａ ２．０３±０．５５ａ １７．４９±４．０２ａ

代谢综合征合并

骨质疏松组

８０ ２７．２８±２．６６ａ １３８．９±６．７ａ ８５．７±４．１ａ ５．６７±０．６２ａ ２．３６±０．５１ａ １５．７８±３．４２ａ

代谢综合征合并

骨量减少组

１２１ ２７．０５±２．４３ａ １３６．９±５．９ａ ８６．１±４．４ａ ５．４９±０．５５ａ ２．２９±０．６０ａ １６．２４±４．０４ａ

组别 例数
总胆固醇

（ｍｍｏｌ／Ｌ）
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ｍｍｏｌ／Ｌ）
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ｍｍｏｌ／Ｌ）
ＯＣＮ
（ｎｇ／ｍｌ）

ＰＴＨ
（ｐｇ／ｍｌ）

ｔＰ１ＮＰ
（μｇ／ｍｌ）

βＣＴｘ
（ｎｇ／ｍｌ）

对照组 ２１０ ４．７０±０．７８ ２．５５±０．５０ １．６２±０．３４ ２．１９±１．１５ ４０．０３±１０．１５ ０．１５６±０．１０５ ０．１７９±０．０５１
代谢综合征组 ３７８ ４．８９±０．７２ ２．６０±０．５２ １．２７±０．２４ａ ３．６７±０．９１ａ ６３．１９±９．９５ａ ０．２０９±０．１１７ａ ０．３８７±０．１０７ａ

代谢综合征合并

骨质疏松组

８０ ４．９０±０．７５ ２．６１±０．５９ １．２２±０．２０ａ ４．８８±０．９７ａ ７０．１６±１０．３２ａ ０．４１８±０．０８５ａ ０．５９０±０．１２１ａ

代谢综合征合并

骨量减少组

１２１ ４．８５±０．６９ ２．５８±０．６０ １．２４±０．２１ａ ４．０４±０．８８ａ ６７．５４±１１．０４ａ ０．２４３±０．０８３ａ ０．４０４±０．０８９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３　讨　论
　　骨质疏松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理有着一定
的相似性，因此，这些疾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６］。本

文的３７８例代谢综合征患者中，合并骨量减少者１２１
例，占３２．０１％；合并骨质疏松症者８０例，占２１．１６％。
这说明超过半数的代谢综合征患者伴有骨代谢异常。

通过骨密度的测定来诊断骨质疏松比较准确而直接，

因此测定骨密度已经成为目前临床中诊断骨质疏松症

的重要检测方法［７］。

骨密度无法显示出早期骨质疏松的骨代谢变化，

而骨代谢各项指标却可以反映骨质疏松症的早期骨代

谢改变。文献报道利用骨代谢各项指标评价骨质疏松

症各阶段的进展情况优于骨密度［８］，这是由于机体骨

代谢过程中生化指标的变化很敏感，而骨密度在较短

时间内的变化不大，因此骨密度检测结果与骨代谢生

化指标相比则相对迟缓，不够灵敏。在骨代谢临床检

验中一般选用容易检测到的胶原蛋白、微量元素等生

化指标，如 ＯＣＮ、ＰＴＨ、ｔＰ１ＮＰ、βＣＴｘ、ＶｉｔＤ３等
［９－１０］。

本文中代谢综合征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松组、代

谢综合征合并骨量减少组的骨代谢指标 ＯＣＮ、ＰＴＨ、
ｔＰ１ＮＰ、βＣＴＸ的检测结果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ＶｉｔＤ３
的检测结果显著低于对照组；代谢综合征合并骨质疏

松组的 ＯＣＮ与骨密度值呈正相关性，ＰＴＨ、ＴＣ、ＳＢＰ、
ＤＢＰ与骨密度值呈负相关性。以上结果均表明，骨质
疏松症和代谢综合征之间存在着关联，骨代谢标志物

水平的异常是出现骨质疏松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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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帕瑞昔布钠复合瑞芬太尼辅助局麻用于疝修补术的效果
蔡建明

摘要：目的　探讨帕瑞昔布钠复合瑞芬太尼辅助局麻用于疝修补术的效果。方法　选择 ＡＳＡⅠ ～Ⅱ级择期行
疝修补术患者６０例，随机分成帕瑞昔布钠复合瑞芬太尼辅助局麻组（Ａ组）及瑞芬太尼辅助局麻组（Ｂ组），每组
３０例。Ａ组于术前１５ｍｉｎ静脉注射帕瑞昔布钠４０ｍｇ，Ｂ组静脉注射生理盐水５ｍｌ。２组术前１ｍｉｎ静脉注射瑞
芬太尼０．５μｇ／ｋｇ负荷剂量，微泵以０．１μｇ／（ｋｇ·ｍｉｎ）的速率输注。调整瑞芬太尼输注速率，维持ＶＡＳ评分≤３
分。２组给予瑞芬太尼负荷剂量后，均以１％利多卡因２０ｍｌ逐层浸润麻醉后开始手术。记录术中瑞芬太尼用量
及呼吸抑制、恶心呕吐、心动过缓的发生情况。术后２ｈ、４ｈ、８ｈ、１２ｈ的疼痛强度（ＶＡＳ评分）。结果　与Ｂ组比
较，Ａ组瑞芬太尼用量减少（Ｐ＜０．０５），呼吸抑制、恶心呕吐、心动过缓的发生情况降低（Ｐ＜０．０５）；Ａ组术后１２ｈ
各时间点的静息和活动ＶＡＳ评分明显低于Ｂ组（Ｐ＜０．０５）。结论　帕瑞昔布钠复合瑞芬太尼辅助局麻用于疝
修补术可减少瑞芬太尼用量，降低不良反应发生，效果优于单纯瑞芬太尼辅助局麻。

关键词：帕瑞昔布钠；瑞芬太尼；局麻；疝修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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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ｇｒｏｕｐⅠ ｐａｒｅｃｏｘｉｂ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ａｎｅｓ
ｔｈｅ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Ｂ）．ＧｒｏｕｐＡｏｆ１５ｍｉｎ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ｐａｒｅｃｏｘｉｂ４０ｍｇ．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１ｍｉｎ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０．５μｇ／ｋｇ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ｏｓｅ，ｐｕｍｐ０．１μｇ／（ｋｇ·ｍｉｎ）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３ｐｏｉｎｔｓ，２０ｍｌｄｒｉｌｌｗｉｔｈ１％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ｄｏｓ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ｏｕｐＢ，ｇｒｏｕｐＡ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ｔｈａｎ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ＧｒｏｕｐＡａｔａｌｌ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１２ｈｒ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ｒｅｃｏｘｉｂ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ｏｃ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ｐｐｌｉｅｄｈｅｒｎｉａｒｅｐａｉｒ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
ｍｏｕｎｔｏｆ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ａｎｄ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ｅｃｏｘｉｂ；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Ｌｏｃ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Ｈｅｒｎｉａｒｅｐａｉｒ

　　疝修补术麻醉通常采用椎管内麻醉，术后易引起
尿潴留、头痛等，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局麻下疝修

补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但患者

仍有胀痛的感觉，有些甚至无法忍受，常需辅助阿片类

药物，剂量大时可产生呼吸抑制、恶心呕吐等不良反

应。帕瑞昔布钠是高选择性环氧化酶２（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
ａｓｅ２，ＣＯＸ２）抑制剂，临床研究显示，其用于中重度的
疼痛治疗，可减少阿片类镇痛药的用量［１－３］。小剂量

瑞芬太尼持续输注可以有效为局部麻醉患者提供清醒

镇静镇痛［４］。本研究皆在探讨帕瑞昔布钠复合瑞芬太

尼辅助局麻用于疝修补术的效果，探讨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ＡＳＡⅠ～Ⅱ级择期行疝修补术
患者６０例，其中男性３５例，女性２５例，年龄２１～６４
岁，体重４８～７９ｋｇ。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使
患者和家属了解麻醉方法及风险，签署麻醉知情同意

书，排除严重肝肾功能异常、吸毒史、窦性心动过缓、房

室传导阻滞、阿片类药物及非甾体类抗炎药过敏史病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２组（ｎ＝３０）：帕瑞昔布钠
复合瑞芬太尼辅助局麻组（Ａ组），瑞芬太尼辅助局麻

作者单位：３１１８００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组（Ｂ组）。
１２　麻醉方法　术前常规禁食禁饮，免用术前药，入
手术室后开放上肢静脉通路，常规监测血压、血氧饱和

度、心率，给予面罩吸氧（５Ｌ／ｍｉｎ）。Ａ组于术前 １５
ｍｉｎ静脉注射帕瑞昔布钠 ４０ｍｇ（溶于 ５ｍｌ生理盐
水），Ｂ组静脉注射生理盐水５ｍｌ。２组术前１ｍｉｎ静
脉注射瑞芬太尼０．５μｇ／ｋｇ负荷剂量，采用静脉输注
微泵以０．１μｇ／（ｋｇ·ｍｉｎ）的速率输注。调整瑞芬太
尼输注速率，维持 ＶＡＳ评分≤３分。２组给予瑞芬太
尼负荷剂量后，均以１％利多卡因２０ｍｌ逐层浸润麻醉
后开始手术。２组患者的局麻和手术均由主治医师以
上完成。如术中血压低于基础血压３０％以上，予麻黄
素６ｍｇ静脉注射升压；ＨＲ低于５０次／ｍｉｎ时予阿托
品０．５ｍｇ静脉注射。发生呼吸抑制（ＲＲ＜８次／ｍｉｎ、
呼吸暂停＞１５ｓ、ＳｐＯ２＜９４％）时给予言语刺激或面罩
加压人工呼吸。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术中瑞芬太尼用量及呼吸抑制、
恶心呕吐、心动过缓的发生情况，术后２ｈ、４ｈ、８ｈ、１２
ｈ的疼痛强度（ＶＡＳ评分），术后尿潴留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包处
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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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一般情况及手术时间的比较　２组患者年
龄、体重及手术时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２组患者均无尿潴留发生。
２２　２组瑞芬太尼用量和不良反应的比较　与 Ｂ组
比较，Ａ组瑞芬太尼用量减少（Ｐ＜０．０５），呼吸抑制、
恶心呕吐、心动过缓的发生情况减少（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２３　２组术后镇痛效果比较　Ａ组术后１２ｈ各时间

点的静息和活动ＶＡＳ评分明显低于 Ｂ组（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１　２组行疝修补术患者瑞芬太尼用量和
不良反应例数（例）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瑞芬太尼用量

（μｇ，ｘ±ｓ）
呼吸抑制 恶心呕吐 心动过缓

Ａ组 ３０ ４４８±５４ａ ２ａ １ａ １ａ

Ｂ组 ３０ ６３０±１２５ １０ ８ ９

　　注：与Ｂ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行疝修补术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点静息和活动时ＶＡ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２ｈ

静息 活动

４ｈ
静息 活动

８ｈ
静息 活动

１２ｈ
静息 活动

Ａ组 ３０ １．７±１．２ ２．１±１．２ ２．６±０．９ ３．０±０．７ ２．５±０．８ ３．０±０．９ ２．３±０．８ ２．９±０．６
Ｂ组 ３０ ３．０±１．５ａ ３．４±１．３ａ ３．４±１．２ａ ３．６±１．１ａ ３．２±１．０ａ ３．７±１．２ａ ２．９±１．０ａ ３．５±０．７ａ

　　注：与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腹股沟疝为临床上的常见病，目前主要治疗方法
为无张力疝修补术。椎管内麻醉易引起术后尿潴留、

头痛、腰背部疼痛、神经损伤等并发症，近些年来已受

到外科医师和麻醉科医师的广泛关注。无张力疝修补

术与传统手术相比，对人体的正常生理解剖结构破坏

损伤小，手术操作简单，对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干扰轻

微，手术时间短。局部麻醉下施行无张力疝修补术具

有操作简单、手术并发症明显降低、恢复快、住院时间

缩短及总住院费用低等优点，更加适合在基层医院开

展，提高了手术安全性，拓宽了手术适应证，适合老年

患者。但部分患者仍有胀痛的感觉，有些甚至无法忍

受，常需辅助阿片类药物或其他镇静镇痛药物。

传统的非甾体类抗炎药（ＮＳＡＩＤｓ）具有抑制环氧
化酶的作用，在抗炎镇痛的同时，易出现消化道溃疡、

肾功能受损和出血倾向等不良反应，而且大多是口服

剂型，对术后有恶心呕吐以及不能口服药物的患者，不

是理想选择，限制了其在围手术期的使用。帕瑞昔布

钠在抗炎镇痛的同时，对肾脏和凝血功能影响较小，且

不增加非心脏手术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５－６］。通过

特异性地抑制 ＣＯＸ２，阻断花生四烯酸合成前列腺素
（ＰＧ），有效地抑制痛觉敏感化及其引起的炎症反应，
从而达到超前镇痛的目的［７］。帕瑞昔布钠可抑制外周

ＣＯＸ２的表达，减少外周前列腺素的合成，发挥镇痛抗
炎作用。同时其可以抑制中枢 ＣＯＸ２的表达，抑制中
枢前列腺素的合成从而抑制疼痛超敏，提高痛阈，发挥

双重镇痛作用效果更为明显，起效快且镇痛作用持久，

单次静脉注射４０ｍｇ后７～１３ｍｉｎ出现镇痛作用，于２
ｈ内达最大效果，单次给药后镇痛时间＞６ｈ，因此本研
究于术前１５ｍｉｎ静脉注射帕瑞昔布钠。目前的临床
资料提示，帕瑞昔布钠已经成为超前镇痛和多模式镇

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镇痛效果确切、不良反应

少，近年来广泛用于围术期镇痛治疗［８－１０］。

阿片类药物通过对延髓呼吸中枢的直接作用，剂

量相关性地抑制机体对高碳酸血症和低氧血症的通气

反应（使二氧化碳通气反应曲线右移或斜率降低）而抑

制呼吸，这是阿片类药物过量引起死亡或神经系统损

伤的主要原因，同时也限制了阿片类药物在临床中的

应用。瑞芬太尼具有起效快、镇痛强、作用时间短、恢

复迅速无蓄积等优点而广泛用于短小手术麻醉中［１１］。

目前临床上静脉输注或靶控输注瑞芬太尼主要用于局

部麻醉患者的镇静镇痛术或麻醉效果欠佳时的辅助用

药。与等效镇痛剂量的舒芬太尼及芬太尼用于清醒镇

静时，瑞芬太尼的呼吸抑制作用最明显，瑞芬太尼为特

异性、受体激动剂，而阿片类药物的呼吸抑制作用主要

由μ受体介导，因此更易诱发呼吸抑制［１２］。有研

究［１３］认为，在腰麻时靶控输注瑞芬太尼引起呼吸抑制

的半数血浆靶浓度为１．８μｇ／Ｌ，９５％的可信区间在１．
５～２．１μｇ／Ｌ。瑞芬太尼对呼吸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
为呼吸频率减慢或呼吸暂停，并在用药５～１０ｍｉｎ时
最明显。本研究结果表明，帕瑞昔布钠复合瑞芬太尼

辅助局麻组瑞芬太尼用量减少，不良反应降低，用于疝

修补术的效果优于瑞芬太尼辅助局麻。笔者认为，较

大剂量的瑞芬太尼对患者意识影响并不明显，但具有

明显的呼吸遗忘作用，患者发生呼吸遗忘时，由于患者

意识清楚，可呼唤患者作深呼吸，以使其增加呼吸的频

率和幅度的方式来对抗低氧血症的发生，必要时可以

应用纳洛酮拮抗。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单独使用瑞芬

太尼辅助局麻时呼吸抑制发生率较高，但经调整药物

剂量和言语刺激及适当辅助呼吸后，呼吸均能较快恢

复，我们认为此呼吸抑制程度较轻，原因分析可能为：

①瑞芬太尼具有剂量依赖性呼吸抑制作用，瑞芬太尼
以０．１μｇ／（ｋｇ·ｍｉｎ）的速率输注能保持足够的肺泡
通气量；②同我们术前预先吸氧、增加机体氧储备、提
高对缺氧的耐受性有关。有研究表明［１４－１５］，麻醉诱导

前有效的预先吸氧可显著延迟或减轻低氧血症的发

生，提高了麻醉的安全性。瑞芬太尼具有剂量依赖性

减慢心率作用，本研究同时也发现单纯瑞芬太尼辅助

局麻时患者心动过缓的发生率明显增高，相应恶心、呕

吐的症状也较明显。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术后２ｈ、４ｈ、８ｈ、１２ｈ静息
和活动的 ＶＡＳ评分 Ａ组低于 Ｂ组。分析可能的原因
为，Ａ组术前１５ｍｉｎ静脉注射帕瑞昔布钠４０ｍｇ，目的
是让药物有足够的时间被前列腺素合成细胞（如巨噬

细胞
"

中性粒细胞等）摄取，在手术创伤出现前即阻断

前列腺素的合成，帕瑞昔布钠还可以减少手术创伤引

起的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神经源性水肿，抑制外周敏

化，进而达到超前镇痛的作用［１６］。且术前所用帕瑞昔

布钠的作用时间为１０～１２ｈ，表明帕瑞昔布钠复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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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太尼辅助局麻时使术后镇痛效果更加完善，提高了

患者的围术期镇痛质量，加快患者的术后恢复。本研

究不足之处为未观察术后２４ｈ２组静息和活动的ＶＡＳ
评分，笔者认为要想取得理想的术后镇痛效果，帕瑞昔

布钠应该在术后继续使用，每天总剂量不超过８０ｍｇ，
疗程不超过３ｄ。

综上所述，帕瑞昔布钠复合瑞芬太尼辅助局麻用

于疝修补术确实可行，不良反应少、术后恢复快，并且

适合在日间病房开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但术

中应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警惕发生低氧血症的危险，准

备好辅助呼吸设备，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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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显著，随访３个月，治疗组治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而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文献报

道基本一致［９－１０］。

２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均以疼痛不适为主，
原因除微波治疗会引起表层皮肤破损，有部分不适感

以外，考虑可能主要与治疗过程中原卟啉Ⅸ的活性强
度及光源的照射强度有关。原卟啉Ⅸ的活性越强，患
者的疼痛感越为明显；而作为特定光源的红光，对人体

的穿透深度超过３０ｍｍ，与患者的疼痛度也有一定相
关性。另外，考虑到目前尚无一种方法可以彻底根除

ＨＰＶ，且对于ＣＡ的治疗具有一定的个体差异性，一部
分患者单一去除可见疣体后不用其他特殊治疗即可达

到治愈后不再复发；另一部分患者尽管在去除可见疣

体后加用一些全身性综合治疗方法等，尖锐湿疣仍反

复发作，迁延不愈，但通过本科对比观察及类似研究提

示总体而言本方法疗效肯定［１１－１２］。

笔者在本方法治疗中的体会是：保证足够的敷药

时间，确保疗效；为保证药物的充分吸收，患者在 ＡＬＡ
敷药期间应不要过多走动或运动，防止封包脱落，影响

治疗效果；微波治疗属有创操作，治疗后应多饮水，多

排尿以防止局部感染，并使用抗感染药物；治疗后注意

保持治疗部位的清洁和干燥，疗程中患者穿着衣裤不

宜过紧，应穿宽松的全棉内衣裤，不但能保护创面，而

且能减少因摩擦而形成的创面破溃，透气性好有利于

创面愈合。治疗期间禁烟、酒等辛辣刺激的食物，积极

配合治疗，注意休息，同时增加营养，适当的体育锻炼，

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微波联合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

ＣＡ简单有效，复发率低，不良反应少，患者依从性好，
适合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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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２种微创方法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临床疗效比较
汤忠木

摘要：目的　比较２种微创方法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杭
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患者１４０例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微创治疗的患者分为微创经
皮肾穿刺取石术（ｍＰＣＮＬ）和体外冲击波碎石术（ＥＳＷＬ），每组７０例，比较２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
出血量、一次手术成功率、治疗有效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等。结果　ＥＳＷ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
ｍＰＣＮ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ＰＣＮＬ组患者术中出血量为（６８．２±２０．３）ｍｌ；２组患者一次手术成
功率和治疗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对于输尿管上段较小结石，症状较轻患者可选用体外冲击波碎石术，而对于合并输尿管畸形或结石较大的患
者应选用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

关键词：输尿管上段结石；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体外冲击波碎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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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石症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疾病之一，临床上上尿
路结石多发于下尿路结石。随着微创治疗手术的不断

发展，尿路结石的传统开放手术逐渐被微创治疗方法

取代［１］。目前，绝大多数尿石症患者可以通过微创方

法得到治疗，有研究发现，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ｍＰＣ
ＮＬ）有高结石清除率［２］。对于输尿管中下段结石可以

采用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术（ｔｈｅ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ｂａｌｌｉｓ
ｔｉｃ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ＵＲＬ）［３］。目前绝大部分输尿管上段结
石可通过以上微创方法治疗取得满意疗效［４］，但不同

微创方法治疗效果不同［５］。为了分析不同微创方法治

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效果，笔者对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在我院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的１４０例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０年 ５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在我院接受输尿管上段结石治疗的１４０例患者
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微创经皮肾穿刺取

石术（ｍＰＣＮＬ）组和体外冲击波碎石术（ＥＳＷＬ）组，每
组７０例。ｍＰＣＮＬ组男性３８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２２～
６６岁，平均年龄４０岁。其中并发输尿管狭窄５例，输

作者单位：２３５６０８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

尿管息肉３例，２１例轻度肾积水，病程１～６ｄ。左侧
结石３３例，右侧结石２７例，双侧均有结石为１０例，结
石直径０．５～１．５ｃｍ，１８例重度肾积水。ＥＳＷＬ组男
性３６例，女性３４例，年龄２３～６７岁，平均年龄３８岁。
其中并发输尿管狭窄９例，输尿管息肉５例，１９例轻
度肾积水，病程３～７ｄ。左侧结石２９例，右侧结石３０
例，双侧均有结石为１１例，结石直径０．８～１．６ｃｍ，１７
例重度肾积水。所有患者符合诊断标准：①患者出现
一侧或两侧肾区或上腹部剧烈绞痛，并向会阴部放射；

②疼痛后出现肉眼或镜下血尿；③经过影像学资料确
诊。排出临床资料不全或者合并其他严重心脑疾病的

患者。２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ｍＰＣＮＬ）
组：患者取截石位，在硬膜外腔阻滞麻醉下行Ｆｒ５输尿
管导管逆行插管。之后取俯卧位，Ｂ超定位，通过输尿
管导管注水人为造成肾积液以便穿刺，选择十一肋间、

肩胛线近脊柱侧、与地面水平角度约８０°、穿刺深度大
约６．５ｃｍ，使用１８号肾穿针进行穿刺，穿刺成功后置
入斑马导丝（直径为０．０３５英寸），使用筋膜扩张器，
递增扩张至 Ｆ１６留置管，建立经皮肾取石通道。置入
输尿管镜（德国Ｗｏｌｆ８／９．８硬性输尿管镜），观察输尿
管各通道，进行碎石，使结石直径小于取石通道，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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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给予冲洗，较大结石通过鳄嘴钳夹出，仔细观察

是否合并息肉，给予同期处理。取石结束后常规留置

Ｆ１６硅橡胶微创肾造瘘管，术后留置５～１０ｄ。体外冲
击波碎石术（ＥＳＷＬ）组：嘱患者于术前一晚口服舒泰
清进行肠道准备。碎石机：国产体外碎石机（深圳慧

康）。嘱患者俯卧位，通过Ｘ线进行结石定位，定位后
在工作电压１４～１６ｋＶ，冲击次数为６００～２５００次进行
冲击碎石。术后常规给予解痉抗炎治疗。嘱患者多饮

水。术后第２周复诊，必要时进行第２次碎石。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各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和一次手术成功率（如输尿管断裂、肾

盂撕裂、感染、术后血尿、发热或肾绞痛等）等。疗效判

断：有效为患者术后１个月内Ｂ超复查未发现结石，排
尿通畅，无痛苦；无效为术后 １个月内需进行 ２次治
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处理，２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组间率的比
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ＥＳＷ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
ｍＰＣＮ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ＰＣＮＬ
组患术中出血量为（６８．２±２０．３）ｍｌ；２组患者一次手
术成功率和治疗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２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输尿管上段结石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指标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住院时间

（ｄ）
术中出血量

（ｍｌ）
一次手术

成功例

治疗有效

（例）

并发症

发生率（％）
ｍＰＣＮＬ组 ７０ ８８．２±１４．１ ８．６±１．４ ６８．２±２０．３ ６７ ６５ａ ４
ＥＳＷＬ组 ７０ ２９．９±６．４ ３．１±０．５ ０ ５８ ５１ ７

　　注：与ＥＳＷＬ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输尿管结石一般是肾结石在排出过程中，暂时受
阻在输尿管的狭窄处导致的。在临床上，以继发性输

尿管结石多见。如输尿管结石没有排出，可能在停留

部位逐渐长大。由于输尿管上段结石所处解剖位置特

殊，结石很难自然排出，有报道显示［６］，盐酸伊托必利

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效果较好，临床保守治疗上段

结石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传统的开放手术治疗给患

者带来较大的痛苦［７］。目前临床上常用有微创治疗方

法有体外冲击波碎石术（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ｌｉｔｈ
ｏｔｒｉｐｓ，ＥＳＷＬ）、ＵＲＬ［８］和ｍＰＣＮＬ［９］。

ＥＳＷＬ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德国 ＣＨＡＵＳＳＹ教授
等首次报道用体外冲击波碎石机治疗结石获得成功，

被誉为“尿路结石治疗上的革命”。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ＥＳＷＬ治疗结石的适应证不断扩大，适用于直
径＜２ｃｍ的肾上盏、中盏、肾孟结石和 ＜１ｃｍ的输尿
管上、中段结石。本研究结果显示，ＥＳＷＬ组患者的手
术时间和住院时间比 ｍＰＣＮＬ组短。如果患者合并有
输尿管病变，极易导致结石嵌顿难以排出。随着近些

年，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的不断推广，使临床治疗的

成功率不断提高［１０］。本研究结果表明，ｍＰＣＮＬ组患
者一次手术成功率和治疗有效率均高于ＥＳＷＬ组。但
是由于输尿管上段结石结构特殊，难以准确对焦，尤其

是对于肥胖患者，ＥＳＷＬ常常治疗效果不佳。另外，如
果患者合并有输尿管病变，比如输尿管扭曲、输尿管息

肉等，极易导致结石嵌顿难以排出。

１９８０年ＰＥＲＥＺＧＡＳＴＲＯ成功制造了第一条直径
为Ｆ１１的输尿管硬镜，并用此镜进行了输尿管检查和
取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出现的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
碎石术（ＵＲＬ），ＵＲＬ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进行操作，
创伤较小、出血较少、而且结石取出率高。但是 ＵＲＬ
治疗输尿管上段结石，极易因气压弹道碎石的冲击作

用导致结石上移或逆行返回肾盂，导致治疗有效率下

降。笔者体会，手术过程患者应采取头高脚低位，放置

输尿管镜时要降低冲水压力，碎石时尽量从边缘开始，

避免结石移动。经皮肾镜手术（ＰＣＮＬ）的历史可追溯
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１９４１年 ＲＵＰＯＬ和 ＢＲＯＷＮ曾利
用内窥镜从手术肾造瘘口取出开放手术后残留的结

石；１９５５年ＧＯＯＤＷＩＮ最先提出了经皮肾穿刺造瘘的
方法，成功地解除了梗阻性肾积水；１９７６年 ＦＥＲＮ
ＳＴＲＯＭ和ＪＯＨＡＮＮＳＯＮ从经皮肾穿刺建立的皮肾通
道取石成功。但是传统 ＰＣＮＬ手术后通道大、并发症
发生率较高。近些年，提出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

（ｍＰＣＮＬ）方法，即经皮肾穿刺造瘘工作通道为 Ｆ１４或
Ｆ１６，用Ｆ８、Ｆ９输尿管镜代替肾镜，通过工作通道进入
肾集合系统或输尿管上段一期碎石，以气压弹道碎石

机击碎大结石后取出，使治疗的成功率不断增加。

本研究结果提示，微创经皮肾穿刺取石术治疗输

尿管上段结石一次手术成功率和治疗有效率较高的优

点，而体外冲击波碎石术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较短。

对于输尿管上段较小结石，症状较轻患者可选用体外

冲击波碎石术或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而对于

合并输尿管畸形或结石较大的患者应选用微创经皮肾

穿刺取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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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的中央角膜厚度研究
许琦彬，诸力伟，徐俊丽

摘要：目的　研究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的中央角膜厚度变化，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好指导眼科临床。方
法　将４８例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的９６只眼作为研究组［平均（３２．５６±８．４０）岁］，５０名无任何眼表疾病的健康
人的１００眼作为对照组［平均（３１．２５±７．４０）岁］，分别用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角膜地形图、Ａ超角膜测厚仪测
量中央角膜厚度。结果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测定 ＣＣＴ：ＭＧＤ研究组平均值为（５２２．４５±３４．８５）μｍ，对照组平
均值为（５２０．２３±３４．３３）μ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角膜地形图测定 ＣＣＴ：ＭＧＤ研究组平均值为
（５３５．４５±３５．６５）μｍ，对照组平均值为（５３６．９３±３５．１３）μ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超角膜测厚仪测定
ＣＣＴ：ＭＧＤ研究组平均值为（５３４．４４±３５．６４）μｍ，对照组平均值为（５３５．１１±３５．８１）μ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的中央角膜厚度与正常健康组之间比较没有差异，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关键词：睑板腺功能障碍；中央角膜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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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ｓ（５２２．４５±３４．８５）μｍｉｎｔｈｅｍｅｉｂｏｍｉａｎｇｌａｎ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５４４．３０±２２．１６）μ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ｒｎｅａｌｔｈｉｃｋ
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ｒｎｅ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ｓ（５３５．４５±３５．６５）μｍｉｎｔｈｅｍｅｉｂｏｍｉａｎｇｌａｎ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５３６．９３±３５．１３）μ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Ｔｈｅｍ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ｒｎｅ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ｐａｃｈｙｍｅｔｒｙｗａｓ（５３４．４４±３５．６４）μｍｉｎｔｈｅｍｅｉ
ｂｏｍｉａｎｇｌａｎ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５３５．１１±３５．８１）μ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ｒｍ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Ｇ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ｎｅｅｄ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ｉｂｏｍｉａｎｇｌａｎ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ｒｎｅ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睑板腺功能障碍（Ｍｅｉｂｏｍｉａｎｇｌａｎ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ＧＤ）是多种睑板腺疾病的总称，睑板腺分泌脂质异
常可导致泪膜不稳定，蒸发过强，继而引起干眼，严重

者甚至可导致角膜和结膜发生病变［１］。调查发现，

ＭＧＤ已成为蒸发过强型干眼的最主要原因［２］。而中

央角膜厚度（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ｒｎｅ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ＣＣＴ）的评估在眼
科很多疾病如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疾病、角膜屈光

手术和干眼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鉴于干眼

症对ＣＣＴ的影响和 ＭＧＤ是导致部分干眼症的原因，
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ＭＧＤ患者中 ＣＣＴ的变化，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４８例９６眼选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
年１月就诊于本院眼科门诊并确诊为ＭＧＤ的患者，患
者主诉有眼红、眼部烧灼感、异物感、干涩感、刺激感、

痒、视疲劳、视力波动和流泪等。所有患者由同一医师

进行裂隙灯检查，角膜荧光素染色检查（Ｃｏｒｎｅａｌ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杭州市，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
通讯作者：许琦彬，Ｅｍａｉｌ：ｈｚｅｙｅｓ＠１２６．ｃｏｍ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ｉｎ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ＦＬ），泪膜破裂时间检查（Ｔｅａｒ
ｂｒｅａｋｕｐｔｉｍｅ，ＢＵＴ），泪液分泌试验Ｉ检查（Ｓｃｈｉｒｍｅｒ’ｓ
Ｉｔｅｓｔ，ＳＩＴ），男性２３例，女性２５例，平均年龄（３２．５６±
８．４０）岁。同时随机选择５０名无任何眼表疾病的健康
人的１００眼作为对照组，男性２５例，女性２５例，平均
（３１．２５±７．４０）岁，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分级标准　根据其临床表现及体征将ＭＧＤ分为
４级。其中１级表现为有眼部刺激症状，睑缘形态轻
度改变，睑板腺挤压可有少许污浊睑脂，ＦＬ阴性，ＢＵＴ
正常；２级表现为有眼部轻度刺激症状，睑缘形态钝圆
或增厚或伴有新生血管，睑板腺挤压可有较多污浊睑

脂，ＦＬ周边少许着色，ＢＵＴ５～１０ｓ；３级表现为有眼部
中度刺激症状，睑缘形态不规则、脂栓湿疹样外观并伴

有新生血管，睑板腺挤压可见睑脂稠厚呈牙膏状，ＦＬ
周边及下方着色，ＢＵＴ＜５ｓ；４级表现为有眼部重度刺
激症状，睑板腺开口消失、眼睑后缘角化、睑缘结膜鳞

状化生，牙膏状睑脂且不易挤出，ＦＬ大片中央着色，
ＢＵＴ无完整泪膜。本文４８例９６眼 ＭＧＤ患者临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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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１级１８例（３６眼），２级１５例（３０眼），３级９例（１８
眼），４级 ６例（１２眼），分别占总例数的 ３７．５％、
３１．２５％、１８．７５％、１２．５％。
１３　眼科检查　裂隙灯检查，角膜荧光素染色，泪膜
破裂时间测定，基础泪液分泌试验［３］。

１４　ＳＩＴ　取宽５ｍｍ长、３５ｍｍ的滤纸，将一端折弯
５ｍｍ，令被检眼向上看，撑开下险，使滤纸的折返端纳
入下睑外１／３结膜囊内，余部垂于睑外，轻闭双眼，５
ｍｉｎ后测量滤纸被泪水渗湿的长度。分析：正常值：
１０～３０ｍｍ，＜５ｍｍ，泪液分泌减少。
１５　ＢＵＴ　荧光素染色后在裂隙灯显微镜下嘱患者
闭眼，从睁眼开始计时到出现第一个破裂斑为止计算

泪膜的破裂时间，连续 ３次测试取均值。以 ＢＵＴ≤
１０ｓ为异常。
１６　ＣＣＴ测定　①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测定 ＣＣＴ
（ＣａｒｌＺｅｉｓｓＨｕｍｐｈｒｅｙ）：检查时扫描线长度设置为 ３
ｍｍ，选择扫描线经中央角膜的图像并储存于计算机，
采用自带程序分析图像，进行测量 ３次取其平均值。
②角膜地形图测定ＣＣＴ（ＯｒｂｓｃａｎⅡ）：保证患者双眼水
平位并保持头位固定，注视前方闪烁的红灯，嘱患者在

测量过程中保持眼球不动，不眨眼，检查者调整焦距，

当看到屏幕上角膜上下切面光线重合，按下拍摄按钮，

连续测量３次取平均值。③Ａ超角膜测厚仪测定ＣＣＴ
（ＴＯＭＥＹＳＰ３０００）：检查时患者取坐位，平视前方，检
查者用０．４％倍诺喜滴眼液滴眼表面麻醉后用测厚探
头多次测量角膜中央及稍偏部位，记录角膜最薄点，测

量３次取其平均值。
１７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和相关分析，并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ＳＩＴ比较　ＭＧＤ研究组平均值为（８．３５±５．９５）
ｍｍ，对照组平均值为（１８．４０±６．２０）ｍｍ，２组之间差
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ＢＵＴ比较　ＭＧＤ研究组平均值为（９．３２±６．２２）
ｓ，对照组平均值为（１８．４５±４．５５）ｓ，２组之间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研究组与对照组ＳＩＴ和ＢＵＴ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基础泪液分泌试验ＳＩＴ（ｍｍ） 泪膜破裂时间测定ＢＵＴ（ｓ）

研究组 ４８ ８．３５±５．９５ａ ９．３２±６．２２ｂ

对照组 ５０ １８．４０±６．２０ １８．４５±４．５５

　　注：研究组为睑板腺功能障碍组，对照组为健康人组；与对照组比
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

２３　ＣＣＴ测定比较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测定：ＭＧＤ
研究组平均值为（５２２．４５±３４．８５）μｍ，对照组平均值
为（５２０．２３±３４．３３）μ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３７５，Ｐ＞０．０５）；角膜地形图测定 ＣＣＴ：ＭＧＤ研究组
平均值为（５３５．４５±３５．６５）μｍ，对照组平均值为
（５３６．９３±３５．１３）μ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１８，
Ｐ＞０．０５）；Ａ超角膜测厚仪测定 ＣＣＴ：ＭＧＤ研究组平

均值为（５３４．４４±３５．６４）μｍ，对照组平均值为
（５３５．１１±３５．８１）μ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６９，
Ｐ＞０．０５）。ＭＧＤ研究组：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的测量
值比角膜地形图的测量值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３７，Ｐ＜０．０５），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的测量值比 Ａ
超角膜测厚仪的测量值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４９，Ｐ＜０．０５），角膜地形图与Ａ超角膜测厚仪的测
量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５０，Ｐ＞０．０５）；对照
组：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的测量值比角膜地形图的测

量值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２，Ｐ＜０．０５），光
学相干断层扫描仪的测量值比 Ａ超角膜测厚仪的测
量值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８，Ｐ＜０．０５），角
膜地形图与 Ａ超角膜测厚仪的测量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４１０，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研究组与对照组测定ＣＣＴ比较以及同组内
３种方法测定ＣＣＴ比较

组别 例数
光学相干断层扫

描仪测定ＣＣＴ
角膜地形图

测定ＣＣＴ
Ａ超角膜测厚
仪测定ＣＣＴ

研究组 ４８ ５２２．４５±３４．８５ａｂ ５３５．４５±３５．６５ａｃ ５３４．４４±３５．６４ａ

对照组 ５０ ５２０．２３±３４．３３ｂ ５３６．９３±３５．１３ｃ ５３５．１１±３５．８１

　　注：研究组为睑板腺功能障碍组，对照组为健康人组；与对照组比
较，ａＰ＞０．０５；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测定ＣＣＴ与Ａ超角膜测厚仪与角膜
地形图比较，ｂＰ＜０．０５；角膜地形图测定 ＣＣＴ与 Ａ超角膜测厚仪比
较，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睑板腺功能障碍可致脂质缺乏，泪膜稳定性下降，
泪液蒸发增加，是引起蒸发过强型干眼的重要原因［４］。

干眼症可导致眼表面异常，而角膜是干眼症最受影响

的组织，角膜厚度的测量在很多眼科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角膜厚度特别是 ＣＣＴ的测量在眼科临床中尤其
在青光眼和与眼压测定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５］。

已有许多文献报道，ＣＣＴ与眼压测量值密切相关。
ＣＣＴ越厚，角膜扩张性越低，使角膜发生形态改变需要
的力就越大，眼压测量值就偏高。报道显示 ＣＣＴ每变
异７０μｍ，眼压值也随之发生 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的变异，ＣＣＴ为５２０μｍ时，压平眼压计的
测量最准确。马英慧等［６］通过研究表明与正常人及原

发性青光眼相比，高眼压症 ＣＣＴ较厚；原发性青光眼
ＣＣＴ与正常人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ＣＴ与原发性
青光眼类型无相关性。而同时接受准分子激光手术的

屈光不正患者日益增多，手术本身削薄角膜厚度导致

眼压测量值明显偏低［７］。因此在临床中应谨慎地判断

眼压的测量结果，应该常规作角膜厚度测量以排除

ＣＣＴ的影响。
超声波角膜测厚仪、Ｏｒｂｓｃａｎ系统、光学相干断层

扫描仪常用来测定ＣＣＴ［８］。超声波角膜测厚仪能测量
角膜中央及中周部局部位置的厚度，但需与角膜上皮

接触，结果的重复性较差。Ｏｒｂｓｃａｎ系统能多表面多重
成像，能同时显示全角膜厚度及角膜最薄点厚度，但由

于检查时要做到光扫描区中心、扫描光线的焦点和患

者角膜中心要三点成一条直线，容易造成肉眼判断的

误差。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分辨率小于１０μｍ，可以
对角膜进行清晰的成像，不受测量者及 （下转第７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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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不同方式丝裂霉素 Ｃ的应用联合手术
治疗复发性翼状胬肉
许国忠，许琦彬，吴双庆，诸力伟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方式丝裂霉素Ｃ（ＭＭＣ）的应用联合手术治疗复发性翼状胬肉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
４４例患者４９眼随机分成Ａ、Ｂ两组，Ａ组２５眼采用术前１月结膜下注射０．１ｍｌＭＭＣ（０．０２％）联合翼状胬肉单
纯切除术，Ｂ组２４眼采用翼状胬肉切除＋ＭＭＣ（０．０２％）＋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术后随访１２个月。结果　Ａ组
复发３眼，复发率１２．０％，Ｂ组复发４眼，复发率１６．７％，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１眼出现胬肉
切除区巩膜无血管化，Ｂ组２眼发生持续性角膜上皮缺损，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２种方法治
疗复发性翼状胬肉均安全有效，但术前１月结膜下注射０．１ｍｌＭＭＣ（０．０２％）联合翼状胬肉单纯切除术具有操作
简单、手术时间短和结膜组织损伤少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丝裂霉素Ｃ；结膜下注射；复发性翼状胬肉；角膜缘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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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ｎｅ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ｏｔｈ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ｂｅ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Ｓｕｂ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０．１ｍｌｏｆ０．０２％ ＭＭＣ１ｍｏｎｔｈｂｅｆｏｒｅ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ｗａ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ｌｙ
ｅａｓｉｅｒｆ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ｉｔ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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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状胬肉是眼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发病机制
尚不明确，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文献报道翼状胬肉单

纯切除术后复发率为３０％～８９％［１－２］。如何减少再次

手术后复发是眼科临床中的难题之一。我们采用术前

１月结膜下注射０．０２％丝裂霉素Ｃ（ＭＭＣ）０．１ｍｌ联合
翼状胬 肉 单 纯 切 除 术、翼 状 胬 肉 切 除 ＋ＭＭＣ
（０．０２％）＋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治疗复发性翼状胬
肉，分析、比较２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和安全性，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在我
院就诊的复发性翼状胬肉患者４４例４９眼。病例按随
机抽签法分成Ａ、Ｂ两组，Ａ组采用术前１月结膜下注
射０．１ｍｌＭＭＣ（０．０２％）联合翼状胬肉单纯切除术，Ｂ
组采用翼状胬肉切除 ＋ＭＭＣ（０．０２％）＋角膜缘干细
胞移植术。Ａ组２２例２５眼，男性１５例１７眼，女性７
例８眼，平均年龄为（４３．６±１２．４）岁；既往手术史１次
者２１眼，２次者４眼。Ｂ组２２例２４眼，男性１４例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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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女性８例９眼，平均年龄为（４５．９±１１．８）岁；既往
手术史１次者２２眼，２次者２眼。所有患者翼状胬肉
均位于患眼鼻侧部，头部侵入角膜缘内侧 ３．０～５．０
ｍｍ。２组患者性别、年龄、既往手术史和翼状胬肉大
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术前检查　所有患者术前详细询问病史和全
面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裂隙灯和眼底检查，若有

自身免疫性疾病、明显的眼表疾病或青光眼等则排除

在外。

１２２　术前准备　Ａ组：患者仰卧位，患眼滴盐酸奥
布卡因（倍诺喜）眼水表面麻醉一次，置开睑器，用 １
ｍｌ注射器接 ５号短针头抽吸 ０．０２％ ＭＭＣ（Ｋｙｏｗａ
ＨａｋｋｏＫｉｒｉｎＣｏ，Ｌｔｄ，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０．１ｍｌ，嘱患者向注
射部位的对侧注视，自胬肉颈部略向体部进针，针头斜

面略向上呈３０°，挑起结膜，待针头斜面完全位于结膜
覆盖下即可注药０．１ｍｌ，注射完毕，用棉签轻压注射针
孔，迅速抽出注射针头，以防止药液外流，并立即用５０
ｍｌ生理盐水冲洗，尽可能清除残留在结膜囊内的药
液，涂典必殊眼膏，眼垫遮眼。次日开始滴典必殊眼

水，４次／ｄ，共１周，注射后１ｄ、１周和１月进行随访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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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Ａ、Ｂ两组患者术眼手术前３ｄ滴典必殊眼水，４
次／ｄ。
１２３　手术过程　所有手术均在手术显微镜下进行。
Ａ组：结膜下注射０．０２％ ＭＭＣ１月后采取翼状胬肉单
纯切除术。术眼滴倍诺喜眼水表面麻醉，２％利多卡因
少许胬肉体部球结膜下浸润麻醉，沿胬肉颈部弧形剪

开球结膜，分离胬肉颈部与角膜缘，逆行钝性剥离胬肉

头部，不要损伤基质层；广泛分离切除胬肉体部及纤维

血管组织；鼻侧分离至距半月皱襞２ｍｍ处；分离时尽
量清除巩膜表面的瘢痕组织，勿伤及半月皱襞和内直

肌，充分暴露巩膜，止血；２００ｍｌ生理盐水溶液反复冲
洗清除可能残留在结膜下的 ＭＭＣ；离角膜缘３ｍｍ处
用１００尼龙线间断缝合球结膜固定于巩膜表面。Ｂ
组：翼状胬肉切除后，将一块４ｍｍ×５ｍｍ浸有０．０２％
ＭＭＣ的海绵片置相应的结膜下，与结膜及巩膜接触，
放置３ｍｉｎ，然后以２００ｍｌ生理盐水溶液反复仔细冲
洗；术眼正上方球结膜下注射２％利多卡因少许，做以
角膜缘为基底，与角巩膜缘植床相应大小的半月形结

膜植片，尽量少带结膜下筋膜组织，并继续向前分离至

透明角膜内０．５ｍｍ，切取带有角膜缘干细胞上皮的结
膜植片，将植片上皮面朝上平铺于角巩膜缘植床上，并

使植片角膜缘与植床角膜缘对齐吻合，用１００尼龙线
将植片角膜缘侧和球结膜侧分别固定缝合于角巩膜缘

植床，取植片处球结膜间断缝合固定于角膜缘。

１２４　术后处理和随访观察　患者术毕典必殊眼膏
涂眼，眼罩遮眼。次日换药，裂隙灯下观察角膜、角膜

缘干细胞植片情况，典必殊眼水滴眼，４次／ｄ，持续 １
月，术后２周拆除缝线。术后１周、２周、１月、３月、６
月和１２月随访，记录患者纤维血管组织分布情况，有
无角膜上皮损害、巩膜坏死、青光眼等并发症。

１３　疗效评价　治愈：结膜平整无充血，角膜上皮愈
合良好，表面光滑且基本透明，角膜及球结膜下未见新

生血管和纤维组织增生或出现少量纤维血管组织增生

但未超过角膜缘。复发：结膜充血明显，局部增殖肥

厚，出现纤维血管组织增生且超过角膜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计量
资料均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２组间率
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均设定α＝０．０５为检验标准，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术后复发率比较　术后随访１２个月，Ａ
组２５眼治愈２２眼，复发３眼，手术成功率８８．０％，复
发率１２．０％；Ｂ组２４眼治愈２０眼，复发４眼，手术成
功率８３．３％，复发率１６．７％。数据分析发现术后复发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３，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Ａ组１眼（４．０％）出
现胬肉切除区巩膜无血管化，患者１月复诊时发现巩
膜表面苍白，角膜透明，予氟美童眼水滴眼，随访１２月
后无明显改变；Ｂ组２眼（８．３％）发生持续性角膜上皮

缺损（＞２周），患者１周复诊时表现为异物感、畏光和
流泪，角膜荧光素染色弥漫性阳性，给予生长因子和爱

丽眼水滴眼，１例患者１月后治愈，另一例患者２月后
好转；但患者术眼均未见巩膜溶解、青光眼等严重并发

症。数据分析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复发性翼状胬肉采用常规的手术治疗往往效果不
理想甚至复发率会更高。虽然在临床工作中提出了各

种改良的手术方法，但术后再复发率仍然较高［３］。

ＭＭＣ可以降低翼状胬肉的术后复发率，给药方式多为
术中用药［４］。ＭＭＣ是一种强有效的抗纤维增殖药物，
它有强大抑制成纤维细胞增生的作用，但同时也引起

静止期细胞的不可逆性损伤、抑制成纤维细胞移行和

胶原蛋白合成，从而影响伤口愈合。术中用药时若药

物浓度和使用时间不当则可能发生严重威胁视力的眼

部并发症，如继发性青光眼、巩膜溃疡坏死、角膜溶解

穿孔等［５］。

为了避免或减少 ＭＭＣ的眼部毒性作用，Ｄｏｎｎｅｎ
ｆｅｌｄ等最早提出了术前１月结膜下注射 ＭＭＣ联合翼
状胬肉单纯切除术的治疗方法，平均随访２４个月，未
发现明显的眼部并发症，术后复发率为６％［６］。其可

能原因是术前结膜下注射 ＭＭＣ不仅使药物能够以更
精确的浓度直接作用于结膜下方胬肉组织中增殖活跃

的成纤维细胞，达到降低复发的作用；而且避免 ＭＭＣ
与角结膜上皮细胞的直接接触，从而降低药物的毒性

作用。组织病理学发现，术前１月结膜下注射ＭＭＣ后
治疗区结膜杯状细胞数量未发生明显变化，但电镜下

观察到基质成纤维细胞数量减少、形态改变，胶原纤维

和弹力纤维降解、变性，轴突肿胀、脱髓鞘改变等［５］，这

些证据支持了该治疗方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本研究

Ａ组患者采用术前 １月结膜下注射 ０．１ｍｌＭＭＣ
（０．０２％）联合翼状胬肉单纯切除术，随访１年后复发
率为１２．０％，与文献报道类似［７］；同时有１眼出现胬
肉切除区巩膜无血管化，我们推测与结膜下注射

０．０２％ ＭＭＣ有关。
临床和基础研究证实了角膜干细胞位于角膜缘。

目前认为，局部角膜缘干细胞屏障功能破坏是引起胬

肉生长和复发的原因之一。角膜缘干细胞移植可重建

角膜缘上皮，恢复干细胞的数量和功能，阻止结膜上皮

和新生血管侵入角膜，从而达到治疗胬肉及降低术后

复发率。本研究 Ｂ组患者采用翼状胬肉切除 ＋ＭＭＣ
（０．０２％）＋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随访１年后复发率
为１６．７％，与既往文献［８－１０］相比，复发率略高，可能与

患者均为二次或多次手术有关；同时 Ｂ组２眼发生持
续性角膜上皮缺损，我们认为术中 ＭＭＣ的应用导致

·３３７·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５月第１２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５



角结膜上皮的丢失损害，从而引起角膜上皮延迟愈合。

通过比较研究２种不同方式 ＭＭＣ的应用联合手
术治疗复发性翼状胬肉，我们认为２种治疗方法均有
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能够明显降低术后复发率，且未

见严重的眼部并发症；但是翼状胬肉切除 ＋ＭＭＣ
（０．０２％）＋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操作复杂，手术时间
长，同时损伤了部分正常球结膜组织，而术前１月结膜
下注射 ＭＭＣ联合翼状胬肉单纯切除术具有操作简
单、手术时间短和结膜组织损伤少等优点，值得在基层

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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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７８页）
阳性率只有２８．６％。因糖尿病患者白细胞杀菌能力
下降，糖尿病组脓液培养阳性率较非糖尿病组高。病

原菌最常见为肺炎克雷伯杆菌，与国内外报道相一致。

分离出大肠杆菌比较少见，与美国、西班牙、英国等报

道不一致。２组在培养肺炎克雷伯杆菌阳性率方面具
有统计学差异，可能与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环境、糖尿病

血管病变、白细胞氧依赖性杀菌能力受损有关。

因白细胞趋化能力、吞噬功能受损，糖尿病肝脓肿

患者感染不容易控制，出现脓毒症、腹腔积液、胸腔积

液等并发症较非糖尿病组高，这与韩国报道一致。糖

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易发生肝脓肿，同时肝脓肿使

患者血糖升高，这些使得糖尿病患者易出现糖尿病酮

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等临床急危重症。因此糖尿病

肝脓肿患者需常规监测血电解质、血气分析、尿常规，

以及时发现酮症和高渗状态。本研究发现糖尿病组患

者较非糖尿病组容易出现迁徙性脓肿，这与糖尿病组

肺炎克雷伯杆菌分离阳性率高、肺炎克雷伯杆菌 Ｋ１
亚型特点、肺炎克雷伯杆菌染色体上毒性基因 ｍａｇＡ
有关。有报道称，虽然目前细菌性肝脓肿的诊断并不

困难，但是细菌性肝脓肿的误诊率仍在１５．０％左右，
漏诊或误诊的原因主要由细菌性肝脓肿的上述并发症

所致。

综上所述，糖尿病合并肝脓肿和非糖尿病肝脓肿

病例具有不同的临床特点。糖尿病合并肝脓肿患者临

床症状多不典型；常出现低白蛋白血症、低胆固醇血

症、凝血功能障碍等；脓肿内多见气体形成；脓液培养

肺炎克雷伯杆菌检出率高；易并发脓毒症、糖尿病酸中

毒等临床危重症及迁徙性脓肿等。糖尿病合并肝脓肿

患者临床体征亦不明显，右上腹痛阳性率不高。Ｂ超、
Ｃ反应蛋白等辅助检查手段有助于肝脓肿的诊断，以
减少临床误诊、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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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丹参多酚酸盐治疗非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临床研究
何涛，何群，朱宇，吴建祥，徐少毅

摘要：目的　探讨丹参多酚酸盐治疗老年高龄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临床疗效。方法　７２例非ＳＴ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患者随机分成２组，丹参多酚酸盐组３７例，常规治疗组３５例，２组给予相同的常规基础治疗，治疗组加
用丹参多酚酸盐２００ｍｇ静滴，１次／ｄ，持续１０ｄ；监测２组治疗前后ｃＴｎＩ、ＣＲＰ、ＢＮＰ水平变化，血液流变学指数变
化，左室舒张功能变化及用药期间的不良反应。结果　２组用药后 ｃＴｎＩ、ＣＲＰ、ＢＮＰ水平变化，血液流变学指数变
化，左室舒张功能变化均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未出现不良反应事件。结论　在常规基础上联合丹参多酚酸盐治疗老年高龄非 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效果显
著，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疗效，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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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ＮＳＴＥＭＩ）是在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病变的基础上，发生了冠状动脉内膜下出血、

斑块破裂、破损处血小板与纤维蛋白凝集形成血栓、冠

状动脉的远端小血管栓塞引起的急性及亚急性心肌供

氧减少所致，与典型的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
相比，临床表现比较隐匿，多数是通过血清心肌标志物

增高及心电图进行性改变而确诊，早期治疗目标为稳

定斑块、改善残余心肌缺血、抗血小板等，不推荐溶栓

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因此 ＮＳＴＥＭＩ的远期死亡
率和非致死性事件的发生率高于ＳＴＥＭＩ［１］。本文旨在
研究常规抗凝、抑制血小板聚集、调脂的基础上联合丹

参多酚酸盐，对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心肌标志物、血流

变及左室舒张功能的影响，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在我
院住院的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７２例，均符合２００７年美国心
脏学会（ＡＣＣ／ＡＨＡ）制定的诊断标准，排除有严重肺、
肝、肾功能不全、出血性疾病及过敏体质者。其中男性

４４例，女性２８例，年龄７０～８９岁，平均（７４．５±６．３）
岁；７２例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随机分为丹参多酚酸盐组（３７
例）与常规治疗组（３５例）；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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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临床表现、心电图检查、Ｘ线胸片、心脏超声检
查、危险分层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均予常规治疗（低分子肝素、拜
阿司匹林＋波立维、硝酸盐制剂、β受体阻滞剂、ＡＣＥＩ
或ＡＲＢ制剂、他汀类调脂药等），丹参多酚酸盐组在此
基础上给予丹参多酚酸盐（上海绿谷集团提供）２００
ｍｇ加入 ５％葡萄糖或０．９％ＮａＣｌ溶液２５０ｍｌ中静脉
滴注，每天１次，１０ｄ为一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治疗前后血尿常规、生化分
析、心电图及临床疗效等，监测治疗前后 ｃＴｎＩ、ＣＲＰ、
ＢＮＰ水平变化，血液流变学指数变化，左室舒张功能变
化及用药期间的不良反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包进行全部
数据统计，所有数据均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组间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疗效比较　丹参多酚酸盐组有效３４例，无
效３例，总有效率９１．８９％，常规治疗组有效２９例，无
效６例，总有效率８２．８６％，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ｃＴｎＩ、ＣＲＰ及ＢＮＰ比较　２组
治疗后血清 ｃＴｎＩ、ＣＲＰ及 ＢＮＰ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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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丹参多酚酸盐组与常规治疗组治疗后组
间比较，各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ｃＴｎＩ、ＣＲＰ及ＢＮＰ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ｃＴｎＩ（μｇ／Ｌ） ＢＮＰ（ｎｇ／Ｌ） ＣＲＰ（ｍｇ／Ｌ）
治疗后

ｃＴｎＩ（μｇ／Ｌ） ＢＮＰ（ｎｇ／Ｌ） ＣＲＰ（ｍｇ／Ｌ）
丹参多酚酸盐组 ３７ ９．３８±１．２３ ３１３．２７±６２．１８ ４６．３２±３．５８ １．２３±０．２５ １５２．４９±４２．１２ １４．３７±１．８６
常规治疗组 ３５ ９．４７±１．１９ ３１８．１７±６０．２７ ４５．８２±３．７２ ２．３８±０．３５ １９１．２３±４５．３６ ２１．４３±２．７９

２３　２组治疗前后左室舒张功能变化　２组治疗后左
室舒张功能变化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
各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左室舒张功能变化

组别 时间 Ｅ（ｃｍ／ｓ） Ａ（ｃｍ／ｓ） Ｅ／Ａ ＬＶＥＦ（％）

丹参多酚酸盐组 治疗前 ４３．２３±１２．３７ ７９．５４±１６．４２ ０．６２±０．４１ ４４．６９±１０．４２
治疗后 ７１．３２±１０．４５ ５６．３７１±１．２３ １．２７±０．５３ ５１．２８±８．９３

常规治疗组　　 治疗前 ４２．５２±１３．４１ ７７．２７±１７．３５ ０．６１±０．４７ ４４．２１±１０．３７
治疗后 ５８．１７±１１．２７ ６２．１９±１２．２１ ０．９２±０．５３ ４７．３１±９．２９

２４　２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２组治疗后
血液流变学指标均有改善（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各
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５　不良反应　２组治疗前后血、尿常规及肝、肾功
能未见明显变化，未发现出血等明显的毒副作用。

３　讨　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老年高龄非ＳＴ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患病率逐年增加，也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冠心病

类型之一，患者往往合并有其他基础疾病，故其并发症

多、病死率高，与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相比，
ＳＴＥＭＩ患者冠脉常常急性完全阻塞，早期直接行冠脉
介入治疗（ＰＣＩ）或静脉溶栓，充分和持续开通血管，使

心肌充分再灌注，患者心肌梗死范围、心功能衰竭程度

和预后存活率明显优于ＮＳＴＥＭＩ［２］；而对于ＮＳＴＥＭＩ患
者，有研究［３］提示早期介入策略的死亡、心肌梗死和顽

固性严重心绞痛的复合终点都优于早期保守治疗，国

内张峻等［４］报道早期介入治疗能够减少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
病死率，改善预后，但因病例数量的限制，结论有一定

的局限性，因此非ＳＴ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
和治疗指南［５］提出ＮＳＴＥＭＩ患者 ＰＣＩ治疗可以缓解症
状、缩短住院期和改善预后，但其指征和最佳时间要取

决于临床情况、危险分层、合并症和冠脉病变的程度和

严重性；目前临床对于ＮＳＴＥＭＩ治疗仍以药物为主，即
稳定斑块、防止冠脉血栓形成发展；为了提高疗效及安

全，降低并发症和病死率，国内很多学者将目光集中到

中药方面，大量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证实［６－７］，采用

中药制剂或中药有效成分提取物治疗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其效果明确，通过中药的活血化瘀治疗ＮＳＴＥＭＩ，
具有防止和抑制血栓形成，扩张冠脉，改善冠状动脉血

流，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降低血脂含量，从而有效

防止斑块形成或促进其消退的作用。

表３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组别 时间 全血比粘度（１．５４／Ｓ） 血浆比粘度（１．５４／Ｓ） 纤维蛋白原 红细胞压积 血小板聚集指数 红细胞变形指数

常规治疗组 治疗前 １２．６３±３．９０ １．８７±０．６２ ４．３４±０．５９ ４４．３２±５．２１ ５５．２１±１．９２ ０．９１±０．３２
治疗后 １０．８２±２．６３ １．７１±０．５３ ３．３２±０．６２ ４３．１０±３．２６ ５３．３４±１．６５ ０．７９±０．２６

丹参多酚酸盐组 治疗前 １２．７１±４．２０ １．９３±０．７２ ４．２２±０．６２ ４４．６８±６．５３ ５４．６２±１．８４ ０．９４±０．２３
治疗后 ９．７２±２．１１ １．４６±０．３９ ２．７６±１．１２ ４１．２９±３．４２ ５１．２３±１．２９ ０．６８±０．１７

　　中药丹参作为活血化瘀药，被广泛用于治疗冠心
病、心绞痛等心血管疾病，疗效确切，因成份复杂，副反

应相对较多。丹参多酚酸盐是从单味中药丹参中提取

的水溶性有效活性部位，具有活血、化瘀、通脉作用和

良好的临床耐受性，是丹参治疗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

有效成分，其主要成份丹参乙酸镁含量超过８０％，其余
为丹参乙酸镁的同系物，如紫草酸镁、紫草酸二钾和迷

迭香酸钠等，药理研究证实［８－１０］，丹参多酚酸盐具有较

强的清除氧自由基作用，能抑制血小板聚集、黏附和活

化，减少血栓的形成；通过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氧化修

饰，延缓冠状动脉粥样病变的发生发展；通过促进血管

生成作用和抗炎作用，改善心肌血供和微循环，促进钾

离子通道开放，降低心肌缺血导致的室颤发生率，保护

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心肌组织，延缓心功能衰竭的发
生。

通过本研究发现：应用丹参多酚酸盐治疗后，患者

的ｃＴｎＩ、ＣＲＰ及ＢＮＰ变化下降明显，血液流变学指数
改变及左室舒张功能变化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常规治疗组治疗后比较，２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联合丹参多酚酸盐
能从不同环节抑制和阻止血栓形成，改善心肌缺血，增

加缺血区域再灌注。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老年高龄

高龄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早期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联合丹参多酚酸盐治疗，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

提高疗效，改善预后，且未出现严重的不良事件发生，

值得临床广泛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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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ＰＴＣ组织学亚型与颈淋巴结转移及近期预后的关系
谢文君，付天红，朱莉艳

摘要：目的　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ＰＴＣ）的病理组织学亚型与颈淋巴结转移及近期预后的关系，为术中颈淋巴
结清扫提供指导。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期间２２０例ＰＴＣ患者的病理及临床随访资料，
分析各组织学亚型与颈淋巴结转移及患者近期存活情况的关系。结果　ＰＴＣ各组织学亚型中，包膜外型
（７８．９５％）、滤泡型（７１．４３％）、弥漫硬化型（５８．８２％）的转移率均高于柱状细胞型（４１．４６％）、高细胞型
（２９．４１％）、微小型（２６．６７％），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５６～８．１１，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ＰＴＣ患者术后３
年病死率为３．１８％，包膜外型（１０．５３％）、弥漫硬化型（５．８８％）、滤泡型（４．７６％）、柱状细胞型（３．３３％）患者的
病死率较高，高于微小型、高细胞型和其他类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２６～５．０２，Ｐ＜０．０５）。结论　甲
状腺乳头状癌病理组织学亚型与颈淋巴结转移及预后具有紧密的关系，在各组织学亚型中，以包膜外型、滤泡型、

弥漫硬化型的转移率较高和预后较差，而包膜内型、微小型、高细胞型的转移率较低，预后较好。参照组织学亚型

对术中进行颈淋巴结清扫与否可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甲状腺乳头状癌；病理组织学；亚型；淋巴结转移；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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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乳头状癌（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ＰＴＣ）是甲状腺癌最常见的类型，其恶性程度较轻，肿
瘤发展较慢，患者一般预后较好，具有较高的生存率。

但ＰＴＣ患者颈淋巴结转移较为常见，并发症的出现会
增加死亡的风险，部分患者术后容易复发或远处转移

而导致死亡［１］。在临床工作中，彻底清除转移的淋巴

结是根治ＰＴＣ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２］。目前，关于甲

状腺乳头状癌病理组织学亚型与颈淋巴结转移及预后

的研究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本院近年

来收治的ＰＴＣ患者病理及临床资料，以探讨 ＰＴＣ病理
组织学亚型与颈淋巴结转移及预后的关系，供临床选

择手术治疗方案时参考，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期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病理科
通讯作者：谢文君，Ｅｍａｉｌ：ｘｘｒ１０３ｍｓ＠１６３．ｃｏｍ

间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收治的２２０例 ＰＴＣ患
者，均符合 ＰＴＣ的诊断标准，且手术治疗、病理诊断及
随访等资料完整。２２０例患者中，男性６９例，女性１５１
例；年龄１９～６５岁，平均（４５．５±９．０）岁；部位：左侧
１１２例，右侧８５例，峡部１０例，双侧１３例；肿瘤大小：
最大直径＜１ｃｍ者２９例，１～４ｃｍ者１４４例，＞４ｃｍ
者４７例；ＴＮＭ分期：Ⅰ期１５５例，Ⅱ期４０例，Ⅲ期１５
例，Ⅳ期１０例；病程１个月～１１年，平均（２０．０±５．９）
个月。所有患者均以甲状腺出现逐渐增大的结节为主

要表现，术前均行颈淋巴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均接

受甲状腺乳头状癌及Ⅰ期单侧或双侧中央区淋巴结清
扫术，术中均予以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切除组织均行病

理学组织学检查。

１２　ＰＴＣ病理组织学分型　常规病理取材，淋巴结按
Ⅰ～Ⅵ区取材，所有标本均经 ４％甲醛固定，石蜡包
埋，ＨＥ染色制片。按 ＷＨＯ（２００４）甲状腺和甲状旁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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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及遗传学分类标准［３］，由同一组２位副主任医师
分别诊断，根据切片的组织结构、细胞分化形态及间质

纤维反应等不同特点，共同确定病理组织学亚型，分

为：柱状细胞型、滤泡型、高细胞型、弥漫硬化型、微小

型、包膜外型等。

１３　随访　术后每隔１年随访患者１次，随访３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及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颈淋巴结转移　甲状腺乳头状癌各组织学亚型
的颈淋巴结转移情况如表１所示，可见在各组织学亚
型中，以包膜外型、滤泡型、弥漫硬化型的转移率较高，

分别为７８．９５％、７１．４３％及５８．８２％，显著高于柱状细
胞型 （４１．４６％）、高细胞型 （２９．４１％）、微小型
（２６．６７％），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５６～
８．１１，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

表１　各组织学亚型的颈淋巴结转移情况（ｎ，％）

组织学亚型 例数
颈淋巴结转移

有 无
转移率（％）

柱状细胞型 ８２ ３４ ４８ ４１．４６
滤泡型 ２１ １５ ６ ７１．４３
高细胞型 １７ ５ １２ ２９．４１
弥漫硬化型 ３４ ２０ １４ ５８．８２
微小型 １５ ４ １１ ２６．６７
包膜外型 １９ １５ ４ ７８．９５
其他 ３２ ６ ２６ １８．７５
合计 ２２０ ９９ １０１ ４５．００

２２　生存情况　所有患者术后均随访３年，甲状腺乳
头状癌各组织学亚型患者的生存情况如表２所示，可
见甲状腺乳头状癌各组织学亚型患者的平均病死率为

３．１８％。在各组织学亚型中，以包膜外型、弥漫硬化
型、滤泡型、柱状细胞型患者的病死率较高，分别为

１０．５３％、５．８８％、４．７６％及３．３３％，显著高于微小型、
高细胞型和其他类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２６～５．０２，Ｐ＜０．０５）。

表２　各组织学亚型患者的生存情况（ｎ，％）

组织学亚型 例数
生存情况

死亡 存活
病死率（％）

柱状细胞型 ８２ ２ ８０ ３．３３
滤泡型 ２１ １ ２０ ４．７６
高细胞型 １７ ０ １７ ０
弥漫硬化型 ３４ ２ ３２ ５．８８
微小型 １５ ０ １５ ０
包膜外型 １９ ２ １７ １０．５３
其他 ３２ ０ ３２ ０
合计 ２２０ ７ ２１３ ３．１８

３　讨　论
　　甲状腺乳头状癌是甲状腺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
约占全部病例的８０％ ～９０％，是指“可向滤泡细胞分
化的上皮性恶性肿瘤，具有典型的乳头和滤泡结构，以

及瘤细胞核的特征性改变”［４］。在临床病理诊断时，

应坚持以瘤细胞核的特征性改变作为诊断的要点，包

括瘤细胞的毛玻璃样核、核内假包涵体、深核沟［５］。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临床预后一般较好，但也有部

分患者局部侵犯严重，手术切除后容易复发，病情进展

迅速，陈福进等［６］研究认为这可能与甲状腺乳头状癌

的病理组织学亚型及其淋巴结转移有关。因此，在临

床工作中，甲状腺乳头状癌有无区域淋巴结的转移是

进行颈淋巴结清扫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据。甲状腺乳头

状癌包含多种病理组织学亚型，与１９８８年版 ＷＨＯ关
于甲状腺肿瘤病理组织学分类比较，２００４年版保留了
滤泡型、乳头状微小癌，弥漫硬化型、嗜酸细胞型、高细

胞和柱状细胞型，删除了包膜内型，增加了大滤泡型、

实体型、筛状型、乳头状癌伴筋膜炎样间质、乳头状癌

伴灶性岛状成分、乳头状癌伴鳞化或粘液表皮样癌、乳

头状癌伴梭形细胞和巨细胞癌、乳头－髓样癌联合型。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各组织学亚型中，以包膜外

型、滤泡型、弥漫硬化型的转移率较高，高于柱状细胞

型、高细胞型、微小型；而患者的近期死亡率趋势与此

分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以包膜外型、弥漫硬化型、

滤泡型、柱状细胞型患者的近期死亡率较高。这表明，

甲状腺乳头状癌颈淋巴结转移及近期死亡率与组织学

亚型相关，这可能与甲状腺组织自身免疫应答能够有

效控制甲状腺癌的分化、转移，降低复发率有关；而瘤

细胞的浸润性生长则破坏了其自身免疫应答功能，且

瘤细胞的分级越低，免疫应答功能越弱，转移的概率越

大。文献［７－９］研究认为，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瘤细胞主

要沿颈静脉淋巴干转移，因此 ＰＴＣ易出现中央区转
移，Ⅲ区转移率最高，其次为Ⅳ、Ⅱ、Ⅵ区，Ⅴ、Ⅰ区很
少。基于此认识，本研究未对淋巴结分区进行分析探

讨。亦有文献［１０］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淋巴结转移及

预后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大小、病程长短、局部侵犯

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因研究时限所限未对此进行分析

探讨，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可见甲状腺乳头状癌病理组织学亚型

与颈淋巴结转移及预后具有紧密的关系，在各组织学

亚型中，以包膜外型、滤泡型、弥漫硬化型的转移率较

高和预后较差，而包膜内型、微小型、高细胞型的转移

率较低和预后较好。因此，参照组织学亚型对术中进

行颈淋巴结清扫与否可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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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含莫西沙星的补救方案对根除 Ｈｐ的疗效分析
丁平，王选举，辛毅

摘要：目的　观察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对幽门螺旋杆菌（Ｈｐ）根除失败患者的补救治疗效果及根除率。方
法　入选者为经１４Ｃ呼气试验证实为Ｈｐ阳性患者１２７例，至少行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治疗１次以上，所有患者随
机分成２组，莫西沙星三联组６４例给予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莫西沙星＋阿莫西林＋雷贝拉唑）１４ｄ；标准三
联组６３例给予标准三联疗法（克拉霉素＋阿莫西林＋雷贝拉唑）１４ｄ。２组治疗结束后，停药１个月后复查１４Ｃ
呼气试验，比较２组患者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疗效及根除率。结果　莫西沙星三联组 Ｈｐ根除率９３．８％（６０／
６４），标准三联组Ｈｐ根除率７４．６％（４７／６３），２组Ｈｐ根除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均无严重的
副反应。结论　对幽门螺旋杆菌根除失败患者，给予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比标准三联疗法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三联疗法；幽门螺旋杆菌；补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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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超过半数的人群感染幽门螺旋杆菌（Ｈｅｌｉｃｏ
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Ｈｐ），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成为 Ｈｐ相关疾
病治疗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耐药菌株的发

生，标准的三联根除率在下降。目前全球推荐的一线

及常用治疗方案常不能获得满意的根除效果，并且随

时间的推移根除失败的比例逐年增加［１］。对于根除

Ｈｐ失败的患者，国内外学者均提出了不同的补救治疗
方法，疗效各异。现就我科采用含莫西沙星的补救疗

法对Ｈｐ根除失败患者的治疗情况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从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门诊及住院患者中选取１２７例符合入选条件者进入本
实验研究。入选标准：男女不限，经内镜检查为慢性胃

炎或消化性溃疡，曾经Ｈｐ根除治疗１次或以上，但未
用过莫西沙星，经１４Ｃ呼气试验证实为 Ｈｐ阳性。入选
病例无其他严重脏器疾病、药物过敏、胃及十二指肠手

术史和溃疡严重并发症，近两周内未服用过抗 Ｈｐ药
物。采用随机方法将１２７例患者分为２组：莫西沙星
三联组６４例，其中男性 ３８例，女性 ２６例，平均年龄
（３９．６０±５．２６）岁，其中 ５６例合并消化道症状
（８７．５％）。标准三联组６３例，男性３９例，女性２４例，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丁平，Ｅｍａｉｌ：８２９５８２８３＠ｑｑ．ｃｏｍ

平均年龄（３８．２０±４．６８）岁，５３例合并消化道症状
（８４．１％）。
１２　治疗方法　莫西沙星三联组予莫西沙星（０．４ｇ，
１次／ｄ，口服 ＋阿莫西林０．５ｇ，２次／ｄ，口服 ＋雷贝拉
唑１０ｍｇ，２次／ｄ，口服），连用１４ｄ；标准三联组给予克
拉霉素（０．５ｇ，２次／ｄ，口服＋阿莫西林０．５ｇ，２次／ｄ，
口服＋雷贝拉唑１０ｍｇ，２次／ｄ，口服），连用１４ｄ。
１３　疗效评定及安全性　停药４周后１４Ｃ呼气试验检
查Ｈｐ感染情况，观察根除效果；观察治疗后患者消化
道症状改善和缓解情况；记录治疗期间发生的任何不

良反应，描述其类型、发生时间、频率、严重程度、是否

需治疗、采取的措施、与治疗的关系及结果等。同时对

患者医嘱遵循情况分析患者服药依从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Ｈｐ根除情况　分别计算２组患者根除率，根除
率＝Ｈｐ阴性例数／治疗例数×１００％。治疗后，莫西沙
星三联组６４例患者中，６０例Ｈｐ阴性，获得成功根除，
根除率为９３．８％；标准三联组６３例患者中，４７例获得
成功根除，根除率为７４．６％（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症状缓解情况　对患者进行消化道症状缓解的
评估。治疗前，莫西沙星三联组６４例患者中有５６例
患者合并腹痛、腹胀等其他消化道症状，治疗后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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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６）的患者症状缓解；治疗前，标准三联组６３例患
者中有５３例患者合并腹痛、腹胀等其他消化道症状，
治疗后３９．６％（２１／５３）的患者症状缓解。２组患者的
消化道症状缓解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１　补救治疗后Ｈｐ根除情况

组别 例数 Ｈｐ阴性（例）Ｈｐ阳性（例）根除率（％）

莫西沙星三联组 ６４ ６０ ４ ９３．８
标准三联组 ６３ ４７ １６ ７４．６
总计 １２７ １０７ ２０

　　注：２组比较，χ２＝７．３８８４，Ｐ＜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　主要不良反应指腹痛、腹胀、返酸、嗳
气、恶心、呕吐腹部症状。２组均无其他明显不良反应
出现，只个别患者出现恶心、纳差等不良反应，无统计

学意义。同时我们对患者医嘱执行情况分析，２组患
者均未出现停药、减药、换药或更改疗程等不遵医行

为，依从性较高。

３　讨　论
　　自１９８３年Ｗａｒｒｅｎ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发现幽门螺旋杆菌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Ｈｐ）以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
胃肠疾病的认识。研究证实。幽门螺杆菌感染呈世界

范围分布，不同国家和民族感染率差异显著，中华医学

会消化病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在全
国进行了一项涉及全国１９个省市３９个中心的大规模
Ｈｐ感染率流行病学调查，全国各地感染率存在很大差
异，血清学阳性范围：４０％ ～９０％，平均为５９％，现症
感染率范围为４２％～６４％，平均为５５％。农村、贫穷、
教育程度低、卫生条件差、居住拥挤、儿童与父母同床、

口对口喂养婴儿及医务工作者（尤以消化科、内窥镜检

查医护人员、口腔科）等都是Ｈｐ感染的高危因素［２］。

Ｈｐ特异地寄生于胃黏膜黏液层下的上皮细胞表
面，可引起机体发生非特异性炎性反应和特异性免疫

反应［３］。因而，检测及根除 Ｈｐ已成胃肠疾病中极为
重要的步奏。目前我国抗Ｈｐ治疗方案参照２００７年庐
山共识提出的方案，对桐城共识提出了修改和补充。

ＰＰＩ三联７天疗法（ＰＰＩ＋２种抗生素）仍为首选一线治
疗方案。补救治疗时四联疗法（ＰＰＩ＋铋剂 ＋２种抗生
素）仍为首选。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在根除 Ｈｐ治疗
过程中约２０％感染患者不能得到有效根除。其原因
可能包括：①不规范治疗，不按国内外共识意见推荐的
方案、剂量和疗程进行治疗；②反复使用大环内酯类、
硝基咪唑类、喹诺酮类等耐药率高的抗生素；③患者依
从性差；④胃内细菌负荷大；⑤宿主 ＣＹＰ２Ｃ１９基因多
态性等，而耐药性往往是根除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华

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Ｈｐ学组一项涉及１６个省市关
于Ｈｐ耐药流行病调查和耐药原因分析，发现Ｈｐ对抗
生素的耐药率为：甲硝唑５０％～１００％（平均７３．３％），
克拉霉素 ０～４０％（平均 ２３．９％），阿莫西林 ０～

２．７％［４］。因此选择新的抗 Ｈｐ的药物组合以保证根
除率在临床有重要意义。

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 Ｈｐ耐药及根除失败后的
补救治疗进行了大量的临床研究［５－７］：序贯疗法、改良

序贯疗法、传统四联延长疗程法等手段都有所尝试。

所有这些研究中喹诺酮类药物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８］。莫西沙星是第四代喹诺酮类、第二代氟喹诺酮

类药物，该药能够抑制细菌拓扑异构酶Ⅱ和拓扑异构
酶Ⅳ的酶活性，通过与酶ＤＮＡ复合体相结合从而抑制
ＤＮＡ复制，从而引起细胞死亡［９］。较第一代喹诺酮类

药物而言，其对革兰阳性菌及厌氧菌谱更广，对革兰阴

性菌也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对 β内酰胺类和大环内
酯类抗生素耐药的细菌亦有效。同时莫西沙星与其他

药物无交叉耐药性，有利于联合用药。因此，近年来有

关莫西沙星根除Ｈｐ的研究越来越多，其抗Ｈｐ作用也
得到了广泛认可［１０－１２］。

基于以上基础，我们比较了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

法（莫西沙星 ＋阿莫西林 ＋雷贝拉唑）与标准三联疗
法（克拉霉素＋阿莫西林＋雷贝拉唑）在Ｈｐ根治中的
效果和安全性。本研究中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根除

率为９３．８％，主要不良反应为恶心、纳差等消化道症
状，无特殊严重不良反应出现。同时我们对患者消化

道症状缓解率进行了评估，莫西沙星三联组５６例患者
中３５．７％的患者症状缓解。

患者的药物依从性为影响 Ｈｐ根除与否的另一重
要因素，包含的药物较多（尤其是二线治疗方案或四联

方案）、疗程太长、服药不方便、治疗太繁琐、药费昂贵、

药物的副作用等影响了患者的依从性。从我们对患者

医嘱执行情况可分析，纳入研究的所有患者均未出现

停药、减药、换药或疗程不够等不遵医嘱情况，依从性

较高。从上述结果看，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符合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Ⅲ共识中理想的 Ｈｐ根除方案安全、有效
（根除率 ＞９０％）、简便、经济的要求，可作为 Ｈｐ根除
失败患者补救治疗方案供临床参考。当然，莫西沙星

对Ｈｐ感染的治疗作用还有待于更多临床观察，其治
疗效果也需得到更多临床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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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器Ⅰ期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分析及防治对策
朱莉莉，杨灵君，郑金满

摘要：目的　探讨皮肤软组织扩张器（Ｓｋｉｎ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ｅｘｐａｎｄｅｒ，ＳＴＥ）Ⅰ期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影响因素及相应
防治措施。方法　回顾性随机选取的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浙江省台州医院使用 ＳＴＥ治疗的患者９８例共
２０６个ＳＴＥ，将ＳＴＥ分别按性别、年龄、埋置部位及Ⅰ期植入 ＳＴＥ数量分组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２０６个 ＳＴＥ中
４２个发生Ⅰ期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２０．４％，其中扩张器外露发生率最高，为 １４．６％，其次依次为：血肿
１１．２％、感染８．７％，注水困难８．３％、切口裂开５．３％、漏水４．４％，坏死３．４％。并发症发生与性别无关；年龄越
高，Ⅰ期植入ＳＴＥ的数量越多，并发症发生机率越大；埋置部位影响并发症发生，耳后、面颈部是并发症的易发部
位。结论　针对上述危险因素采取相应防治措施有望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手术效果。
关键词：组织扩张术；扩张器；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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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ｉｓｓｕ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Ｅｘｐａ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皮肤软组织扩张术早在１９５７年就由 Ｎｅｕｍａｎｎ应
用于临床，但直到１９７６年Ｒａｄｏｖａｎ发明可控式皮肤软
组织扩张器（ｓｋｉｎ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ｅｘｐａｎｄｅｒ，ＳＴＥ）后才获得推
广，我国关于软组织扩张术的报道最早在１９８５年。皮
肤软组织扩张术能提供与受区组织色泽、质地、厚度相

近的皮肤组织，而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供区的损

害，对体表器官缺损、先天性畸形、瘫痕修复等达到前

所未有的治疗效果［１］，被誉为继显微外科技术之后的

又一里程碑。随着皮肤软组织扩张术的广泛应用，扩

张术相关并发症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外研究显示其

发生率高达５０％ ～６０％［２］，严重影响手术治疗效果。

为进一步明确ＳＴＥⅠ期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影响因
素及相应防治措施，本研究统计分析了 ９８例患者的
２０６个ＳＴＥ的相关资料，阐述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随机选取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１２
年１月我院使用ＳＴＥ治疗的患者９８例、２０６个ＳＴＥ，其
中男性５３例、１１６个ＳＴＥ，女性４５例、９０个ＳＴＥ。年龄
４～５６岁。植入面部５２个，四肢４２个，颈部３９个，躯
干３７个，头部２７个，耳后９个，一次性植入扩张器数
量最多为 ６个。治疗疾病包括瘢痕 ４４例，秃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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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管瘤１０例，先天性巨痣９例，器官缺损９例（乳
房４例，耳廓３例，舌２例），肿瘤８例，其他７例等。
１２　材料和方法　所用扩张器均为浙江省余姚市久
盛硅橡胶制品厂生产，形状包括圆形、肾形、长方形，圆

柱形等，容积３０～７００ｍｌ不等。术前严格按照病变区
面积及部位选择最适的扩张器。于病变区取与扩张器

长轴平行切口长约３～８ｃｍ，均匀剥离手术层面，注意
轻柔操作避免伤及浅层神经血管［３］，头部在帽状腱膜

下进行剥离，面部在ＳＭＡＳ筋膜浅面，颈部放置在颈阔
肌浅层，为方便扩张器植入及充分展平，剥离范围应超

出扩张囊周边约０．５～１．０ｃｍ。将扩张器均匀平展于
腔隙内，术区常规放置负压引流，分层缝合切口。术后

早期适当加压包扎，常规抗炎３～５ｄ，术后２～３ｄ拔
除引流管，７～１４ｄ拆线。一般于术后１０～１４ｄ开始
注水，每次注水量约为扩张器容积的１０％ ～１５％，一
周注水２次，２～３个月完成扩张，扩张至所需容量后
等待１～２周再行Ⅱ期手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６．０对所收
集２组间计数数据进行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以扩张器个数为统计对象，２０６个ＳＴＥ中４２个发
生Ⅰ期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２０．４％，其中扩张器
外露发生率最高，共３０个占总并发症１４．６％，其次依
次为：血肿２３个占１１．２％，感染１８个占８．７％，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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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１７个占８．３％，切口裂开１１个占５．３％，漏水９
个占４．４％，坏死７个占３．４％。其中３１例发生２种
以上并发症。

扩张器Ⅰ期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分析：①组织扩
张过程中并发症的发生与性别无关。②以１８岁为界
分层分析，成年（≥１８岁）患者较未成年（＜１８岁）患
者并发症发生率高（Ｐ＝０．０２０＜０．０５）；③Ⅰ期植入
ＳＴＥ的数量越多，发生并发症的机率越大。④ＳＴＥ埋
置部位的不同对并发症的发生存在影响，耳后、面颈部

等是并发症的易发部位。详见表１。
表１　扩张器Ⅰ期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并发症

有 无

并发症

发生率（％）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性 １９ ９７ １６．４ ２．６２５ ０．１０５
女性 ２３ ６７ ２５．６

年龄 未成年（＜１８岁） ７ ５８ １０．８ ５．４１３ ０．０２０
成年（≥１８岁） ３５ １０６ ２４．８

部位 耳后 ３ ６ ３３．３ １１．５５３ ０．０４１
颈部 １２ ２７ ３０．７
面部 １５ ３７ ２８．８
头部 ２ ２５ ７．４
躯干 ５ ３２ １３．５
四肢 ５ ３７ １１．９

扩张器置入数量 １ ８ ５６ １２．５ ９．５７０ ０．０２３
２ ９ ５０ １５．２
３ １３ ３７ ２６．０

≥４个 １２ ２１ ３６．４

３　讨　论
　　皮肤软组织张扩术可提供与受区组织相近的皮肤
组织，可用于不同部位皮肤缺损修复，且对供区组织损

伤少，因而具有广泛临床应用价值，同时其也具有一些

不足之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Ⅰ期术后并发症，国外报
道可高达５０％～６０％［２］，国内报道稍低，约为１０％ ～
４０％［４］，本研究数据显示发病率为２０．４％，与国内报
道［５］的１６．４％较为接近。本研究中２０６个 ＳＴＥ共发
生４２例并发症，其中扩张器外露发生率最高，占总并
发症的１４．６％，其次依次为：血肿１１．２％、感染８．７％，
注水困难８．３％、切口裂开５．３％、漏水占４．４％，坏死
３．４％。

关于并发症影响因素研究分析，参照有关文献［６］，

我们选择了性别、年龄、扩张器置入部位及置入数量进

行研究。结果显示，本研究数据男、女性并发症发生率

分别为１６．４％、２５．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并发
症的发生与性别无关。关于年龄的研究，我们以１８岁
为界分成未成年及成年２组，结果未成年（＜１８岁）
组、成年（≥１８岁）发生率分别为１０．８％、２４．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０），为此，年龄偏大的患者
我们应提高警惕，术前充分评估全身一般情况及局部

组织情况，手术指证可适当缩窄，术中规范操作、术后

加强护理，尽量消除可控不良因素影响［７］。

关于置入部位对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我们对比

分析了耳后、颈部、面部、头部、躯干及四肢６个部位并
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６部位发生率分别为：３３．３％、
３０．７％、２８．８％、７．４％、１３．５％及１１．９％，统计分析发
现，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１），组间比较发

现，耳后、面颈部与其余组有统计学差异，头部与其余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提示我们：耳后、面颈部等是并

发症的易发部位，而头部并发症发生率最低。进一步

分析原因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耳后及面颈部皮肤组

织相对薄、紧，可扩张性差，置入扩张器注入后扩张后

压力相对大，容易出现皮肤裂开、坏死、破溃、扩张器外

露等并发症［８］。另外，面部血运丰富，止血不彻底易出

现血肿并导致感染，耳后区毛发多，操作空间小，因而

手术难度相对大，易出现并发症。为此，耳后及面颈部

区域扩张速度要放慢，严格规范操作，止血彻底。

关于扩张器置入数量对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本

研究将置入数量分为１、２、３及≥４个４组进行研究分
析，结果４组发生率分别为：１２．５％、１５．２％、２６．０％及
３６．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Ⅰ期植入ＳＴＥ的数
量越多，发生并发症的机率越大，尤其是≥４个。这一
结论也不难解释，理论上讲Ⅰ期植入扩张器的数量越
多，手术就越复杂，手术时间也就越长，失血量也会相

应增加，创面暴露延长，创面感染机会增加，对病人创

伤加大，另外，扩张器的数量多，术后护理难度也相应

加大［９］，因而术后更易出现并发症。因而选择扩张器

时，要尽量使用大容量扩张器，可放置一个大容量扩张

器情况下，不要选择放置多个较小扩张器［１０］。

综上所述，扩张器Ⅰ期术后易发生并发症，年龄
大、扩张器置入耳后或面颈部及置入数量多可增加并

发症发生。针对上述危险因素，术中尽量减少扩张器

植入数量，耳后、面颈部注意放慢注水速度，年长者严

格术前准备、术中操作、术后护理及注水等环节，可减

少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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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的变化分析
吴文俊，项松英，沈飞霞，陈以勒，郑乐群

摘要：目的　肠道菌群的稳定与否不仅在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往往与某些疾病密切相
关。通过了解本地区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变化情况，并分析不同生活方式对其的影响，为更全面控制该
病奠定基础。方法　收集２２０例２型糖尿病患者（纳入标准符合２０１０年美国糖尿病协会诊断标准）和１２０例健
康人群的新鲜粪便，利用稀释平板计数法和快速细菌鉴定法对双歧杆菌、肠杆菌科细菌、拟杆菌、乳酸杆菌、肠球

菌和酵母菌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结果　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中双歧杆菌显著减少（ｔ＝１７．２６６，Ｐ＜
０．０５），肠球菌和大肠杆菌显著增多（ｔ＝７．６９０，Ｐ＜０．０５；ｔ＝２０．８８５，Ｐ＜０．０５）。抗生素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肠道菌
群均有影响，主要受影响的细菌为益生菌菌群，其中又以亚胺培南和第３代头孢菌素的影响较大。日常生活习惯
中，吸烟、饮用白酒显著减少肠道益生菌的数量（吸烟：双歧杆菌 ｔ＝２２．１４１，Ｐ＜０．０５，乳酸杆菌 ｔ＝１８．５０２，Ｐ＜
０．０５；饮酒：双歧杆菌Ｆ＝２４４．３４３，Ｐ＜０．０５，乳酸杆菌 Ｆ＝６５７．４００，Ｐ＜０．０５），而高纤维膳食则利于肠道益生菌
的生长（双歧杆菌ｔ＝１３．７８７，Ｐ＜０．０５，乳酸杆菌 ｔ＝１５．７５４，Ｐ＜０．０５）。结论　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中，除
控制血糖外，采用一系列措施（如合理使用抗生素、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以及戒烟限酒等）恢复肠道菌群也至关

重要，有助于提高糖尿病的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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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成年人肠道菌群主要分布在结肠，含量最多
的为益生菌如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其次为条件致病

菌如肠球菌、大肠杆菌和拟杆菌等，同时还含有少量的

致病性细菌如铜绿假单胞菌、变形杆菌、葡萄球菌和梭

状芽孢杆菌等。肠道菌群的生物学功能主要包括：维

持肠道的正常结构和生理功能，拮抗病原微生物的定

植，刺激机体免疫功能［１－２］。因此，肠道菌群在维持人

体正常生理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

肠道菌群的构成受到一些因素影响，如年龄、血糖

等［３－４］。同时，肠道细菌失调与多种消化道疾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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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腹泻、便秘、肠易激综合征、炎症性肠病等，而且会诱

发肥胖、心血管病、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等肠外疾

病［５－７］。因此，充分了解肠道菌群的功能和生物学意

义，对于人群特别是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儿童人群

的健康极为重要。了解其肠道菌群变化情况，分析生

活习惯对菌群变化的影响，有助于寻找合适的治疗或

保健手段。因此，本研究分析了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年
２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分析其
肠道菌群的变化，重点了解某些生活习惯对菌群改变

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内分泌科住院的老年２型
糖尿病患者２２０例，符合２０１０年 ＡＤＡ（美国糖尿病协
会）糖尿病诊断标准，其中男性１３０例，女性９０例，年
龄５１～６５岁，均无消化道疾病史，同时填写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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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群１２０例，男性６６例，女性５４例，年龄４４～６９
岁。老年糖尿病患者中，有１８０人住院期间使用抗生
素，其中男性９５例，女性８５例，年龄５５～６２岁，抗生
素使用时间为７～１５ｄ。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调查所采取操作经医院伦理办公室同意。

１２　标本采集　取新鲜粪便约３０ｇ，置于无菌干燥采
便器内，３０ｍｉｎ内送检。
１３　标本检测　称取０．１ｇ粪便，加入０．９ｍｌ稀释
液，用振荡器制匀浆后，倍比稀释至１０－８，分别于合适
的稀释度取标本液５０～１００μｌ，用折角棒涂抹于不同
培养基上，对目标菌进行定量、定性检测。不同细菌的

鉴定方法参照傅朝晖等［８］的方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两
两比较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计数资料的分析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老年糖尿病患者与健康老年人之间菌群的差
别　２组人群的具体检测结果见表１。与健康老年人
相比，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肠道菌群的构成明显不同。

主要表现为益生菌双歧杆菌减少，而某些条件致病菌

（大肠杆菌、肠球菌）增多，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具有

统计学意义（双歧杆菌：ｔ＝１７．２６６，Ｐ＜０．０５；大肠杆
菌：ｔ＝７．６９０，Ｐ＜０．０５；肠球菌：ｔ＝２０．８８５，Ｐ＜０．０５）。
２２　抗生素使用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本次调查中有
８１％的老年糖尿病患者（１８０／２２０）需使用抗生素，而
抗生素的应用对肠道菌群有一定影响。因此，本研究

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抗生素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

的影响。如表２所示，抗生素使用后，受影响较大的为
益生菌菌群。抗生素使用前后益生菌显著减少（双歧

杆菌：ｔ＝１８．１１４，Ｐ＜０．０５；乳酸杆菌：ｔ＝１０．０５１，Ｐ＜
０．０５）。对不同抗生素对益生菌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
抗生素中以亚胺培南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头孢噻肟，各

种抗生素对益生菌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双歧

杆菌：Ｆ＝５４７．７９７，Ｐ＜０．０５；乳酸杆菌：Ｆ＝２７９．９７５，Ｐ
＜０．０５）。
２３　生活方式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糖尿病的控制以
综合性策略为指导思想，其中日常生活方式的控制是

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从生活方式中寻找潜在的危险因

素和有利因素，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因素对老年

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主要从生活习惯和饮食

构成方面进行分析。生活习惯方面选取吸烟、饮酒和

晨练与否进行分析。有长期吸烟史的老年糖尿病患者

（每天１包以上）７０人，其肠道菌群异常率为３１．４％
（２２／７０），显著高于非吸烟人群的１０．７％（１６／１５０），χ２

＝１４．３９８，Ｐ＜０．０５。按饮酒与否和酒的性质分为饮用
白酒、红酒和非饮酒。本研究发现，饮用白酒组异常率

为３０．９％（１７／５５），显著高于饮用红酒组的１５．０％（６／
４０）和非饮酒组的 １２．０％（１５／１２５），χ２＝９．７３４，Ｐ＜

０．０５。晨练与否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异常率
分别为１７．８％（２５／１４０）和１６．３％（１３／８０），两者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９２，Ｐ＞０．０５）。按饮食结
构不同将老年糖尿病患者分为高纤维膳食人群和非高

纤维膳食人群，前者食物中蔬果类和粗粮约占饮食干

重的４０％以上。本研究发现高纤维膳食人群的菌群
异常率为１０．６％（９／８５）显著低于非高纤维膳食人群
的２１．５％（２９／１３５），χ２＝４．３３１，Ｐ＜０．０５。

表１　老年糖尿病患者与健康人群肠道菌
群检测结果（ｌｏｇＮ／ｇ粪便）

组别 例数 大肠杆菌 双歧杆菌 乳酸杆菌 酵母菌 肠球菌

糖尿病组 ２２０ １０．２±０．８ ８．２±０．５ ７．４±０．７ ３．７±０．９ ８．１±０．６
健康人群组 １２０ ８．４±０．７ １０．１±０．６ ７．７±０．６ ３．５±０．７ ７．０±０．４

表２　不同抗生素对老年糖尿病患者
菌群的影响（ｌｏｇＮ／ｇ粪便）

抗生素种类 时间
细菌类型

大肠杆菌 双歧杆菌 酵母菌 肠球菌 乳酸杆菌

氨苄青霉素 使用前 １０．１±０．５ ８．０±０．５ ３．７±０．８ ８．１±０．５ ７．３±０．７
使用后 ９．９±０．８ ７．５±０．５ ３．５±０．８ ７．５±０．５ ６．９±０．５

头孢他定 使用前 １０．２±０．７ ８．１±０．６ ３．６±０．９ ８．２±０．６ ７．５±０．７
使用后 ９．４±０．７ ６．２±０．５ ３．５±０．７ ７．４±０．６ ６．０±０．４

头孢噻肟 使用前 ９．９±０．６ ８．０±０．６ ３．５±０．６ ８．０±０．６ ７．４±０．６
使用后 ９．０±０．６ ５．８±０．５ ３．４±０．９ ７．５±０．６ ５．４±０．２

氧氟沙星 使用前 １０．１±０．７ ８．２±０．３ ３．６±０．７ ８．０±０．４ ７．４±０．６
使用后 ６．４±０．５ ６．５±０．５ ３．７±０．５ ７．５±０．５ ６．２±０．４

亚胺培南 使用前 １０．２±０．７ ７．９±０．７ ３．９±０．４ ８．０±０．７ ７．３±０．７
使用后 ９．２±０．８ ５．４±０．５ ３．６±０．６ ７．５±０．４ ５．５±０．３

依米替星 使用前 ９．９±０．７ ８．０±０．６ ３．７±０．５ ７．９±０．６ ７．５±０．５
使用后 ９．２±０．７ ７．９±０．５ ３．５±０．８ ８．０±０．４ ７．０±０．６

罗红霉素 使用前 １０．０±０．７ ７．９±０．５ ３．４±０．８ ７．８±０．５ ７．４±０．３
使用后 ９．７±０．５ ７．５±０．５ ３．５±０．７ ７．９±０．６ ６．９±０．５

替硝唑 使用前 １０．１±０．７ ８．１±０．４ ３．６±０．５ ７．９±０．４ ７．３±０．２
使用后 ９．９±０．７ ７．２±０．４ ３．６±０．７ ７．５±０．６ ６．５±０．６

３　讨　论
　　肠道微生态与人的寿命、健康密切相关，构成肠道
微生态的已知细菌多达５００余种，包括厌氧菌、需氧
菌、兼性厌氧菌、真菌等。正常情况下，这些微生物相

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保持数量和比例的稳定，共同维

持肠道的微生态平衡，对人体的营养吸收、免疫调节等

生理功能有重要作用，也对一些代谢性疾病和消化道

肿瘤等具有一定拮抗作用［４，９］。已有研究表明，许多

消化道外的疾病可以引起肠道菌群的改变，从而引起

一系列的并发症，糖尿病就是其中之一，在许多地区的

调查报告中均有所揭示［１０］。因此，为了了解本地区老

年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的变化情况，本研究分析了老

年糖尿病患者和健康老年人之间的差异，并对一些生

活方式对其的影响进行分析。

从肠道菌群构成情况可以看出，老年糖尿病患者

的构成与健康老年人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以益生菌减

少、条件致病菌增多为主要表现。这也与其他研究人

员的报道一致［１０－１１］，提示这一现象的普遍性。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与糖尿病的代谢紊乱有关。糖代谢

的紊乱引起肠道内环境的改变（包括 ｐＨ值、氧浓度、
糖类构成比例等），进而造成对环境改变耐受性差的益

生菌明显减少。益生菌的减少又进一 （下转第７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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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帕金森病认知功能障碍的筛查及恩必普治疗的临床观察
张扬，陈为安，毕涌，杨学志，张旭

摘要：目的　筛查帕金森初诊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患病率，观察恩必普胶囊对帕金森病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１２０例门诊帕金森病初诊患者，采用 ＭＭＳＥ评分进行认知功能障碍筛查，有认知功能障碍者５６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２８例。对照组仅采用普拉克索片治疗方案（第１周剂量为０．１２５ｍｇ，３次／ｄ；
第２周剂量０．２５０ｍｇ，３次／ｄ），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恩必普胶囊治疗（２００ｍｇ／次，３次／ｄ，疗程８周）。治疗前
后行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ＭＭＳＥ）评分。结果　１２０例门诊初诊帕金森病患者中，有认知功能障碍者５６
例，４２例存在轻度认知功能障碍（３５％），１４例诊断为痴呆（１１．７％）；对照组用药前 ＭＭＳＥ评分为２１．１±１．４，治
疗后第４周为２２．３±１．６，第８周为２２．７±２．２，治疗前后ＭＭＳＥ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用药
前ＭＭＳＥ评分为２０．７±２．８，治疗后第４周为２２．３±１．６，第８周为２２．７±２．２，ＭＭＳＥ评分较治疗前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帕金森病患者中认知功能障碍常见，在疾病早期，其患病率也较高，恩必普胶囊能
明显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

关键词：帕金森病；认知功能障碍；筛查；恩必普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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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ｉｎＰ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Ｄｌ３ｂｕｔ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ｉｎｄｅ

　　原发性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是一种
常见于中老年的慢性、进行性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病理学改变主要为路易体形成、突触核蛋白沉积和黑

质多巴胺神经元缺失，临床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动迟

缓、肌张力增高及姿势平衡障碍。除了运动症状外，帕

金森病患者还表现出抑郁、嗅觉障碍、睡眠障碍及认知

功能障碍等非运动症状，而认知功能障碍如注意力、执

行功能和视空间及记忆能力常常明显受损，ＰＤ患者可
出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ＰＤ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ＰＤＭＣＩ），并进一步发展为痴呆（ＰＤｗｉｔｈｄｅｍｅｎ
ｔｉａ，ＰＤＤ）［１］。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认
为可能与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遗传及环境因素

有关。目前对 Ｐ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较多，但
目前尚无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对恩必普的作用研

究中发现，其具有保护线粒体功能、清除氧自由基等作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州市科技局资助项目（Ｙ２０１２０００５）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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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张旭，Ｅｍａｉｌ：ｄｒｚｈａｎｇｘｕ＠ｌｉｖｅ．ｃｎ

用而对神经细胞具有保护作用［２］。近来有研究发现，

针对线粒体治疗可能有助于改善 ＰＤ的认知功能障
碍［３］，因此，笔者对我院门诊的ＰＤ患者用ＭＭＳＥ量表
进行认知功能障碍的筛查，并观察恩必普胶囊治疗ＰＤ
合并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以期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２０例患者为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
４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二科门诊首次
诊断为ＰＤ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 ＰＤ诊断标准：患者
必须存在至少２个下列主征：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
肌强直和姿势步态障碍；且至少要包括前两项其中之

一。排除脑血管病、脑炎、脑外伤、中毒等继发性和帕

金森叠加综合征。其中男性 ７２例，女性 ４８例，年龄
（６２．７±８．９）岁，病程（１．３±０．７）年。
１２　研究方法　我科医生经过严格培训后，采用简易
精神状态量表（ＭＭＳＥ）测定 ＰＤ患者的认知功能。由
我院精神科专科医生进行测试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ｔｈｅ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ＭＤ）评分大于 ２０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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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抑郁会影响神经心理测量的评分）。

１２１　ＰＤＭＣＩ诊断标准　采用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等提出的
ＭＣＩ诊断标准并加以修订：①主观感觉记忆力减退，并
经知情者证实；②客观检查存在ＭＣＩ的证据，如ＭＭＳＥ
评分中学以上文化程度２５～２７分，小学２１～２４分，文
盲１８～２０分；③总体认知分级量表轻度异常；④日常
生活能力基本保持正常；⑤不符合痴呆的诊断标准；⑥
除外痴呆或任何可以导致脑功能紊乱的躯体和精神疾

患；⑦病程＞３个月。
１２２　ＰＤＤ的诊断标准［４］　①符合 ＰＤ诊断标准；②
缓慢进展的认知障碍，且此认知障碍足以影响患者的

日常生活能力；③ＭＭＳＥ评分中学以上文化程度 ＜２５
分，小学＜２１分，文盲＜１８分；④排除由系统或代谢性
疾病引起的抑郁及精神障碍、药物的副作用或其他有

锥体外系症状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１２３　给药方法　所有符合 ＰＤＭＣＩ或 ＰＤＤ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对照组使用普拉克索片（德国

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生产）治疗（第１周剂量为 ０．１２５
ｍｇ，３次／ｄ；第２周剂量０．２５０ｍｇ，３次／ｄ。治疗组在
此基础上加用恩必普胶囊（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

公司）２００ｍｇ／次，３次／ｄ，疗程 ８周。其中治疗组 ２８
例，男性２０例，女性 ８例，年龄 ５４～６５岁，平均年龄
（６１．９２±２．９３）岁；对照组２８例，男性１９例，女性 ９
例，年龄５７～６５岁，平均年龄（６２．７４±３．８０）岁；２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４　安全性评估　用药前后均进行血常规、肝肾功
能、电解质及血糖、尿常规检查。

１２５　疗效评定　由我科医生经统一培训后在治疗
前、治疗后４周、治疗后８周对患者进行简易精神状态
量表（ＭＭＳＥ）评分。
１３　不良反应　观察患者服药后的不良反应及肝肾
功能、血糖等实验室指标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治疗前后数据变化采用 ｔ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１２０例患者，ＭＭＳＥ平均得分２２．９５
±４．５９，６４例无认知功能障碍（５３．３％），４２例存在轻
度认知功能障碍（３５．０％），１４例诊断为痴呆（１１．
７％）。
２２　临床疗效　以用药前后 ＭＭＳＥ评分评判。从表
１可以看出，治疗组用药后４周起评分有明显的改善，
ＭＭＳＥ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对照组未见明显改
变（Ｐ＞０．０５），治疗后８周，治疗组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安全性分析　用药后２周３例出现肝功能轻度
异常，谷氨酸转氨酶、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小于正

常值３倍，继续应用２周后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范围。
１例出现头晕，患者要求停药，予停用。其余检查指标
在用药前后无明显变化。

表１　２组ＰＤ患者恩必普治疗前后ＭＭＳＥ量表评分（ｘ±ｓ）

组别 例数 用药前 治疗后４周 治疗后８周

治疗组 ２８ ２０．７±２．８ ２３．６±１．４ａ ２５．４±１．９ｂ

对照组 ２８ ２１．１±１．４ ２１．４±２．０ ２２．７±２．２
ｔ值 ０．０００ ４．６８４ ６．５２７
Ｐ值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ＰＤ患者除了表现为运动障碍，往往合并有非运动
症状，如认知功能障碍，包括轻度认知功能障碍（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ＰＤＭＣＩ）和 痴 呆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ＰＤＤ）。ＭＣＩ被定义为正常和痴呆之间的过渡状态，表
现为主观或客观的认知功能受损而日常活动功能正

常。近年来，ＰＤ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
越来越多的重视。Ａａｒｓｌａｎｄ等研究发现，挪威帕金森
病初诊患者ＰＤＭＣＩ发生率为１９％［５］，而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等研
究ＰＤＭＣＩ发生率为３４％［６］，这种差异可能与选用不

同的诊断标准有关。国外有研究发现服用多巴胺药物

或激动剂对认知功能有影响，故本研究选取 ＰＤ初诊
患者，以排除药物可能的影响，目前对 ＰＤ认知功能障
碍的临床诊断标准多采用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修正标准，该标准
被广泛应用于有关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和新药的

临床试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在 ＰＤ患者中，认知功
能障碍非常普遍。目前我国对 ＰＤ认知障碍研究较
少，我们采用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修正标准，并参照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等［７］采用 ＭＭＳＥ筛查 ＰＤ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研究
表明，３４．７％的 ＰＤ患者伴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１１．
６％的ＰＤ患者伴有痴呆。

ＰＤ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
少量的病理学研究发现，ＰＤ认知障碍的神经病理改变
异质性较大，多表现为边缘叶或大脑新皮层路易体形

成、弥漫性淀粉样沉积及 ＤＡ神经元缺失。大量的研
究表明，线粒体功能障碍在 ＰＤ认知功能障碍中可能
起着重要的作用［８］，可能包括以下机制：①氧化应激及
氧自由基导致线粒体损伤；②线粒体依赖凋亡分子路
径的激活；③线粒体燃料泵的抑制；④特定的基因突
变。另外，也有学者研究认为［９］，影响大脑皮层的几种

神经递质通路也参与了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过程：①
多巴胺能、去甲肾上腺素能、５羟色胺能及胆碱能神经
递质神经通路；②突触；③皮层代谢状态；④氧化损伤；
⑤基因转录异常；⑥蛋白表达障碍；⑦脂质过度沉积；
⑧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功能障碍导致皮层细胞发生自
噬。目前，尚未发现对线粒体功能显著有效的药物。

肌酸、辅酶Ｑ１０等药物在临床上应用都未取得明显的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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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必普是我国开发的第１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脑血管领域的药物，研究表明具有保护线粒体功能、改

善微循环和减轻神经功能损伤的功能。其机制可能是

通过提高脑血管内皮ＮＯ和ＰＧＩ２的水平，降低细胞内
钙浓度，抑制谷氨酸释放，降低花生四烯酸含量，抑制

氧自由基和提高抗氧化酶活性等机制作用于脑缺血所

致的多个病理环节。国内多个研究表明，恩必普对血

管性痴呆患者有显著的疗效。而国内王红梅等研究表

明［１０］，恩必普通过抑制细胞内活性氧（ＲＯＳ）介导的自
噬性死亡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李秋霞等研究提示［１１］，

恩必普能提高血管性痴呆大鼠海马区突触素Ｐ３８及生
长相关蛋白４３基因及其蛋白的表达而改善其认知功
能。而恩必普胶囊对于在 ＰＤ伴有认知功能障碍的临
床上的应用，国内外尚无相关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

２８例伴有认知功能障碍的ＰＤ初诊患者，治疗４周及８
周后，ＭＭＳＥ评分均明显改善，提示恩必普能够改善
ＰＤ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在本临床研究中，仅３例患
者出现肝功能轻度异常，１例出现头晕症状。继续应
用则肝功能转为正常范围，显示其临床应用安全性较

高，副作用较少。

本临床研究观察其对 Ｐ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疗
效和不良反应，表明对认知功能的改善有显著性影响，

疗效是肯定的。但因该药在治疗中与普拉克索同时应

用，尽管疗效明显优于单纯普拉克索组，但单独用药的

疗效有待在今后应用中进一步观察和总结。

总之，本研究表明，ＰＤ伴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治疗中联合应用恩必普，可以有效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障碍，且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但由于

样本量较少，其疗效的准确评估有待于扩大样本量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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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慢性腰腿痛与骨质疏松的临床研究
陈小刚，吕一

摘要：目的　分析骨质疏松与腰腿痛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年间收治的１１０例慢性腰腿痛患者并作为实验组，健康的对照组１２０例，２组年龄范围５０～６６岁。
应用单光子骨矿测定仪器对患者进行骨密度指标的检测，主要的检测指标有骨矿含量（ＢＭＣ）、横径（ＢＷ）、骨密
度（ＢＭＣ／ＢＷ）的数值。结果　实验组骨密度正常者 ４４例，减低者 ６６例，占 ６０％，其中男性 ３６例，骨密度为
（０．６０５±０．０５２）ｇ／ｃｍ２；女性３０例，骨密度为（０．５０１±０．０３１）ｇ／ｃｍ２；对照组男性７１例，骨密度为（０．７９９±０．０４８）
ｇ／ｃｍ２；女性４９例，骨密度为（０．６９８±０．０３９）ｇ／ｃｍ２，２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实验组患者经治疗
后症状明显减轻或消失，骨密度含量明显增加，说明慢性腰腿痛与骨密度有一定关系。结论　骨质疏松会使骨密
度含量下降，造成患者腰腿疼痛等症状。及时地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骨密

度。

关键词：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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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症是中老年人中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近年来发病率逐年增高［１］。近年来，随着人均寿命的

延长，该病的发病人群迅速增长，已经成为危害人体健

康的主要疾病之一，仅次于心脑血管等疾病。该病主

要的症状是胸部、背部、腰腿部疼痛，严重者并发病理

性骨折，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２］。笔者搜集本院

收治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分析骨质疏松与腰腿疼痛的

关系，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月本院
收治的１１０例慢性腰腿痛患者作为实验组，健康的对
照组１２０例，年龄范围５０～６６岁，平均６１．５岁。２组
患者在年龄、病程、疼痛评分、女性的平均绝经年龄及

年限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主要参照卫生部颁布的关于骨质疏
松症的诊断标准：①患者全身乏力，主要表现为严重的
腰腿部疼痛并进行性加重，轻微外伤可致病理性骨折；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５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伤科
通讯作者：陈小刚，Ｅｍａｉｌ：ｚｓｇｋｃｘｇ＠１６３．ｃｏｍ

②脊椎后突畸形；③骨密度检测阳性征象。排除标准
主要是继发性的骨质疏松疾病：①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多发性骨髓瘤、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等所致继发性骨

质疏松症；②长期使用雌激素、钙制剂等影响骨代谢药
物；③合并严重的心、肝、肾病变及造血系统、内分泌系
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造成骨质代谢紊乱等并发症。

应用单光子骨矿测定仪器对患者进行骨密度指标的检

测，主要的检测指标有骨矿含量（ＢＭＣ）、横径（ＢＷ）、
骨密度（ＢＭＣ／ＢＷ）的数值。

２　结　果
　　实验组骨密度正常者 ４４例，减低者 ６６例，占
６０％，骨密度减低者中男性３６例，骨密度为（０．６０５±
０．０５２）ｇ／ｃｍ２；女性３０例，骨密度为（０．５０１±０．０３１）ｇ／
ｃｍ２。对照组男性７１例，骨密度为（０．７９９±０．０４８）ｇ／
ｃｍ２；女性４９例，骨密度为（０．６９８±０．０３９）ｇ／ｃｍ２，２组
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实验组患者经治
疗后症状明显减轻或消失，骨密度含量明显增加。说

明慢性腰腿痛与骨密度有直接的关系。

３　讨　论
３１　骨质疏松症状机制　研究发现骨质疏松是指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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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低下，骨微结构破坏，骨强度降低，骨脆性增加，且易

于发生骨折的代谢性疾病［３－４］。从细胞微观结构分析

发现，骨质疏松进展过程中，骨细胞吸收不断增加，骨

矿质含量严重丢失，骨小梁变薄变细、穿孔，影像学发

现骨皮质变薄，髓腔扩大。由于骨髓腔内压增高，对周

围神经核微循环造成不良影响，局部造成微循环淤血，

血液滞留，骨膜应力增大，压迫骨髓神经血管，导致患

者腰腿疼痛。同时由于骨痛觉神经广泛分布在骨小梁

及皮质骨的骨内膜上，而由于骨质含量下降，支撑强度

明显下降，造成对骨的痛觉神经保护性下降，导致骨畸

形，轻微损伤即可造成病理性骨折，患者表现为疏松骨

质部位的疼痛；同时，当椎体骨质含量下降时，椎体高

度下降，相应的椎管部位的神经根受到卡压而产生腰

背部疼痛或下肢放射痛等症状［５－７］。在骨质疏松自我

修复过程中，当患者发生股骨颈或股骨粗隆间骨折，在

治疗过程中导致双侧髓关节不对称，致使脊柱及双下

肢不平衡，导致患者腰腿痛。另外骨折后患者长期卧

休息，导致骨生成量大大减少，骨流失明显增加，导致

患者骨质疏松更加严重，产生疼痛等不适症状，促使患

者不能进行功能锻炼，加重骨质流失。腰腿痛的主要

原因是原发生性骨质疏松症，临床表现：局限性腰痛，

病程缓慢，久之由间歇性痛变为持续性，严重的腰腿部

位的疼痛甚至半身不随的情况。另外骨质疏松会造成

其他部位的病理性骨折，造成患者的腰部以及双下肢

的疼痛症状。某些疾病既能引起腰腿痛，也造成骨质

疏松，如类风湿性关节炎、氟骨症等。废用性骨质疏

松，主要包括不经常的锻炼或者过度的静止，造成骨的

钙质流失造成骨质疏松和腰腿部的疼痛。药物影响主

要有长期大量服用糖皮质激素或者其他类的药物等，

可引起骨质疏松。脊椎的骨质疏松导致椎体及脊椎关

节的失稳，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及邻近椎体产生不规则

的过度运动，对椎间盘的纤维环造成破坏，长期刺激脊

神经，使周围小关节增生钙化，造成椎间隙狭窄，造成

对脊神经的压迫，同时黄韧带松弛钙化，支撑力量减

弱，在此种病理情况下，在应力增加或者受到轻微外伤

后，导致腰椎峡部裂及腰椎滑脱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对脊神经造成损伤，影响其支配的腰腿部位肌肉和

皮肤感觉，造成老年性腰腿痛症状［８－１０］。

３２　骨质疏松腰腿疼痛的治疗　老年人骨质疏松的
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机体的老化，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

体内性激素水平的改变，主要是雌性激素水平的下降，

所以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研究表明，骨质疏松

患者的腰痛不是骨质疏松直接引起的，而是由在骨质

疏松基础上继发或伴随的脊柱退行性变所造成。因此

在治疗上除了抗骨质疏松治疗外，针对各种脊柱退变

的因素进行治疗也是很必要的治疗方式。另外由于脊

椎的不稳定和椎间盘的突出，需嘱患者多卧硬板床休

息，这可使腰腿痛症状得到控制或缓解，在此基础上结

合局部物理治疗、口服消炎止痛药物、间断腰椎牵引及

腰围固定等方法，适当行腰肌锻炼都是有效的治疗手

段［１１］。对于反复行保守治疗效果差、椎间盘突出或有

明确的椎管狭窄因素患者，没有基础性疾病和内科疾

病，无手术禁忌时，主张积极手术治疗。饮食方面上，

应嘱患者多食含钙类食物（如牛奶、鱼虾、鸡、瘦肉

等），用帮助和促进钙吸收药物，为促进钙类物质的吸

收，需要补充维生素 Ｄ，如维生素 Ｄ肌肉注射，每月１
次，同时肌注射鲑鱼降钙素，既可防止骨钙泄出，又可

促进骨钙沉积，术后连续用３个月。在临床研究中发
现，加强腰背肌及四肢肌肉功能锻炼可增加骨细胞活

力，促进骨钙沉积，减弱骨质流失的情况。需要嘱咐患

者进行腰背肌锻炼，术后５ｄ继续腰背肌功能锻炼，坚
持半年以上。对骨质疏松的患者要给于及时的重视，

及时进行全身骨密度的检测，并需要及时地进行腰腿

疼痛病因的检查，及时进行对症和对因治疗，及时地缓

解患者的病痛［１２］。

综上所述，老年人腰腿痛与年龄和内分泌因素造

成的骨质疏松有密切关系。临床上需要综合利用各种

常规保守的治疗手段，及时地评估患者全身骨密度的

情况，及时地进行腰腿疼痛的病因确诊，对骨质疏松造

成的腰腿疼痛患者要早治疗。另外随着手术技术的普

及和提高，其在治疗老年性腰腿痛手术中也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包括稳定脊柱和椎间盘摘除术等在内

的手术治疗也在越来越受到患者的重视和认可，极大

地缓解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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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２型糖尿病临床路径变异分析与管理
杨安琪，顾民

摘要：目的　分析２型糖尿病临床路径实施过程中产生变异的种类及原因，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为临床路径的
进一步顺利开展提供借鉴。方法　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纳入２型糖尿
病临床路径管理系统的７８１例病例录入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统计不同变异类型的发生率。结果　７８１例病例中
总变异率高达３０％，与医院系统相关的变异占２５．２２％，与患者和疾病相关的变异占５１．３％，与医务人员相关的
变异占２３．４８％；可控变异占４８．７％，不可控变异占５１．３％；正性变异占４８．２７％，负性变异占５１．７３％。结论　
临床路径变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疾病和患者以及临床路径本身的局限性，对于患者应加强宣教，对于变异多的疾

病可以尝试建立多级别的分支路径。

关键词：临床路径；２型糖尿病；变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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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路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又曾被称作关键性
途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ｓ）、照顾图（ＣａｒｅＭａｐ）、合作照顾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ｒｅ）、协调照顾（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ａｒｅ）、整合
照顾（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ｄＣａｒｅ）、预期康复计划（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Ｒｅ
ｃｏｖｅｒｙＰｌａｎｓ）等［１－３］，是医院里的一组人员，包括管理

决策者、医生、护理人员及其他医疗相关的人员，共同

针对某一病种的监测、治疗、康复和护理所制定的一个

有严格工作顺序、有准确时间要求的照顾计划，以减少

康复的延迟和医疗资源的浪费，使患者得到最佳的医

疗护理服务质量［４］。但是，在临床路径的实施过程中，

由于疾病本身的转归、患者的个体差异、医院条件或者

医护人员的原因，使得部分患者不一定能够按照预先

设计好的路径接受诊疗服务，可能产生偏离即产生变

异。临床路径的研究人员对变异给出了２个定义，定
义一：变异是假设的标准中出现偏差的过程；定义二：

变异是任何预期的决定中有所变化的过程［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从我院先联电子病历系统中收集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纳入２型糖尿病临床
路径管理系统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７８１例，平均年龄为
（５９．０±１３．８６）岁，女性患者３３１例，占４２．３８％，男性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杨安
琪）；２１００２９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
科学系（杨安琪，顾民）

通讯作者：顾民，Ｅｍａｉｌ：ｌａｎｃｅｔｇｕ＠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患者４５０例，占 ５７．６２％。２型糖尿病的诊断均符合
１９９９年ＷＨＯ糖尿病分型和诊断标准。在７８１例２型
糖尿病患者中产生变异的患者２１７例，退出的患者１３
例，总变异率高达３０％。
１２　研究方法　为了确保同一住院患者信息的完整
性与准确性，将变异调查表上的住院号和临床路径应

用一览表中的住院号相匹配，缺一者予以删除，最后得

到两者完全匹配的病例为７８１例，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电子
表格，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统计不同变异类型的发生率。

２　结　果
２１　２型糖尿病临床路径变异患者的基本情况　本
研究对２３０例２型糖尿病变异患者的基本情况分析如
下。①年龄：有 ２７例变异患者的年龄≤４０岁，占
１１．７４％，４０～６０岁之间的变异患者８４例，占３６．５２％，
剩下的１１９例变异患者的年龄均≥６０岁，占５１．７４％。
②性别：２３０例变异患者中，女性患者 ９４例，占
４０．８７％，男性患者１３６例，占５９．１３％，女性患者∶男
性患者＝０．６９∶１。用 χ２检验，计算得到 χ２＝７．４６，
Ｐ＝０．０２，年龄与变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２　２型糖尿病临床路径变异情况
２２１　按照变异来源分析　按照变异的来源，可以分
为与医院系统相关的变异、与医务人员相关的变异、与

患者以及疾病相关的变异［６］。在本次研究所取得的

２３０例２型糖尿病临床路径变异患者中，与医院系统
相关的变异５８例，占２５．２２％，主要由检查项目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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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查、检查项目提前或者延后所造成；与患者或疾病相

关的变异１１８例，占５１．３０％，主要是因为患者的依从
差，导致对检查项目不同意、延迟出院，疾病本身的自

然转归、并发症、病情变化等造成；与医务人员相关的

变异５４例，占２３．４８％，主要是因为医生多开检查单
造成，见表２。

表１　２型糖尿病患者年龄与变异的相关分析

年龄 变异数 非变异数 合计

≤４０岁 ２７ ３８ ６５
４０～６０岁 ８４ ２４６ ３３０
≥６０岁 １１９ ２６７ ３８６
合计 ２３０ ５５１ ７８１

表２　２型糖尿病患者临床路径变异来源和原因

变异来源 变异原因 变异数 百分比（％）

医院系统 检查项目门诊已查 ５６ ２４．３５
检查项目提前 １ ０．４４
检查项目延后 １ ０．４４

小计 ５８ ２５．２２
医务人员 检查项目暂不需要 ４０ １７．３９

减少项目 ３ １．３１
检查项目近期已做 １１ ４．７８

小计 ５４ ２３．４８
病人与疾病 检查患者不同意 ５ ２．１７

并发症 ３ １．３１
病情变化 １７ ７．３９
延迟出院 ８０ ３４．７８
退出 １３ ５．６５

小计 １１８ ５１．３０
总计 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２　按变异管理的难易程度分　按照变异管理的
难易程度，可以分为可控变异和不可控变异［７］。本次

研究中可控变异１１２例，占４８．７０％，可控变异多由医
院系统和医务人员的原因造成，通过相应的措施都可

以加以制止或减少；不可控变异１１８例，占５１．３０％，都
是和患者以及疾病本身的因素相关，见表３。
表３　２型糖尿病患者临床路径变异管理难易程度分类

变异管理难易程度 变异原因 变异数 百分比（％）

可控变异 医院系统相关的变异 ５８ ２５．２２
医务人员相关的变异 ５４ ２３．４８

小计 １１２ ４８．７０
不可控变异 病人或疾病相关的变异 １１８ ５１．３０
总计 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３　按变异性质分　按照变异的性质，可以分为正
性变异和负性变异［８］，本次研究中正性变异１１１例，占
４８．２７％，检查项目门诊已做、检查项目提前、检查项目
暂不需要、检查项目减少、检查项目近期已做，这些变

异都能够缩短患者的住院天数、减少患者的住院费用；

负性变异１１９例，占５１．７４％，主要是检查项目延后、病
人或者疾病因素导致患者的住院天数增加，见表４。

３　讨　论
　　临床路径变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疾病和患者以及
临床路径本身的局限性。研究结果显示，５０％的变异
是由患者和疾病本身的因素造成的负性变异，２５％的

变异是由医院系统因素造成的，剩余的２５％是由医务
人员的因素造成，医院系统和医务人员造成的变异一

般是可以通过相应的措施来避免的可控变异，这也是

临床路径变异研究的重点内容。

表４　２型糖尿病患者临床路径变异性质分类

变异性质 变异原因 变异数 百分比（％）

正性变异 检查项目门诊已做 ５６ ２４．３５
检查项目提前 １ ０．４４

检查项目暂不需要 ４０ １７．３９
减少检查项目 ３ １．３１

检查项目近期已做 １１ ４．７８
小计 １１１ ４８．２７
负性变异 检查项目延后 １ ０．４４

病人或疾病相关的变异 １１８ ５１．３０
小计 １１９ ５１．７４
总计 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　患者和疾病因素
３１１　原因分析　本研究中，患者人为因素造成的变
异在临床路径实施过程中经常发生，主要包括患者主

观和客观两方面。①主观上：部分患者受到固有就医
习惯的影响，对临床路径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部分患

者则对临床路径表单中规定的检查项目依从性差，拒

绝检查，导致临床路径诊疗计划得不到执行，出现偏离

路径的情况，从而发生变异；还有部分患者在治疗结束

之后会拒绝出院，在病情稳定或者按照路径规定的标

准时间应该出院而未出院，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而且这

种住院时间的延长是非必要的。②客观上，本研究中，
患者的年龄与变异的产生存在统计学意义，呈正相关，

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变异的发生也不断增加。

从疾病的角度来看，２型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的
慢性疾病，很多人认为慢性疾病并不适宜开展临床路

径，因为慢性疾病的并发症太多，会因为变异而影响临

床路径的最终实施。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病情的变

化、并发症的产生的确造成了部分变异，不能忽视，但

是也不能就此就否定临床路径在慢性疾病中的开展。

３１２　解决措施　从变异的性质和管理的难易程度
来看，患者和疾病因素产生的变异基本都是负性的、不

可控的变异，这类型的变异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患者，是临床路径的承受者，其实也是最大的受益

者，患者的依从性差，这一问题是无法从根本解决的，

唯一缓解的方式就是加强宣教，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要

求医务人员必须向患者详细讲解临床路径的有关问题

和内容，向患者进行疾病预防等有关知识的健康教育，

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本职的工

作任务，还增加了与患者交流的机会，改善了医患关

系，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疾病，临床路径执行的对象，针对慢性疾病并发症

多、变异多，可以尝试建立多层次、多级别的临床路径

系统［９］，对于产生同一种变异的患者，我们可以尝试继

续制定二级甚至是三级临床路径分支系统，使得产生

不同变异的患者可以分别重新进入相应的下一级临床

路径管理系统，继续按照预定的流程走下去。

政策，临床路径是在美国人均医疗费用不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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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面临财政压力的背景下产生的，是顺应美国财政

和医疗政策的产物。而我国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医疗

水平参差不齐、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多样，不能单纯地

照抄照搬美国的临床路径，我国临床路径的实施必须

以医保政策的干预为原动力，必须与总额预付制相结

合。

３２　医院系统因素　医院系统因素造成的变异属于
可控变异的范畴，大多是检查项目的时间性造成。针

对这一类的变异，医院首先是要修改绩效考核机制，将

临床路径工作的考核加入到综合目标考核体系中。其

次，医院可以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来规避变异的发生：一

方面，医院可以借鉴作业流程重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ＰＲ）［１０］的概念，进行诊疗流程重组，就
是在对一个医院原有诊疗流程深刻理解和科学分析的

基础上，以患者为导向，通过对原诊疗流程的系统性重

新整合或重新设计，医院增加诊疗流程中有价值的内

容，减少无价值内容，从而达到改善医疗质量、提高医

疗效率、降低医疗成本的目的。具体就是，医院可以规

定部分检查在门诊完成，请相关科室对影响不大的并

发症做出相应的处理后再收住入院；第二方面，医院可

以采取奖励措施，改变现有的工作体制，采取轮班制，

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以确保及时完成相关检查［１１］，

以减少无效住院天数。

３３　医务人员因素
３３１　原因分析　在临床路径变异产生的原因中，医
务人员的因素产生的变异占了１／４，这一类变异多为
可控变异，通过个别医生访谈，发现这类变异多是由医

生的主观因素造成的：①利益因素，很多医生对实施临
床路径的态度消极，主要是因为医院现在实行的绩效

考核方式与临床路径的实施不相适应。同样一个科室

的医生，管理同样疾病的患者，实施临床路径的医生收

入要低于正常看病的医生，自然就会对临床路径产生

抵触情绪，因此，使临床路径的某些流程受阻；②政策
因素，医院对进入和退出路径的标准把关不严，宽进宽

出，部分医务人员对变异内涵界定模糊，记录不及时，

而且一旦无法开药或者开检查，就选择变异，导致变异

退出较多；③社会因素，部分医生认为实施临床路径会
无法体现他们的医疗价值，限制他们的自主性和创新

性，其实，个性化的诊疗方案也是要以标准化的诊疗为

基础的，不能违背基本的医疗原则。

３３２　解决措施　医务人员是临床路径的执行者，是
临床路径实施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实践证明，职责不

明确，奖惩制度缺失，容易造成医务人员办事效率低、

质量差等不良后果。

从软件上，医院要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各临床科

室指定专门的临床路径联络员，负责科室内临床路径

工作的定期宣教，并及时对临床路径工作进行反馈和

调整。建立与临床路径及其变异分析相关的绩效考核

体系和奖惩体系，对于实施临床路径和变异分析好的

科室和个人予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提高医务人

员的积极性。

从硬件上，医院要将电子病历系统尽可能与 ＨＩＳ
系统对接，患者一旦进入临床路径，则其每日医嘱自动

生成。医院可以对临床路径系统进行权限设置，医务

人员在执行变异、退出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科主任、医务

处等相关行政部门的审核，而不是只要遇到开不出检

查单、流程执行不下去等情况就轻易的点击变异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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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胰激肽原酶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蛋白尿的疗效观察
张怡，包蓓艳，陈其军，范汪洋，张吉胜

摘要：目的　探讨胰激肽原酶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蛋白尿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６８例早期糖尿病肾病患
者随机分为２组，对照组予常规降糖、降压治疗，观察组加用胰激肽原酶肠溶片，比较２组疗效，观察治疗后患者
２４小时尿蛋白定量、血肌酐、尿素氮及血流变学指标。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９７．０６％，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８２．３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２４小时尿蛋白定量较治疗前明显下降（Ｐ＜０．０５），且
治疗后２４小时尿蛋白定量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后全血比黏度（高、中、低切）及血浆黏
度均有明显下降（Ｐ＜０．０５），但治疗后观察组上述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胰激肽原酶可改善早
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肾小球血液动力学，并显著降低患者２４小时尿蛋白定量水平。
关键词：胰激肽原酶；糖尿病肾病；尿白蛋白排泄率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５３０２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ｋａｌｌｉｄｉｎｏｇｅｎａｓｅ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ｕｒｉ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ＺＨＡＮＧＹｉ，ＢＡＯＢｅｉｙａｎ，
ＣＨＥＮＱ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Ｃｅｎｔｅｒ，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Ｕ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Ｎｅｐｈｒｏｌｏｇ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Ｎｉｎｇｂ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Ｎｉｎｇｂｏ３１５１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ｋａｌｌｉｄｉｎｏｇｅｎａｓｅ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ｕｒｉ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６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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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ｂｌｏｏｄｕｒｅ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ｒｈ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７．０６％ ａｎｄｉ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８２．３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ｕ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ｂｌｏｏｄ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ｈｉｇｈ，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ｗｃｕｔ）ａｎｄｐｌａｓｍａ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ｕｔ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ｋａｌｌｉｄｉｎｏｇｅｎａｓ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ｇｌｏｍｅｒｕ
ｌａｒ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ａｌｌｉｄｉｎｏｇｅｎａｓ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Ｕｒｉｎａｒｙａｌｂｕｍｉｎ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是糖尿病
患者最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患者一旦出现蛋白尿，

则呈进行性发展直至终末期肾脏病而需要肾脏替代治

疗，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１］。糖尿病肾病

早期表现为尿中出现微量白蛋白，此时给予积极治疗

有望延缓病程的进一步进展［２］，对改善 ＤＮ患者预后
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近年来采用胰激肽原酶肠溶片治

疗早期Ｄ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间我
院肾内科和内分泌科门诊及病房诊治的６８例糖尿病
肾病患者，诊断均符合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制定的糖尿病诊
断标准，分期符合国际通用的 Ｍｏｇｅｎｓｅｎ早期标准［３］，

即尿白蛋白排泄率（ＵＡＥＲ）持续升高在２０～２００μｇ／
ｍｉｎ（相当于尿蛋白定量在３０～３００ｍｇ／２４ｈ），排除合
并其他原因引起的肾病，以及合并心脏、肝脏等重要脏

器疾病、出血性疾病、感染性疾病患者。将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３４例，观察组包括男性 １９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００浙江省宁波市，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泌尿肾
病医院肾病中心（张怡，包蓓艳，陈其军，范汪洋）；

３１５８００浙江省宁波市，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仑
分院肾病中心（张吉胜）

通讯作者：张吉胜，Ｅｍａｉｌ：ｍａｒｔｉｎ９１１８＠１６３．ｃｏｍ

例，女性 １５例，年龄（５２．４±８．９）岁，糖尿病病程
（７．１±３．３）年；对照组包括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３例，年
龄（５３．７±８．８）岁，糖尿病病程（６．７±３．１）年，２组患
者在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等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糖尿病治疗，包
括健康教育、合理膳食、控制血脂、控制血压，使用口服

降糖药或胰岛素将患者血糖控制在合理水平（空腹≤８
ｍｍｏｌ／Ｌ，餐后≤１１ｍｍｏｌ／Ｌ），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胰激肽原酶肠溶片（怡开，常州千红生化制药

有限公司）２４０Ｕ，口服，３次／ｄ，疗程为３个月。研究
期间所有患者不予应用抗血小板聚集及ＡＣＥＩ／ＡＲＢ类
降压药物。

１３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后抽取空腹静脉血采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肌酐（Ｓｃｒ）、血尿素氮（ＢＵＮ）水
平；采用全自动血液流变仪检测２组血流变血指标，主
要对全血黏度（包括高切黏度、中切黏度、低切黏度）、血

浆黏度等指标进行观察。收集２４ｈ尿样于阴凉处或冰
箱内保存，不添加防腐剂，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尿蛋白

含量。疗效判断：显效指患者治疗后蛋白尿消失或者降

低５０％以上，有效指蛋白尿降低１５％～５０％，无效指蛋
白尿降低少于１５％或增加。治疗过程中注意监测患者
血常规、肝功能情况以及其他用药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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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数据以（ｘ±ｓ）表示，均数的比较选择 ｔ检验，率的比
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经治疗对照组显效３
例，有效２５例，无效６例，治疗有效率为８２．３５％；观察
组显效 １０例，有效 ２３例，无效 １例，有效率为
９７．０６％，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患者２４小时尿蛋白定量及血
肌酐（Ｓｃｒ）、尿素氮（ＢＵＮ）水平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
者尿蛋白定量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且治疗后尿蛋白水

平明显低于对照组；２组患者 Ｓｃｒ、ＢＵＮ治疗前后均无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糖尿病肾病患者治疗前后尿蛋白定量及
Ｓｃｒ、ＢＵＮ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尿蛋白定量

（ｍｇ／２４ｈ）
血肌酐

（μｍｏｌ／Ｌ）
尿素氮

（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３４ 治疗前 ２１６．７±８０．６ １３１．４±２１．５ ６．９±１．３

治疗后 １８３．６±７２．４ １２２．３±１８．９ ６．８±１．２
观察组 ３４ 治疗前 ２２３．８±８９．４ １２８．６±１９．４ ６．８±１．４

治疗后 １２０．５±５６．３ａｂ１１４．８±１７．１ ６．６±１．１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同期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对照组给予常规糖尿病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胰激肽

原酶肠溶片。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流变学指标比较　２组患者
治疗后全血比黏度（高、中、低切）及血浆黏度均有明

显下降（Ｐ＜０．０５），但治疗后观察组上述指标明显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全血比黏度

高切 中切 低切
浆黏度

对照组 ３４ 治疗前 ６．２３±０．７９ ７．３６±１．３２ １３．１３±１．６２ １．７４±０．１８
治疗后 ５．４８±０．６７ａ ６．７５±１．２１ａ １１．１９±１．４３ａ １．６４±０．１７ａ

观察组 ３４ 治疗前 ６．３１±０．８４ ７．２８±１．３９ １３．２５±１．７１ １．７９±０．２１
治疗后 ４．５３±０．５５ａｂ ５．７６±１．０４ａｂ ９．９１±１．３８ａｂ １．５３±０．１９ａｂ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同期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微血管病变为糖尿病患者的特异性病理改变，是
引起各种慢性微血管并发症的病理基础［４］。糖尿病肾

病作为糖尿病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其病理特征为

肾小球系膜细胞增生、细胞外基质增多、肾小球基底膜

增厚以及肾小球硬化［５］，本病发病机制目前未完全明

确，一般认为本病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ＤＮ患者一旦
出现持续性的蛋白尿，预示患者肾功能将出现进行性

损害，直到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６］。ＤＮ是发达国家
最常见的肾脏替代治疗的肾脏疾病，在我国肾脏疾病

谱中其在终末期肾脏病中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７］。根

据ＵＫＰＤＳ循证医学研究的结果得出即使强化治疗组
患者严格控制血糖、血压，比对照组微量白蛋白尿发生

率下降２０％ ～３０％［８］，指出即使严格控制血糖、血压

也只能部分防止肾病的发生和进一步发展。

激肽原、激肽释放酶、激肽和激肽酶构成激肽系

统，该系统作为对抗ＲＡＡＳ升压作用的重要因素，具有
调节血管活性物质，改善血管平滑肌舒缩，维持血压稳

定等重要作用，且能够激活纤维蛋白溶解及金属蛋白

酶，起到稳定血管功能防止血管硬化的作用，因此该系

统可影响到肾小球血液动力学［９－１０］。胰激肽原酶通

过作用于激肽酶原使其释放激肽酶，从而使纤溶酶激

活，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肾血管微血栓形成的作用；

此外可促进前列腺素 Ｅ２的释放，起到扩张血管，使降
低肾内血管阻力，增强肾血流灌注，改善肾小球微循环

以达到减少蛋白尿的目的［１１－１２］。本研究以早期糖尿

病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采用胰激肽原酶肠溶片作为早期干预手段，发现观察

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尿蛋白定量水平明显降低（Ｐ＜０．０５）。

本研究尚对患者血流变学进行了研究，发现糖尿

病肾病患者血流变学多项参数如全血黏度（包括高切、

中切、低切）、血浆黏度均大于正常上限，治疗后，２组
患者上述指标均有明显降低，且治疗后观察组上述指

标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进一步证明了可改善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高血黏滞度，改善肾小球血液动力

学。

综上所述，胰激肽原酶可改善早期糖尿病肾病患

者肾小球血液动力学，并显著降低患者２４小时尿蛋白
定量水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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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美金刚联合多奈哌齐治疗中重度
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

郭忠伟，陈杏丽

摘要：目的　评价美金刚联合多奈哌齐治疗的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ＡＤ）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本研究为回
顾性调查研究，共有符合标准的９８例ＡＤ患者参与本研究，研究组５６例，对照组４２例，研究组患者在服用盐酸多
奈哌齐的基础上加用盐酸美金刚，对照组患者仍单用盐酸多奈哌齐，对比治疗前及治疗１２周末疗效，采用严重障
碍量表（ＳＩＢ）评价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ＤＬ）评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药物副反应采用药物副作用量表
（ＴＥＳＳ）评价不良反应。结果　１２周后研究组ＳＩＢ增分较对照组更显著（６４．４±３．５６ｖｓ．５９．５±３．１８，ｔ＝５．７１７，
Ｐ＜０．０１）、ＡＤＬ减分有统计学差异（３０．４±２．７４ｖｓ．２８．８±２．７８，ｔ＝２．０８７，Ｐ＝０．０４６）。２组间不良反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结论　美金刚能使对已经使用多奈哌齐治疗中、重度ＡＤ患者进一步获益，且安全性好。
关键词：美金刚；多奈哌齐；阿尔茨海默病；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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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茨海默病（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是以老年
斑和神经元纤维缠结为主要病理改变、多种中枢神经

递质失调的逐渐进展的退行性变性疾病，尤其是 ＡＤ
发展至中、重度阶段，由于认知功能障碍逐渐加重和日

常生活能力的下降，更影响患者本人生活质量，同时也

给照料者带来沉重的生理、心理和经济负担［１］。我国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并证实安全有效的药物主要是胆碱

酯酶抑制剂（ａｃｅｔ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ＣｈＥＩ），可
逆性抑制脑中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而增加神经递质乙

酰胆碱的浓度，改善认知功能，目前使用最多的是多奈

哌齐。美金刚是 Ｎ甲基Ｄ天冬氨酸（ＮｍｅｔｈｙｌＤ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ａｃｉ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ＮＭＤＡ）受体拮抗剂，通过非竞争性
阻断ＮＭＤＡ受体，降低谷氨酸引起的ＮＭＤＡ受体过度
兴奋保护神经元，对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也有较好临

床疗效。笔者为观察美金刚联合多奈哌齐治疗的中、

重度 ＡＤ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选取 ２０１０年 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收治的中、重度ＡＤ患者，采用美金刚联合
多奈哌齐治疗治疗，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研究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
入住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老年科的中、重度 ＡＤ患者，年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２浙江省杭州市立同德医院老年科
通讯作者：郭忠伟，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ｚｗ１９７７＠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龄６５～８０岁。入组标准：①符合美国神经病学会、语
言障碍和卒中 －老年性痴呆和相关疾病学会
（ＮＩＮＣＤＳ／ＡＤＲＤＡ）制定的 ＡＤ“可能”诊断标准［２］；②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ＭＭＳＥ）５～１２分；③服用多奈哌
齐＞６个月，且近３个月一直保持剂量稳定；④Ｈａｃｈｉｎ
ｓｋｉ缺血积分（ＨＩＳ）评分标准≤４分。⑤头颅 ＣＴ或
ＭＲ示脑萎缩。排除：①伴有严重的躯体疾病，合并
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②过敏体质
及对胆碱类药物、盐酸美金刚过敏者；③其他疾病引起
的痴呆。观察组男性３０例，女性２６例，患者平均年龄
为（７４．９０±１．０２）岁，病程最长５年，最短３年，平均病
程为（４．０３±１．０４）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８年；对照组
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９例，患者年龄在６５～８９岁之间，平
均年龄（７５．１０±０．９８）岁，病程为３～５年，平均病程４
年，受教育平均年限为８年。对２组患者的一般情况
进行比较研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服药方法　对照组按原方案继续服用多奈哌齐；
研究组加用盐酸用美金刚（丹麦灵北药厂），治疗第１
周的剂量为每天 ５ｍｇ（晨服），第 ２周每天 １０ｍｇ（５
ｍｇ／次，２次／ｄ），第３周每天１５ｍｇ（早上１０ｍｇ，下午５
ｍｇ），第４周开始以后服用维持剂量每天２０ｍｇ（每次
１０ｍｇ／次，２次／ｄ）。观察时间为１２周。
１３　评定方法　分别于治疗前与治疗后１２周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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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障碍量表（Ｓｅｖｅｒ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Ｂａｔｔｅｒｙ，ＳＩＢ）判定患
者的认知功能，评范围为０～１００分，分数越高认知功
能越好；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ｃｔｉｖｉ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
ＡＤＬ）用于判定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每周对药物副
反应采用药物副作用量表（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ｃａｌｅ，ＴＥＳＳ）评定。治疗前及治疗后每２周复查血
常规、生化常规和心电图。由２位不知分组治疗情况
的评定者分别作评定。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处理。计量
资料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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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治疗前后 ＳＩＢ评分比较　１２周后研究
组ＳＩＢ评分显著改善，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ＡＤ患者治疗前后ＳＩＢ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１２周后 ｔ值 Ｐ值

研究组 ５６ ６０．９０±３．４８ ６４．４０±３．５６ －４．７１４ ＜０．０１
对照组 ４２ ６１．００±３．６７ ５９．５０±３．１８ ２．０３６ ０．０５１
ｔ值 －０．９０２ ５．７１７
Ｐ值 ０．３７５ ＜０．０１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 ＡＤＬ评分比较　研究组治疗后
ＡＤＬ评分较对照组有显著改善。详见表２。

表２　２组ＡＤ患者治疗前后ＡＤＬ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１２周后 ｔ值 Ｐ值

研究组 ５６ ３０．４０±２．７４ ２８．８０±２．７８ ２．０８７ ０．０４６
对照组 ４２ ３０．３０±２．７７ ２９．８０±２．６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６２
ｔ值 ０．９０２ －１．５０７
Ｐ值 ０．３７５ ０．１４３

２３　２组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研究组发生６例可能
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１５％），分别表现为：失眠 １
例，头晕１例，恶心２例，心慌１例，乏力１例；对照组
患者中１例有失眠表现，２例恶心，胸闷和腹泻患者各
１例，发生不良反应者共５例，占所有患者的１１．９％。
但是２组患者的上述症状均轻微，经相应对症处理后
好转。

３　讨　论
　　研究显示，多奈哌齐对ＡＤ的治疗有效［３］，且对中

度ＡＤ疗效优于早期。但多奈哌齐并不能阻止 ＡＤ神
经变性的进展，且盐酸多奈哌齐药物的有效性还取决

于突触前神经元的完整性。中、重度 ＡＤ患者，突触功
能逐渐丧失［４］，认知功能进一步减退，故多奈哌齐对

中、重度ＡＤ疗效降低［５］。如何解决这些 ＡＤ患者的
治疗，临床上存在较多的困难。ＮＭＤＡ受体介导的兴
奋性谷氨酸毒性在淀粉样蛋白诱导的神经细胞死亡、

突触丧失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 ＮＭＤＡ受体具有低、
中度亲和力的非竞争性阻断剂的美金刚，可以抑制该

受体介导的病理作用，能有效治疗中、重度ＡＤ［６］。
总体认知功能减退是痴呆核心症状，总体认知功

能评估是痴呆诊疗的重要环节。国内外有研究者应用

多奈哌齐联合美金刚对于中、重度 ＡＤ患者的认知功
能影响进行研究。ＨｏｗａｒｄＲ等［７］对中、重度（ＭＭＳＥ
５１３）ＡＤ患者加用美金刚治疗后，ＭＭＳＥ在第６、１８、３０
周时评分较单一使用多奈哌齐高，尽管在 ５２周时
ＭＭＳＥ评分无差异性。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Ｓ研究［８］也显示对于

中、重度 ＡＤ患者应用多奈哌齐联合美金刚干预能减
缓认知功能下降（Ｂｌｅｓｓｅｄ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Ｓｃａｌｅ，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Ｓｃａｌｅ）、降低入住养护院风险。
ＡｌｒｉＡ等［９］对多项２４周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荟萃分
析也显示联合治疗能对减缓认知功能（ＳＩＢ／ＡＤＡＳ
Ｃｏｇ）和整体状况下降获益。但国内王彤宇等［１０］对７２
例中、重度ＡＤ患者随机接受多奈哌齐联用美金刚（试
验组）和单用盐酸多奈哌齐（对照组）治疗１２周后显
示试验组和对照组均显著改变 ＭｏｃＡ量表、Ｂａｒｔｈｅｌ量
表评分，只有 ＢｌｅｓｓｅｄＲｏｔｈ量表评分 ２组间有统计学
差异。冯荣芳等［１１］对３０例 ＡＤ患者随机分为多奈哌
齐对照组和多奈哌齐联合美金刚试验组的为期１６周
的研究发现，２组均能显著改变 ＭＭＳＥ、ＡＤＡＳＣｏｇ、
ＣＩＢＩＣＰｌｕｓ、ＮＰＩ、ＡＤＬ评分，但 １６周末 ２组仅 ＣＩＢＩＣ
Ｐｌｕｓ和ＮＰＩ量表评分有统计学差异。ＭｕａｙｑｉｌＴ等［１２］

荟萃分析显示：尽管对中、重度ＡＤ患者联合应用盐酸
多奈哌齐和美金刚治疗，在认识、功能和神经精神量表

评分方面能够显示出较小但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变，但

是由于量表和患者本身特点异质性的存在，目前仍不

能明确联合用药能否达到临床上的效果。

对于ＡＤ认知功能的评估，不同认知量表在ＡＤ不
同阶段敏感性和特异性不同。ＭＭＳＥ用于痴呆的筛
查，ＡＤＡＳｃｏｇ用于轻、中度痴呆治疗药物疗效评估。
ＳＩＢ由于有较好的可行性、灵敏度、可靠性和有效性，
推荐用于中重度到重度 ＡＤ总体认知功能的疗效评
定。

尽管多奈哌齐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ＡＤ患者症
状，但是症状的持续改善也只能在６个月左右。因此，
本回顾性研究是以服用多奈哌齐 ＞６个月的中、重度
ＡＤ患者为研究对象，给予美金刚进一步干预，采用
ＳＩＢ评定认知功能，目的是为了明确美金刚的干预效
果及地位。本研究显示：在基线时２组间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病程均无统计学差异性。研究组能显著改

变ＳＩＢ（６０．９０±３．４８ｖｓ．６４．４０±３．５６，ｔ＝－４．７１４，
Ｐ＜０．０１），１２周末２组间ＳＩＢ量表评分（６４．４０±３．５６
ｖｓ．５９．５０±３．１８，ｔ＝５．７１７，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对于已经使用多奈哌齐治疗的中、重度 ＡＤ
患者加用盐酸美金刚治疗较单一使用多奈哌齐改善认

知功能，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①认知功能改善的叠
加效果：大量临床研究显示单用美金刚也能显著改善

中、重度ＡＤ患者认知功能。功能影像学研究显示：盐
酸多奈哌齐和美金刚对ＡＤ患者不同脑区功能和代谢
物的影响又具有各自特点。②增加盐酸多奈哌齐的疗
效：胆碱缺乏是ＡＤ患者最严重的生物学指标，多奈哌
齐通过提高胆碱浓度来改善症状，高剂量的盐酸多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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哌齐效低剂量更能改变 ＳＩＢ评分。动物研究显示：美
金刚联合多奈哌齐较单一应用多奈哌齐刺激大脑皮质

和海马乙酰胆碱的释放更明显。因此有理由推断美金

刚增加多奈哌齐对胆碱神经递质的影响。

日常活动能力是抗痴呆药物疗效评估指标之一，

甚至有学者建议在新的研究中，应使用效度好、国际通

用的日常活动能力量表作为抗痴呆药物的首要疗效指

标。目前有较多研究美金刚和多奈哌齐对于中、重度

Ａ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Ｆｅｌｄｍａｎ等研究显示
美金刚可以使已经使用多奈哌齐的中重度 ＡＤ患者日
常生活能力进一步获益，具体到日常生活能力［１９ｉ
ｔｅｍ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
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ＡＤＣＳＡＤＬ（１９）］的各亚项，美
金刚相对于安慰剂在如厕、梳洗、看电视、聊天和独处

５个亚项上更具疗效。Ａｌｉｒｅｚａ对多项２４周的随机双
盲对照研究荟萃分析也显示联合治疗能进一步改善日

常生活能力（ＡＤＣＳＡＤＬ１９／２３）。但是冯荣芳等研究
也显示用药并不能改善日常生活能力（ＡＤＬ评分无显
著性改变）。ＦａｒｒｉｍｏｎｄＬＥ等荟萃分析显示：联合用药
能改善认识、总体状态和行为症状评分，但对日常生活

评分（ＡＤＬ）没有明显改善。但本研究显示：单一应用
多奈哌齐能减缓 Ａ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下降速度，与
既往研究一致。对中、重度 ＡＤ患者联合应用美金刚
和多奈哌齐治疗 １２周后虽然能显著降低 ＡＤＬ评分
（３０．４０±２．７４ｖｓ．２８．８０±２．７８，ｔ＝２．０８７，Ｐ＝０．０４６），
改善日常生活能力，尽管与单一应用多奈哌齐在 ＡＤＬ
评分方面并没有显示出优越性（２８．８０±２．７８ｖｓ．
２９．８０±２．６５，ｔ＝－１．５０７，Ｐ＝０．１４３）。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多奈哌齐治疗 ＡＤ的基础上
加用美金刚并没有明显增加不良反应，与既往研究结

果相似。需指出的是，对于ＡＤ患者这一特殊群体，要
明确某些不良反应与药物的因果关系有时十分困难，

因为这些症状的出现可能是痴呆疾病本身所致，也可

能是其他外在因素，但是在临床实际中，对于中重度

ＡＤ患者及其家属来说，即使轻微的不良反应也可能导
致患者服药依从性降低或家属拒绝用药，因此本研究

在用药之前对患者及家属均充分告知治疗的收益和风

险，并未有因不良反应而脱落者。

综上所述，对于已经应用多奈哌齐治疗的中、重度

ＡＤ患者加用美金刚，能进一步改善认识功能和日常生
活能力，且不良反应轻微。但是，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

研究、研究对象为住院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评定采用

ＡＤＬ评定，因此，对于已经应用多奈哌齐治疗的中、重
度ＡＤ患者加用美金刚的干预效果，仍需合理设计、选
择合适评定工具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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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２种镇痛模式应用于可行走性分娩镇痛的效果观察
黄毅然，李文红，吴会红，陈睿

摘要：目的　观察２种不同镇痛模式应用于可行走性分娩镇痛第一产程潜伏期的效果。方法　对１２０例自愿接
受可行性分娩镇痛的产妇随机分为２组（ｎ＝６０）：连续硬膜外镇痛组（Ａ组），联合腰麻与硬膜外腔阻滞组（Ｂ
组）。当产妇宫口开至１～２ｃｍ时，Ａ组在硬膜外穿刺成功后接电子泵，持续输入０．１５％罗哌卡因复合芬太尼１
μｇ／ｍｌ：首次剂量８ｍｌ，维持量５ｍｌ／ｈ，追加量３ｍｌ／次，间隔１５ｍｉｎ。Ｂ组腰麻注入０．１５％罗哌卡因１．５ｍｇ，硬膜
外持续泵入０．１５％罗哌卡因复合芬太尼１μｇ／ｍｌ，速度为３ｍｌ／ｈ，追加量２ｍｌ／次，间隔１５ｍｉｎ。与未行分娩镇痛
组（Ｃ组）对照，观察３组产妇镇痛效果、产程时间、产后出血率。结果　与Ｃ组比较，Ａ、Ｂ两组镇痛效果明显，第
一产程缩短，应用催产素比例提高（Ｐ＜０．０５）。结论　２种镇痛方法能有效减轻产妇产程中的疼痛，缩短第一产
程。

关键词：分娩镇痛；椎管内麻醉；可行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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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５１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ｐｉｎ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ｕｓｅｄｉｎｌａｔ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ｏｆ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ａｂｏｒ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２０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ｌａｂｏｒ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ａｎｄＢ）．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ｅｐｉｄ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ＰＣＥＡ）ｆｏｒｌａｔ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０．１５％ｒｏ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ａｎｄ１μｇ／ｍｌ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ａ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ｏｆｄｏｅｓ８
ｍ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５ｍｌ／ｈ，ａｄｄｔｏ３ｍｌ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ｉｎ１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ｉｎ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０．１５％ ｒｏ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１．５ｍｌ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ＣＥＡ（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０．１５％ ｒｏ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ａｎｄ１μｇ／ｍｌ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ａｔｒａｔｅｏｆ３ｍｌ／ｈ，ａｄｄ
ｔｏ２ｍｌ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ｉｎ１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ｐｉｎ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ｃｏｕｌｄｒ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ｐａｉｎｏｆ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ｈａｄｎ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ｂｏｒ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Ｓｐｉｎ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产妇在自然分娩时由于疼痛而引起儿茶酚胺释放
增多，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一系列反应，增加了

母婴的不安全性。分娩镇痛可明显减轻产妇疼痛，维

持内分泌平衡［１］，笔者通过研究２种分娩镇痛方法对
母婴的影响，以选择更加安全的分娩镇痛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选择
我院自愿接受分娩镇痛的初产妇１２０例，均为单胎头
位、足月妊娠、无头盆不称及麻醉禁忌症者。将其随机

分为２组，连续硬膜外镇痛组（Ａ组）和腰硬联合镇痛
组（Ｂ组），每组６０例，同期选择条件相同，采用自然分
娩的６０例产妇作为对照组。２组产妇年龄、身高、体
重、孕周、孕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对照组６０例，在有规律宫缩、宫口开
大１～２ｃｍ时，由助产士陪伴分娩。观察组在产妇宫
口开大１～２ｃｍ时，产妇签署知情同意书，常规监测产
妇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均选择 Ｌ３～４间隙行硬膜外
穿刺，按常规穿刺成功后，Ａ组推注１％利多卡因３ｍｌ，
接电子泵，持续输入 ０．１５％ 罗哌卡因，芬太尼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攻关项目基金（２０１２Ｂ０３１８００１８３）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１０广州市，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附属１５７医院

麻醉科

通讯作者：黄毅然，Ｅｍａｉｌ：ｈｙｒ８８９５５＠１６３．ｃｏｍ

１μｇ／ｍｌ：首次剂量８ｍｌ，维持量５ｍｌ／ｈ，自控镇痛每次
给药３ｍｌ，间隔１５ｍｉｎ。Ｂ组腰麻注入０．１５％罗哌卡
因１．５ｍｇ，硬膜外接电子泵，持续输入０．１５％罗哌卡
因３ｍｌ／ｈ，自控镇痛每次给药２ｍｌ，间隔１５ｍｉｎ。卧床
３０ｍｉｎ无异常后，可下床活动，宫口开全时，停止使用
麻醉药。

１３　观察指标及评分标准　①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
拟评分法（ＶＡＳ，０分为无痛，１～３分为轻度疼痛，４～６
分为中度疼痛，７～９分为重度疼痛，１０分为剧痛）对镇
痛前、第一产程、第二产程进行镇痛评估。②下肢运动
功能评分采用改良 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标准。③产程时间。
④分娩方式。⑤催产素使用情况。⑥产后出血率及新
生儿窒息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学软件，计量
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应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镇痛效果　镇痛后第一产程、第二产程、第三产
程Ａ组、Ｂ组较对照组 Ｃ组 ＶＡＳ评分明显降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对产妇产程的影响　Ａ组、Ｂ组第一产程时间短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下肢运动情况　Ｂ组在腰硬联合麻醉后，有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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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有不同程度感觉减退和腿麻的表现，但Ａ组、Ｂ组
改良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均为０分，产妇可下床自由行走。

表１　３组产妇疼痛程度ＶＡＳ评分（ｘ±ｓ）

组别 例数 镇痛前 第一产程（ｈ） 第二产程（ｍｉｎ） 缝合会阴

Ａ组 ６０ ８．５２±１．１２ ２．１２±０．６２ａ ２．５８±０．５６ａ ２．３２±０．３２ａ

Ｂ组 ６０ ８．４８±１．２６ ２．１０±０．４６ａ ２．４６±０．６４ａ ２．３６±０．４２ａ

Ｃ组 ６０ ８．５０±１．１６ ８．４６±１．２８ ７．８２±１．０２ ７．８６±１．１２
ｔ值ｂ ０．１０ －３４．５３ －３４．８９ －３６．９３
ｔ值ｃ ０．０９ －３６．２２ －２２１．４８ －３５．７１

　　注：与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为Ａ，Ｃ比较；ｃ为Ｂ，Ｃ比较。

表２　３组产妇产程进展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第一产程（ｈ） 第二产程（ｍｉｎ） 第三产程（ｍｉｎ）

Ａ组 ６０ ８．８６±３．４６ａ ２８．４２±１６．２４ ７．５２±６．８２
Ｂ组 ６０ ８．６８±３．６８ａ ２８．２６±１７．３２ ７．６４±６．８６
Ｃ组 ６０ １０．８２±３．５４ ２７．５６±１６．５６ ７．８４±６．６４
ｔ值ｂ －３．０６７ ０．２８７ －０．２６０
ｔ值ｃ －３．２４７ ０．２２６ －０．１６２

　　注：与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为Ａ，Ｃ比较；ｃ为Ｂ，Ｃ比较。

２４　缩宫素使用率、剖宫产率、产后出血率的比较　
缩宫素使用率 Ａ组、Ｂ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剖宫产率
Ａ、Ｂ两组低于对照组 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３组产妇分娩方式和缩宫素使用、产后出血、
新生儿窒息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缩宫素使用 剖宫产 新生儿窒息率 产后出血

Ａ组 ６０ ４６（７６．４）ａ ６（１０．０）ａ ４（０．０７） ３（０．０５）
Ｂ组 ６０ ４６（７９．２）ａ ７（１１．２）ａ ３（０．０５） ４（０．０７）
Ｃ组 ６０ １５（２５．６） １９（３２．４） ５（０．０８） ４（０．０７）
χ２值ｂ ３２．０４ ８．５４ ０．１２ ０．１５
χ２值ｃ ３６．３９ ７．０４ ０．５４ ０．００

　　注：与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为Ａ，Ｃ比较；ｃ为Ｂ，Ｃ比较。

３　讨　论
　　椎管内镇痛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分娩镇痛方
法，有效率可达９５％以上［２］。罗哌卡因是一种酰胺类

局部麻醉药，具有高度的感觉运动神经阻滞分离等特

性［３］。阿片类麻醉药芬太尼心血管稳定性高，对新生

儿循环无影响［４］。本研究采用０．１５％罗哌卡因加 １
μｇ／ｍｌ芬太尼［１，４］，应用于 ２种不同椎管内注药镇痛
法，均达到满意的镇痛效果。ＶＡＳ评分在产程中可观
察到Ａ、Ｂ两组控制在３以内，产妇面容安详，而 Ｃ组

对照组产妇在整个过程中表情痛苦，主诉下腹的胀痛

及腰背酸痛。从实验结果中可发现，Ａ、Ｂ两组第一产
程较Ｃ组明显缩短（Ｐ＜０．０５），其主要的原因是Ａ、Ｂ２
组产妇在潜伏期即获得满意镇痛，从而减轻焦虑，改善

子宫和宫颈的血液循环，减少宫颈水肿，盆底肌肉松

弛，有利于胎头下降及宫口扩张［５－６］，缩短第一产程。

由于镇痛模式选择是硬膜外及腰麻，因神经阻滞作用，

部分产妇宫缩受到抑制，第二产程中缩宫素的使用，Ａ
组达到７６．４％，Ｂ组达到７９．２％。分娩镇痛逐渐在国
内推广，降低了剖宫产率［７－８］。硬膜外神经阻滞及腰

麻的分娩镇痛，能满足整个产程的需要，对母婴安全性

高［９－１０］，但在施行分娩镇痛的产程中，需要麻醉医生、

产科医师、助产士共同负责，确保分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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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上皮内瘤样变患者治疗后 ＨＰＶ感染方式的分析研究
姚守珍，赵剑虹，王璐璐

摘要：目的　探讨ＨＰＶ的感染方式对ＣＩＮ治疗后患者ＨＰＶ转阴的影响。方法　采用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基
因芯片技术检测经病理确诊的１９６例ＣＩＮ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３、６、１２个月 ＨＰＶ的感染亚型，同期检测２０５例
正常人的ＨＰＶ感染亚型。计算治疗前以及治疗不同时间后ＨＰＶ不同感染方式的感染率、基因构成，并采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２检验比较组间的差异，研究不同感染方式对ＨＰＶ转阴的影响。结果　①
ＣＩＮⅠ、Ⅱ、Ⅲ级患者ＨＰＶ感染率分别为６５．７１％（４６／７０）、８８．２３％（６０／６８）和９１．３７％（５３／５８），均显著高于正常
人群（Ｐ＜０．０５）并随着ＣＩＮ级别的升高而增加；②正常对照组 ＨＰＶ感染方式中单一高危感染所占比例最大，为
６．８３％（１４／２０５），其次是混合高危感染所占比例３．９０％（８／２０５）；ＣＩＮ组治疗前单一高危 ＨＰＶ感染率最高，为
５２．５５％（１０３／１９６），紧接着是混合高危感染２３．９７％（４７／１９６）。③多重感染ＨＰＶ的ＣＩＮ患者治疗后３～６个月内
ＨＰＶ感染率未有明显的降低，而单一感染的患者治疗后３～６个月内ＨＰＶ感染率显著下降。结论　ＨＰＶ多重感
染不利于ＣＩＮ治疗后患者的ＨＰＶ的转阴。
关键词：宫颈上皮内瘤变；ＨＰＶ；多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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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在发病最高的十大恶性肿瘤中位居第
二［１］，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宫颈上皮内瘤样变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是宫颈癌的癌前
病变，此阶段是诊断和防治宫颈癌的关键时机。人乳

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的感染已被证
实是ＣＩＮ以及宫颈癌的直接致病因素，９９％以上的宫
颈癌患者可检测到 ＨＰＶ的感染［２］。ＨＰＶ包括能引起
尖锐湿疣等皮肤黏膜鳞状上皮增殖相关疾病的低危型

以及与外阴癌、阴茎癌、宫颈癌等恶性肿瘤密切相关的

高危型。已有证据显示感染低危型 ＨＰＶ的尖锐湿疣
患者复发率高，存在持续感染，达１５％以上［３］，而高危

型ＨＰＶ持续感染导致宫颈上皮内瘤变，ＨＰＶ的感染方
式与持续感染是否有关，由于目前尚缺乏这一问题的

研究，本实验选取１９６例 ＣＩＮ患者监测治疗前以及治
疗后 ３、６、１２个月 ＨＰＶＤＮＡ，分析治疗后 ＣＩＮ患者
ＨＰＶ各亚型感染情况。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３月来我
院门诊经病理诊断为宫颈上皮内瘤样变患者 １９６例
（其中ＣＩＮⅠ级７０例，ＣＩＮⅡ级６８例，ＣＩＮⅢ级５８例），
选择同期来我院行宫颈组织病理学检查未发现宫颈上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姚守珍，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ｙａｏｓｉｒｕｉ＠１６３．ｃｏｍ

皮内病变的正常人群２０５例作为对照组。各组年龄资
料如下：ＣＩＮⅠ级组年龄 ２５～４８岁，平均（３３．１３±
５．８６）岁；ＣＩＮⅡ级年龄 ２６～４５岁，平均（３２．１３±
６．２９）岁；ＣＩＮⅢ级组年龄 ２９～５３岁，平均（３４．７２±
６．７４）岁；对照组年龄２５～５０岁，平均（３３．７６±５．６５）
岁。各组入选受试者均为已婚女性或未婚有性生活史

的非孕期女性，行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前所有非经期受试
者７２ｈ内未有阴道用药史及性生活，并排除其它疾
病。实验组患者给予应有治疗：ＣＩＮⅠ、Ⅱ级患者给予
ＬＥＥＰ术治疗；ＣＩＮⅢ级患者根据个体情况给予冷刀宫
颈锥形切除术或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后３、６、１２个月
复查ＨＰＶＤＮＡ。所有受试者均被告知研究内容，经同
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方法　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宫颈脱
落细胞采集，采用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基因芯片技

术按照试剂盒（香港凯普公司）说明书操作进行 ＨＰＶ
ＤＮＡ的检测。本技术可检测２１种ＨＰＶ亚型的基因分
型，其中包括低危型（５种）６、１１、４２、４３和４４；高危型
（１３种）：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和
６８；以及另外 ３种中国人群特有高危型：５３、６６和
ＣＰ８３０４（此３种与前１３种合并，共计１６种高危型）。
１３　判定标准　２１种ＨＰＶ亚型中任何一种阳性即可
认为ＨＰＶ感染；超过一种 ＨＰＶ亚型阳性的被认为是
混合感染，其中只要出现高危型感染即可视为高危型

ＨＰＶ混合感染，只有全部亚型是低危型时认为是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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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ＨＰＶ混合感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
进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ＨＰＶ感染率与宫颈病变发生的关系　在２０５例
健康人群中 ＨＰＶ总体感染率为 １５．１２％（３１／２０５），
１９６例 ＣＩＮⅠ、Ⅱ、Ⅲ级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分别为
６５．７１％（４６／７０）、８８．２３％（６０／６８）和９１．３７％（５３／
５８），ＣＩＮ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Ｐ＜
０．０５）。此外，与前期报道一致 ＨＰＶ感染率随着 ＣＩＮ
级别的升高而增加［４］，ＣＩＮⅢ级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可高
达９１．３７％（５３／５８），证实ＨＰＶ感染与ＣＩＮ发生密切相
关，见表１。
２２　ＨＰＶ感染方式在治疗前不同宫颈病变中的分
布　如表１所示，正常对照组中感染方式比重最高者
为单一高危感染，占总人群的６．８３％（１４／２０５），其次
是混合高危感染和混合低危感染。单一高危感染中

５２型感染率最高，其次是１６型，２种亚型感染率分别
是３．９０％（８／２０５）和１．９５％（４／２０５）（数据仅作计算，
未在表中给出）。在全部 ＣＩＮ患者治疗前所占比重最
高的感染方式同样是单一高危型 ＨＰＶ的感染，混合型
高危感染紧随其后。在 １９６例 ＣＩＮ患者中 ５２．５５％
（１０３／１９６）（表 ３）的患者表现出单一高危型 ＨＰＶ感

染，其中单一感染率最高的三个ＨＰＶ亚型是１６、５２和
５８，感染率分别为２４．４８％（４８／１９６）、６．６３％（１３／１９６）
和９．１８％（１８／１９６），见表３。混合型高危感染是第二
常见的感染方式，并且其感染率也随着 ＣＩＮ级别的升
高而增加。我们的研究发现１６型与其他亚型混合的
多重感染是混合高危感染的主要形式占１５．３％（３０／
１９６），其次是５２型参与的混合感染占据５．６１％（１１／
１９６），见表３。
２３　ＨＰＶ感染方式与ＣＩＮ治疗后ＨＰＶ转阴的关系　
研究ＣＩＮ患者治疗后３、６、１２个月后ＨＰＶ的感染情况
发现单一低危型和单一高危型的感染方式均在治疗３
个月后出现ＨＰＶ感染率的显著降低（Ｐ值均＜０．０５），
治疗后１２个月ＨＰＶ感染率降低更为明显。然而无论
是混合低危感染还是混合高危感染，治疗后３～６个月
内ＨＰＶ感染率未有明显的降低（Ｐ＞０．０５），直到治疗
后１２个月ＨＰＶ感染率才有明显的下降（Ｐ＜０．０５），见
表３。这说明混合型的感染尤其是前期高危型混合感
染不利于ＣＩＮ患者治疗后ＨＰＶ感染转阴。

在同期检测正常人群中，无论哪种感染方式，ＨＰＶ
感染率均没有显著的变化（Ｐ＞０．０５），见表２。ＣＩＮ患
者治疗后转阴率高于正常人考虑是因为ＣＩＮ患者被清
除了病灶导致ＨＰＶ在体内含量大大降低。

表１　ＨＰＶ不同感染方式在治疗前不同宫颈病变中的分布（ｎ，％）

组别 分级 例数 单一低危感染率 单一高危感染率 混合低危感染率 混合高危感染率 合计阳性感染率

对照组 ２０５ ３（１．４６） １４（６．８３） ６（２．９３） ８（３．９０） ３１（１５．１２）
实验组 ＣＩＮⅠ级 ７０ ６（８．５７） ３０（４４．１１） ４（５．７１） １４（２０．００） ４６（６５．７１）ａ

ＣＩＮⅡ级 ６８ １０（１４．７０） ３８（５５．８８） ６（８．８２） １６（２３．５２） ６０（８８．２３）ａ

ＣＩＮⅢ级 ５８ １（１．７２） ３５（６０．３４） ０（０．００） １７（２９．３１） ５３（９１．３７）ａ

　　注：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２　对照组同期检测ＨＰＶ亚型感染基因构成（ｎ，％）

ＨＰＶ感染方式
２０５例对照受试者同期检测ＨＰＶ

治疗前 治疗后３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治疗后１２个月
单一低危感染 １０（４．８８） １１（５．３７） ９（４．３９） ６（２．９３）
单一高危感染 ９（４．３９） ７（３．４１） ８（３．９０） ５（２．４４）
混合低危感染 ７（３．４１） ５（２．４４） ５（２．４４） ７（３．４１）
混合高危感染 ５（２．４４） ６（２．９３） ５（２．４４） ５（２．４４）
合计阳性感染 ３１（１５．１２） ２９（１４．１５）ａ ２７（１３．１７）ａ ２３（１１．２２）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宫颈癌发病率高，严重威胁女性的生命健康，积极
防治其癌前病变———ＣＩＮ已成为预防宫颈癌有效的手
段。ＨＰＶ的持续感染是促进 ＣＩＮ演变成宫颈癌的重
要致病因素，因此有效控制ＨＰＶ的感染是阻止 ＣＩＮ进
展到宫颈癌的重要干预措施。ＨＰＶ感染方式目前已受
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我们的研究跟踪随访大量ＣＩＮ治
疗后的患者以及健康人群，通过对比不同感染方式在

两个人群中的分布，发现 ＨＰＶ多重感染极有可能与
ＨＰＶ转阴的推迟密切相关。

多重感染，尤其是混合型高危感染在 ＨＰＶ感染人
群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次于单一高危感染。在

ＨＰＶ多种感染中二重感染最为常见［５］，其中 １６型
ＨＰＶ混合感染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包含５２和５８亚型
的二重感染［６］。与以往报道一致［７］，我们结果发现含

有１６型 ＨＰＶ的混合感染占 ＨＰＶ总感染率的１５．３％
（３０／１９６）是多重感染方式中最常见的类型，其次是含
有５２型的多重感染占 ＨＰＶ总感染率的５．６１％（１１／
１９６）。我们的结果显示多重感染方式虽不是 ＨＰＶ感
染的主要方式，其感染率低于单一高危型感染，但是多

重感染不利于 ＣＩＮ治疗后 ＨＰＶ的转阴。单一高危型
感染在ＣＩＮ治疗后３个月只剩１７．３４％（３４／１９６）的患
者仍然感染 ＨＰＶ，到治疗后１２个月只剩７．１４％（１４／
１９６），绝大部分患者均已转阴。然而混合高危型感染
的患者感染率要到治疗后 １２个月才会明显的下降。
说明ＨＰＶ混合感染不利于ＨＰＶ的转阴。

对于多重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癌的关系这一问题尚
有争议，ＲＨｅｒｒｅｒｏ等学者于２０００年报道显示多重感染
不增加宫颈癌的发生率，然而 ＬｅｅＳＡ等学者与 ２００３
年研究发现多种亚型的 ＨＰＶ感染的宫颈癌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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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几率是单一感染着的５倍。我们的结果发现多
重感染相比单一感染ＨＰＶ转阴的时间延长，这可能跟
多重感染所形成的阴道环境有关。有证据显示多重阴

道炎症致病体如假丝酵母菌、沙眼衣原体、解脲支原体

等与ＨＰＶ的多重感染有关［８］，而这些致病体会改变阴

道环境，如减少乳酸菌［９］可能不利于 ＨＰＶ的自行转
阴。

表３　ＣＩＮ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ＨＰＶ亚型感染基因构成（ｎ，％）

ＨＰＶ感染方式 类型
１９６例ＣＩＮ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３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治疗后１２个月
单一低危感染 ６型 ５（２．５５） ５（２．５５） ３（１．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１型 ６（３．０６） ３（１．５３） ２（１．０２） １（０．５１）
４２型 ２（１．０２） ２（１．０２）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４３型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４型 ４（２．０４） ４（２．０４） ４（２．０４） １（０．５１）

小计 １７（８．６７） ９（４．５９）ａ ５（２．５５）ａ ２（１．０２）ａ

单一高危感染 １６型 ４８（２４．４８） １３（６．６３） ７（３．５７） ６（３．０６）
１８型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１型 ６（３．０６） ２（１．０２） ２（１．０２） ２（１．０２）
３３型 ４（２．０４） １（０．５１） １（０．５１） １（０．５１）
３５型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９型 １（０．５１）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５型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１型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２型 １３（６．６３） ３（１．５３） ２（１．０２） １（０．５１）
５３型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６型 ３（１．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８型 １８（９．１８） １１（５．６１） ４（２．０４） ４（２．０４）
５９型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６型 ２（１．０２） ２（１．０２）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６８型 ３（１．５３） １（０．５１）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ＣＰ８３０４型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０３（５２．５５） ３４（１７．３４）ａ １８（９．１８）ａ １４（７．１４）ａ

混合低危感染 ６／１１／４２／４３／４４ ６（３．０６） ５（２．５５） ５（２．５５） ５（２．５５）
１１／４２／４４ ２（１．０２） ２（１．０２）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其它 ２（１．０２）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０（５．１０） ８（４．０８）ｂ ６（３．０６）ｂ ５（２．５５）ａ

混合高危感染 １６／６／１８／３３／５２／５８／６６／６８／ＣＰ８３０４ ３０（１５．３） ２８（１４．２８） ２７（１３．７７） ２３（１１．７４）
５２／１８／３３／５３／６６／ＣＰ８３０４ １１（５．６１） ６（３．０６） ５（２．５５） ４（１．５３）
５８／３３／６８／ＣＰ８３０４ ５（２．５５） ４（１．５３） ４（１．５３） ４（１．５３）

其它 ２（１．０２） ２（１．０２） ２（１．０２） １（０．５１）
小计 ４７（２３．９７） ４０（２０．４０）ｂ ３８（１９．３８）ｂ ３２（１６．３２）ａ

　　注：６／１１／４２／４３／４４表示６亚型ＨＰＶ混和与１１、４２、４３、４４亚型中的一种或多种同时感染，其他标注类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
较，ｂＰ＞０．０５。
　　本研究中发现ＣＩＮ患者治疗后６个月无论哪种感
染方式ＨＰＶ的感染率均低于正常人群，考虑可能由３
个因素造成，①ＣＩＮ患者被清除了病灶直接造成 ＨＰＶ
在体内的含量降低［１０］；②正常人机体虽有清除 ＨＰＶ
的能力，但是也会有部分人群持续感染ＨＰＶ；③正常人
群中可能会有新发病例的产生。

总之，本研究通过研究 ＣＩＮ患者治疗后 １年内
ＨＰＶ各亚型感染的情况，发现混合感染ＨＰＶ患者持续
感染率最高。这一结果说明ＨＰＶ多重感染可能是ＣＩＮ
治疗失败造成宫颈癌的潜在危险因素，然而具体机制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　ＷａｎｇＸ，ＳｏｎｇＺＦ，ＸｉｅＲＭ，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ａｔｈ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ｔｏ２０１２［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２０１３，１４（７）：４３９９４４０２．

［２］　余剑敏，李海川．基因第二代杂交捕获技术在宫颈癌筛查中的应
用［Ｊ］．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０９，９（１）：４６４８．

［３］　ＬｉＸ，ＷａｎｇＸ，ＧｕＪ，ｅｔａｌ．Ｎｅｅｄｌｅｆｒｅ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ｉｎ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
ｎａｔａ［Ｊ］．ＥｘｐＴｈｅｒＭｅｄ，２０１３，６（１）：２３６２４０．

［４］　张佳立，郜红艺，张江宇，等．ＨＰＶ多重感染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
发生、发展的关系研究［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０，２５（２３）：３２７０
３２７４．

［５］　李琳，李坤．女性生殖道人乳头瘤病毒多重感染基因谱的研究
［Ｊ］．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１３，２２（７）：５７８５８０．

［６］　苏士海，陈晓晴，余坚．人乳头状瘤病毒多重感染不同类型与宫颈
病变程度的关系［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２３）：５２９２
５２９４．

［７］　王长奇，王康，陈燕萍，等．ＨＰＶ多重感染与宫颈病变关系的分析
［Ｊ］．实验与检验医学，２０１２，３０（２）：１６６１６８．

［８］　文彩荷，何莲芝．ＨＰＶ感染与生殖道其他常见病原菌感染关系的
研究［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２４）：３９８５３９８８．

［９］　王颖，刘植华．阴道乳酸杆菌与ＨＰＶ感染、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相
关性研究进展［Ｊ］．肿瘤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８）：６１０６１５．

［１０］　张桂香，周自秀，崔彭华，等．高危ＨＰＶ检测及随访对宫颈癌预防
的临床意义［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２０）：３２６４３２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０

·２６７·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５月第１２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５



·妇幼卫生研究·

慢性咳嗽患儿血清变态反应指标及肺功能特点
周焕荣，徐强，陈华，薛功寿，林晓

!

摘要：目的　研究慢性咳嗽患儿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标、肺功能及气道反应性的变化特点。方法　选择２０１１年
９月—２０１３年４月于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的１１２例慢性咳嗽患儿为观察组，同期的１１２名健康儿童为
对照组，然后将２组儿童的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标、肺功能及气道反应性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同时将观察组中轻
度、中度与重度患儿的检查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的血清ＥＣＰ、ＴＩｇＥ、ＥＯＳ均高于对照组，ＩＦＮγ低于对照
组，肺功能指标及气道反应性检测结果均差于对照组，且重度咳嗽患儿的检测结果均差于轻度与中度咳嗽患儿，

中度患儿差于轻度患儿，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慢性咳嗽患儿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标、肺功
能及气道反应性均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且轻中重度患儿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慢性咳嗽；变态反应相关指标；肺功能；气道反应性；患儿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１．５　Ｒ７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６３０２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ｌｌ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　ＺＨＯＵＨｕａｎｒｏｎｇ，ＸＵ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Ｙｕｅｑｉｎｇ，Ｙｕｅｑｉｎｇ３２５６０８，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ｌｌ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６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ｔｏ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５６ｈｅａｔｈ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ｒ
ｕｍａｌｌ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
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ｕｇｈ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ＥＣＰ，ＴＩｇＥａｎｄＥＯＳ
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ｅｒｕｍＩＦＮγ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ｗｏｒｓ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ｕｇｈｗｅｒｅａｌｌｗｏｒｓ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ｍｉｌ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ｏｕｇｈ，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ｏｕｇｈｗｅｒｅｗｏｒｓ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ｃｏｕｇｈ，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ｌｌ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
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ｐｏｏｒ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ｕｇｈｈａ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ｕｇｈ；Ａｌｌ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

　　慢性咳嗽在小儿中并不少见，本病主要以咳嗽为
唯一症状，可由多种因素诱发，其对小儿的日常生活、

学习甚至休息都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故认为对其进

行有效的治疗干预非常重要。而要做到有效干预，对

于疾病发病过程中各项指标的全面细致了解是必要前

提。鉴于本病为呼吸系统疾病，因此对患者进行肺功

能及气道反应性的研究，另外较多研究认为，此类患者

中可能有变应反应存在，故对于变态反应相关指标的

研究可能也有一定的临床价值［１－２］。本文就慢性咳嗽

患儿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标、肺功能及气道反应性的

变化情况进行观察，观察结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４月于本
院进行治疗的１１２例慢性咳嗽患儿为观察组，同期的
１１２名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对照组的１１２名健康儿童
中，男６２名，女５０名，年龄６～１５岁，平均年龄（９．０±
２．１）岁。临床资料病例分度：轻、中、重度，轻度：咳嗽
持续１～２个月；中度：咳嗽持续２个月以上；重度：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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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持续２个月以上，且近１个月有反复喘息发作。观
察组的１１２例慢性咳嗽患儿中，男６４例，女４８例，年
龄７～１５岁，平均年龄（９．７±１．０）岁，病程１．０～５．０
个月，平均病程（２．２±０．５）个月，严重程度：轻度 ３６
例，中度４６例，重度３０例。２组的年龄与性别比例数
据比较，Ｐ均＞０．０５，因此认为２组研究儿童具有可比
性。

１２　检测方法　将２组儿童的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
标、肺功能及气道反应性状态等指标进行检测与统计，

其中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标包括 ＥＣＰ、ＴＩｇＥ、ＥＯＳ、
ＩＦＮγ，其中ＥＣＰ、ＴＩｇＥ、ＩＦＮγ分别以上海信然实业有
限公司的人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ＥＣＰ）ＥＬＩＳＡ试
剂盒、总ＩｇＥ定量检测试剂盒（免疫荧光法）及人 γ干
扰素（ＩＦＮγ）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进行检测，ＥＯＳ则以贝克曼
库尔特ＬＨ７５０五分类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
及计数；肺功能检测指标为 ＦＶＣ、ＰＥＦ２５、ＦＥＶ１．０及
ＭＭＦ，其均采用ＡＤ２ＦＧＣＡ＋型全自动肺功能测试仪
进行检测；气道反应性状态则采用支气管激发进行检

测。分别统计及比较其检测结果，然后将２组的血清
变态反应相关指标、肺功能及气道反应性检测结果进

行比较，同时将观察组中轻度、中度与重度患儿的检查

结果进行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以患者 ＦＥＶ１．０下降幅度达到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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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吸入的组胺剂量进行气道高反应性的评估，其中吸

入剂量在８．００μｍｏｌ以上为正常，吸入剂量在２．００～
８．００μｍｏｌ为轻度，吸入剂量在０．２５～１．９９μｍｏｌ为中
度，吸入剂量在０．２５μｍｏｌ以下为重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的年龄、血清变态反应相关
指标及肺功能指标均为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处理；而
性别比例及气道反应性检测结果为计数资料，进行 χ２

检验处理；数据处理软件为 ＳＰＳＳ１６．０，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的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
血清ＥＣＰ、ＴＩｇＥ、ＥＯＳ均高于对照组，ＩＦＮγ低于对照
组，且重度咳嗽患儿的检测结果波动大于轻度与中度

咳嗽患儿，中度患儿波动大于轻度患儿，Ｐ均 ＜０．０５，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比较见表１。

表１　２组慢性咳嗽患儿和健康儿童的血清变态反应
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类别 例数 ＥＣＰ（μｇ／Ｌ） ＴＩｇＥ（Ｕ／ｍｌ） ＥＯＳ（×１０９／Ｌ） ＩＦＮγ（ｐｇ／ｍｌ）

观察组 轻度 ３６ ５．２４±０．９０ １０９．８８±１０．６４ ０．２７±０．０３ １２．１８±１．８６
中度 ４６ ７．６１±１．１１ｃ １７２．９３±１２．８９ｃ ０．４２±０．０６ｃ ９．５２±１．５９ｃ

重度 ３０ １０．２５±１．２７ｂ ２４９．８６±１４．９５ｂ ０．５６±０．０７ｂ ６．２４±１．２７ｂ

总数 １１２ ７．１５±１．０３ａ ２０２．３４±１３．６２ａ ０．４５±０．０５ａ １０．２０±１．７４ａ

对照组 １１２ ３．９６±０．８２ ８６．２６±６．１４ ０．０２±０．０１ １８．４９±１．９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轻中度患者比较，ｂＰ＜０．０５；与轻
度患者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的肺功能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ＦＶＣ、ＰＥＦ２５、
ＦＥＶ１．０及ＭＭＦ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中重度患
儿的４个指标均低于轻度与中度患儿，中度患儿４个
指标低于轻度患儿，Ｐ均 ＜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比较见表２。
表２　２组慢性咳嗽患儿和健康儿童的肺功能指标比较

组别 类别 例数 ＦＶＣ（Ｌ） ＰＥＦ２５（Ｌ） ＦＥＶ１．０（Ｌ） ＭＭＦ（Ｌ／ｓ）

观察组 轻度 ３６ ２．７３±０．２９ ３．１６±０．３１ ２．４３±０．２０ １．５３±０．１４
中度 ４６ ２．２９±０．２６ｃ ２．４０±０．２３ｃ １．９８±０．１７ｃ １．１４±０．１２ｃ

重度 ３０ １．８４±０．２２ｂ １．９２±０．２１ｂ １．６２±０．１５ｂ ０．８８±０．１０ｂ

总数 １１２ ２．１６±０．２５ａ ２．３０±０．２６ａ ２．１１±０．１８ａ １．２６±０．１３ａ

对照组 １１２ ３．２９±０．３５ ３．９５±０．３７ ３．０２±０．２５ １．７０±０．１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轻中度患者比较，ｂＰ＜０．０５；与轻
度患者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的气道反应性检测结果比较　观察组的支
气管激发总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中重度患儿

的总阳性率均高于轻度与中度患儿，中度患儿总阳性

率则均低于轻度患儿，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比较见表３。

表３　２组慢性咳嗽患儿和健康儿童的气道反应性
检测结果比较（ｎ，％）

组别 类别 例数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总阳性

观察组 轻度 ３６ １４（７７．７８） ３（１６．６７） １（５．５６） ０（０．００） ４（２２．２２）
中度 ４６ １５（６．５２） ７（３０．４３） １（４．３５） ０（０．００） ８（３４．７８）ｃ

重度 ３０ ４（２６．６７） ７（４６．６７） ２（１３．３３） ２（１３．３３） １１（７３．３３）ｂ

总数 １１２ ２９（５１．７９） ２１（３７．５０） ４（７．１４） ２（３．５７） ２７（４８．２１）ａ

对照组 １１２ ５４（９６．４３） ２（３．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５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轻中度患者比较，ｂＰ＜０．０５；与轻
度患者比较，ｃ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小儿慢性咳嗽在儿科就诊患者中较为常见，患儿
多数以咳嗽为唯一临床表现，其对患儿的日常生活与

学习造成的不良影响较为突出，也是对患儿呼吸系统

损害较大的一类疾病［３］，故临床对其研究也并不少见。

而临床对于本病的诊断方面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症

状及其他临床表现方面，对于患者呼吸系统及病因相

关指标的研究也一直是重点。临床中有研究认为，此

类患儿某些因素存在明显的变态反应情况，因此对此

类患儿进行变态反应相关指标的研究极为重要［４－５］，

而ＥＣＰ、ＴＩｇＥ、ＥＯＳ、ＩＦＮγ作为与此反应相关性较为明
显的指标，对其在慢性咳嗽患儿中的水平的研究则显

得意义较高［６－７］。另外，因为咳嗽为呼吸系统疾病，且

长期严重的咳嗽状态，可能对肺功能造成一定的不良

影响，因此认为对此方面进行研究极为必要。再者，有

研究认为，慢性咳嗽患者普遍存在气道的高反应状态，

但各个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也在［８］，故认

为对其更为细致全面的研究也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本文中我们就慢性咳嗽患儿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

标、肺功能及气道反应性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结果显

示，此类患儿的上述指标较健康人员表现出更差的状

态，不仅仅血清ＥＣＰ、ＴＩｇＥ、ＥＯＳ、ＩＦＮγ波动较大，且肺
功能状态指标相对更为低下，再者，患儿的气道反应性

检测结果总阳性率也相对更高，且不同严重程度的患

儿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从而肯定了其在疾病诊断与

严重程度了解中的价值［９－１０］，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应加

强对本病的重视程度。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慢性咳嗽

患儿血清变态反应相关指标、肺功能及气道反应性均

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且轻中重度患儿之间存在明显

的差异，临床检测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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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早期早产儿补充维生素 Ｄ的临床效果观察
张丽萍，孙玉敏，宋红艳，任建立，闫瑞霞，刘艳平

摘要：目的　了解早产儿提早补充维生素Ｄ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沧州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早产儿１５８例，
分为大胎龄组和小胎龄组，每组又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给予配方奶喂养，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

生后第３天开始补充维生素Ｄ４００ＩＵ／ｄ，服用７ｄ，实验前后测定血清钙、磷和２５（ＯＨ）Ｄ水平，观察临床有无并
发症。结果　早产儿普遍存在维生素Ｄ缺乏，维生素Ｄ缺乏比例为９７．４％。血清钙、磷和２５（ＯＨ）Ｄ水平实验
组较对照组明显提高，小胎龄组和大胎龄组实验组血清２５（ＯＨ）Ｄ均值分别从２３．５５６ｎｍｏｌ／Ｌ、２７．７７１ｎｍｏｌ／Ｌ提
高到２７．４２３ｎｍｏｌ／Ｌ、３２．１９８ｎｍｏｌ／Ｌ，具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早产儿服用维生素 Ｄ４００ＩＵ／ｄ，并无毒性。结
论　早产儿生后及早期监测维生素Ｄ状态，第３天开始补充维生素Ｄ，是早产儿健康支持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早产儿；维生素Ｄ；补充；新生儿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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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ＯＨ）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ｆｏｒ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４００ＩＵ／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ｅａｎ２５（ＯＨ）Ｄｌｅｖｅｌｓｆｒｏｍ２３．５５６
ｎｍｏｌ／Ｌ，２７．７７１ｎｍｏｌ／Ｌａｔｂｉｒｔｈｔｏ２７．４２３ｎｍｏｌ／Ｌ，３２．１９８ｎｍｏｌ／Ｌａ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ｅ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ｌｏｗ
２５（ＯＨ）Ｄｌｅｖｅｌｓｗａｓａｎｉｓｓｕｅｆｏｒ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ａｒｒａｎｔ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４００ＩＵ
ｄａｉ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ａｒｇｅｔｌｅｖｅｌｓ．Ｉｔｗ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ａｒｌｙ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婴儿是维生素 Ｄ缺乏的高危人群，尤其是早产
儿，维生素 Ｄ对保证早产儿健康非常重要，因此，早产
儿早期采取预防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通过对１５８
例早产儿进行提早补充维生素Ｄ，观察临床效果，探讨
早产儿有效的预防措施，现将研究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沧州市人民医
院新生儿科早产儿１５８例，出生体重为（１８２２±３９９）ｇ，
胎龄为（３２．７±１．９）周。根据胎龄分为２组，小胎龄组
（２８周≤早产儿≤３２周）７６例、大胎龄组（３２周 ＜早
产儿≤３６周）８２例，本研究征得受试对象家属知情同
意，并与之签订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维生素Ｄ干预　选取的早产儿给予常规住院
处理，对照组只采用早产儿配方奶粉喂养，不补充鱼肝

油，１周后采集血标本检测。实验组采用早产儿配方

基金项目：河北省沧州市科技支撑项目（１２１３１３９ＺＤ）
作者单位：０６１００１河北省沧州市，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儿科

教研室（张丽萍，孙玉敏，宋红艳，任建立，闫瑞霞）；

沧州市人民医院（刘艳平）

通讯作者：张丽萍，Ｅｍａｉｌ：１２６０１０６９１８＠ｑｑ．ｃｏｍ

奶粉喂养，生后３ｄ开始每天维生素 Ｄ４００ＩＵ，连续服
用１周，采集血标本检测。观察早产儿服用维生素 Ｄ
后的反应，观察有无呕吐、腹泻、低热、便秘、心律不齐

及排尿异常等。

１２２　指标测定　早产儿分别于实验前、后取静脉血
离心后取血清０．５ｍｌ，置于 －７０℃冰箱保存待测，采
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试剂盒购于英国ＩＤＳ公司，使用美
国ＢＩＯＴＥＫＥＬｘ８００型酶标仪测定。血 Ｃａ、Ｐ测定采
用常规生化法。

１２３　标准判断　血清２５（ＯＨ）Ｄ＜５０ｎｍｏｌ／Ｌ为缺
乏，５０～７５ｎｍｏｌ／Ｌ为相对缺乏（临界水平），＞７５
ｎｍｏｌ／Ｌ为营养状况良好，＞１７０ｎｍｏｌ／Ｌ为过高。血清
总钙 ＜１．８８ｍｍｏｌ／Ｌ为低钙血症。血清磷 ＜０．９
ｍｍｏｌ／Ｌ为低血磷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分析，实
验数据以（ｘ±ｓ）表示，２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早产儿临床基本情况　２组早产儿基本情况稳
定，住院后均未发生感染、出血、呼吸窘迫等并发症，实

验组早产儿均未出现呕吐、腹泻、便秘、心律不齐、排尿

异常等维生素Ｄ过量表现。２组均为生后第２天或第
３天能耐受喂养，每次开奶量分别为０．５～２．０ｍ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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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５．０ｍｌ，生后第 １０天平均每日喂奶量分别为
（１２０．０±６０．１）ｍｌ和（２１１．７±８３．７）ｍｌ。早产儿配方
奶粉每８００ｍｌ约含４００ＩＵ维生素Ｄ。
２２　早产儿血清 Ｃａ、Ｐ、２５（ＯＨ）Ｄ水平　男婴血清
２５（ＯＨ）Ｄ水平为（２４．７６±７．６９），女婴为（２４．９４±
７．９８），无明显性别差异（ｔ＝０．１４２，Ｐ＞０．０５）。小胎
龄组（２２．７６±７．５６）和大胎龄组（２５．４１±８．０８）血清

２５（ＯＨ）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７６７，Ｐ＜
０．０１）。＜５０ｎｍｏｌ／Ｌ的人数为１５４例（９７．４％）（其中
＜２５ｎｍｏｌ／Ｌ的人数早期早产儿和晚期早产儿分别为
６１例和５８例），５０～７５ｎｍｏｌ／Ｌ的人数为４例。１００％
早产儿没有达到 ＶｉｔＤ理想状态。早产儿出生第３天
钙缺乏为５２例。实验组和对照组血清钙磷水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早产儿出生第３天血清Ｃａ、Ｐ、２５（ＯＨ）Ｄ水平

胎龄 组别 例数 Ｃａ（ｍｍｏｌ／Ｌ） Ｐ（ｍｍｏｌ／Ｌ） Ｃａ×Ｐ ２５（ＯＨ）Ｄ（ｎｍｏｌ／Ｌ）

小胎龄组 实验组 ４２ ２．１２８±０．１４５ １．１１４±０．０７３ ２９．４５１±３．０８０ ２３．５５６±６．５３２
对照组 ３４ ２．１３４±０．１４６ １．１２６±０．１０６ ３０．９８７±４．５１１ ２２．７６２±５．５５７

ｔ值 ０．１７５ ０．４８０ １．７５９ ０．６９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胎龄 组别 例数 Ｃａ（ｍｍｏｌ／Ｌ） Ｐ（ｍｍｏｌ／Ｌ） Ｃａ×Ｐ ２５（ＯＨ）Ｄ（ｎｍｏｌ／Ｌ）

大胎龄组 实验组 ４６ ２．１７５±０．１４５ １．１４６±０．０８６ ３１．０１４±４．０６４ ２７．７７１±８．４３７
对照组 ３６ ２．５３０±０．１１９ １．１５７±０．０８４ ３０．９１０±２．８２４ ２６．７６３±８．４０８

ｔ值 ０．７０８ ０．６０１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维生素Ｄ干预效果　实验组给予维生素 Ｄ干预
后，明显提高血清钙、磷和２５（ＯＨ）Ｄ水平，和对照组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３）。小胎龄组和大
胎龄组实验组血清 ２５（ＯＨ）Ｄ均值分别从 ２３．５５６
ｎｍｏｌ／Ｌ、２７．７７１ｎｍｏｌ／Ｌ提高到２７．４２３ｎｍｏｌ／Ｌ、３２．１９８
ｎｍｏｌ／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小胎龄组维生素Ｄ干预对血清Ｃａ、Ｐ、２５（ＯＨ）Ｄ

水平影响效果

组别 例数 Ｃａ（ｍｍｏｌ／Ｌ） Ｐ（ｍｍｏｌ／Ｌ） Ｃａ×Ｐ ２５（ＯＨ）Ｄ（ｎｍｏｌ／Ｌ）

实验组 ４２ ２．１９８±０．１４１ １．１８１±０．０７２ ３２．２６４±３．４５０ ２７．４２３±７．１２７
对照组 ３４ ２．１１５±０．１４６ １．１３８±０．１１４ ３０．１８９±４．３０７ ２３．４１８±５．５３１
ｔ值 ２．５２３ ２．０８ ２．３３２ ２．６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大胎龄组维生素Ｄ干预对血清Ｃａ、Ｐ、２５（ＯＨ）Ｄ
水平影响效果

组别 例数 Ｃａ（ｍｍｏｌ／Ｌ） Ｐ（ｍｍｏｌ／Ｌ） Ｃａ×Ｐ ２５（ＯＨ）Ｄ（ｎｍｏｌ／Ｌ）

实验组 ４６ ２．２４０±０．１３１ １．２２４±０．１２６ ３４．１２９±５．０５６ ３２．１９８±８．７６２
对照组 ３６ ２．１４３±０．１２２ １．１５１±０．１０６ ３０．５７２±３．２２９ ２７．９６５±８．５６１
ｔ值 ３．４４１ ２．７９８ ３．６７４ ２．１９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早产儿维生素Ｄ流行情况　胎儿维生素 Ｄ均来
源于母体，母体的２５（ＯＨ）Ｄ很容易通过胎盘，出生时
新生儿血清２５（ＯＨ）Ｄ为母体水平的５０％ ～７０％，母
亲患有严重的维生素Ｄ缺乏症可导致新生儿先天性佝
偻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母亲维生素 Ｄ缺乏的发生
率较高，导致新生儿出生时维生素 Ｄ缺乏的发生率也
较高。在美国调查发现，９７％的非裔、８１％的拉美裔、
６７％的高加索白人孕妇为维生素Ｄ不足［１］。本研究发

现，９７．４％早产儿存在缺乏，其中７５．３％的早产儿存在
严重缺乏。ＡｇａｒｗａｌＲ等［２］发现，新德里８７．３％的低出
生体重儿和８８．６％的正常体重儿存在维生素 Ｄ缺乏，
在中东国家４４％早产儿存在严重缺乏［３］。李军军等

发现，生后第１天、１４ｄ及３０ｄ各有７６．８％、５３．７％和
７５．８％的新生儿存在维生素 Ｄ缺乏，而且 ＜３３周胎龄

的早产儿血清２５（ＯＨ）Ｄ明显低于足月儿［４］。以上研

究提示，早产儿出生时极易存在维生素 Ｄ缺乏，因此，
检测初始维生素 Ｄ水平以评估维生素 Ｄ补充的作用
非常必要。

３２　早产儿维生素Ｄ需求　美国最新指南建议，婴儿
应在出生后几天就开始摄入维生素Ｄ４００Ｕ／ｄ，定义早
产儿维生素Ｄ需要量仍需进一步研究，以保证早产儿
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Ｄ［５］。日本研究发现，９０％的早产
儿在出院时存在多种营养素缺乏，建议生后不久维生

素Ｄ摄入４００ＩＵ／ｄ，才能发挥它的多种生物学效应［６］。

Ｔａｙｌｏｒ等对３６例早产儿的研究显示，维生素 Ｄ的平均
摄入量为（５０７±２２３）ＩＵ／ｄ，血２５（ＯＨ）Ｄ的平均值为
（５９±２６）ｎｍｏｌ／Ｌ。这一发现以及之前的随机对照研究
去除了４００ＩＵ／ｄ可能导致早产儿维生素 Ｄ中毒的担
忧。至少３个随机对照试验证实８００～１０００ＩＵ／ｄ为安
全剂量。欧洲专家推荐８００～１０００ＩＵ／ｄ以获得充足的
维生素 Ｄ而无毒性。Ｄｅｌｖｉｎ在试验中提供１０００ＩＵ／ｄ
的维生素Ｄ补充量加上８０ＩＵ／１００ｍｌ配方奶，人工喂
养的婴儿可获得１５００ＩＵ／ｄ维生素 Ｄ而无并发症［７］。

ＫｉｓｌａｌＦＭ等［８］将早产儿随机分为３组，每天分别给予
维生素Ｄ２００ＩＵ／ｋｇ、４００ＩＵ／ｋｇ和８００ＩＵ／ｋｇ，观察１５
ｄ，检测血清钙磷、骨钙蛋白水平和尿 ＤＰＤ水平，结果
发现高剂量的维生素 Ｄ补充剂可加速骨转换，增加尿
ＤＰＤ水平反映骨吸收增加。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ＲＡ等［９］研究发

现，７８％早产儿血清２５（ＯＨ）Ｄ低于５０ｎｍｏｌ／Ｌ，当早
产儿能耐受喂养后，血清 ２５（ＯＨ）Ｄ低于 ５０ｎｍｏｌ／Ｌ
者，摄入维生素Ｄ≥４００ＩＵ／ｄ，６周后，８７％早产儿血清
２５（ＯＨ）Ｄ达到了≥５０ｎｍｏｌ／Ｌ，仅 ８％早产儿 ＞１２５
ｎｍｏｌ／Ｌ。ＨａｎｓｏｎＣ等［１０］研究发现，５２例早产儿（胎
龄＜３２周）生后第１天开始补充维生素Ｄ４００ＩＵ／ｄ，服
用７ｄ，将血清２５（ＯＨ）Ｄ均值从１７ｎｇ／ｍｌ提高到２３．
１ｎｇ／ｍｌ。本研究显示，早产儿早期由于肠道喂养耐受
差，通过母乳或配方奶粉摄入维生素Ｄ很少，不能满足
生理需求，早产儿生后第３天开始补充维生素 Ｄ４００
ＩＵ／ｄ，明显提高了血清钙磷和２５（ＯＨ）Ｄ水平，且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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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并无出现过量现象。建议早产儿生后及早期监测维

生素Ｄ状态，保证充足维生素Ｄ摄入，使血清２５（ＯＨ）
Ｄ的目标值为大于５０ｎｍｏｌ／Ｌ。

早产儿生理机能不成熟，易存在生后维生素 Ｄ摄
入不足，认识到补充的不足并尽早摄入充足的维生素

Ｄ是早产儿维生素Ｄ健康支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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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４４页）
步影响了对肠道致病菌的清除作用，最终导致上述菌

群失调。此外，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力受到影响，往往会

减弱对条件致病菌的抵抗能力，这也可能是造成条件

致病菌增多的原因之一。

抗生素致菌群失调的作用早已证实。本研究则进

一步比较了不同类型抗生素的作用。抗生素使用后，

肠道菌群均不同程度地减少，其中益生菌的减少更为

明显。这可能是抗生素对肠道细菌的直接杀灭以及肠

道内环境改变的联合作用。益生菌对抗生素多数敏感

而且对于环境的改变耐受性较低，从而导致下降比较

显著。大肠杆菌、肠球菌等一方面受到抗生素的直接

作用，导致菌群的减少，但随后可能益生菌的减少，又

会有所恢复，因而下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

抗生素对益生菌群的影响发现，杀菌能力强、广谱的抗

生素对其影响较大。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应当根据适

应症合理选取抗生素，尽量使用窄谱的抗生素，并适当

补充益生菌制剂等。

关于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已有

不少研究，人们发现一些天然存在的抗炎、抗氧化成分

（如茶多酚）、运动（如练气功）对肠道菌群失调有改善

作用［１２－１３］。因此本研究分析了某些生活方式对老年

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的作用。首先是吸烟，吸烟对肠

道菌群起破坏作用，可能由于烟草中的有害成分影响

了肠道内的微环境，不利于益生菌的生长。其次是饮

酒，本研究发现有饮用红酒习惯的患者（每天一小杯约

５０ｍｌ）肠道菌群结构的破坏较轻，这一作用可能与红
酒中抗氧化成分有关，如同茶多酚一样直接调控肠道

细菌的构成，另一方面红酒中有效成分通过改善糖尿

病的代谢紊乱间接维护了肠道菌群的构成，其具体机

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还对不同饮食构成的老年

糖尿病患者进行调查，发现摄入高纤维食物较多的老

年患者，其益生菌的含量比对照组多，与孙元琳等［１４］

研究结果相似。这一结果提示饮食中增加膳食纤维的

比例有助于改善肠道菌群。关于晨练对肠道菌群的影

响，本研究发现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提示不同晨练

类型可能对肠道菌群影响不同。上述结果揭示，日常

生活中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适当饮用具有抗氧化作

用的饮品，戒除不良嗜好有利于老年糖尿病患者菌群

失调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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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不同种类脑膜炎患儿脑脊液及血浆中的蛋白、糖及
氯化物含量比值对比研究

郦凡，沈红

摘要：目的　研究不同种类脑膜炎患儿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比值。方法　选择２０１２年３
月—２０１３年５月绍兴第二医院收治的１０８例疑似脑膜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检查结果，其中１９例非脑膜炎
患儿作为对照组，化脓性脑膜炎组（即化脑组）４５例，结核性脑膜炎组（即结脑组）２１例，另外２３例为病毒性脑膜
炎患儿（即病脑组）。测定并对比各组患者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分析计算其含量比值。结

果　病脑组患者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比值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化脑组与
结脑组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含量比值明显高于对照组，而糖含量比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化脑组氯化物含量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脑组氯化物含量比值较
其他组明显减少（Ｐ＜０．０５）。结论　对脑膜炎患者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比值进行计算，对于
诊断脑膜炎较为准确，且其简单经济，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脑膜炎；脑脊液；蛋白；糖；氯化物；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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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Ｒａｔｉｏ

　　脑膜炎作为一种常见性感染病症，严重影响儿童
身心。脑膜炎常表现为化脑、结脑以及病脑等。脑膜

炎一旦发病，临床表现形式多变，且各种形式无较明显

特征，尤其结脑病症在发病初期脑脊液检测中，其改变

不明显。另外，患儿血脑屏障若发育不全以及年龄等

都可能对脑脊液检测产生干扰，进而致使发生误诊，影

响脑膜炎治疗［１－５］。因此，本文对不同种类脑膜炎患

儿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进行测定

并计算出其比值，以此推断其对脑膜炎患儿诊断意义，

得到了一些结论，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５月我院
收治的１０８例疑似脑膜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第二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郦凡，Ｅｍａｉｌ：ｓｘｃｆｌｙｚ７９７＠１６３．ｃｏｍ

５８例，女 ５０例。年龄 ２～１２岁，平均年龄为（７．３±
２．５）岁。根据检查结果，其中１９例非脑膜炎患儿作为
对照组；４５例为化脑组：症状为急性脑膜炎，脑脊液或
者血液内查出病菌或者抗原；２１例为结脑组：检查出
脑脊液或者血液内存在结核杆菌或者颅外并发结核感

染；另外２３例为病脑组：患者脑脊液或者血液内检查
出特异性病毒抗体或者查出病毒核酸。

１２　研究方法　对各组患者脑脊液以及血浆内蛋白、
糖以及氯化物成分含量进行测定。在空腹条件下抽取

静脉血３ｍｌ，实施血浆离心及分离操作，并对其行腰椎
穿刺操作，采集５ｍｌ脑脊液，两者同时进行测定。使
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

氯化物含量进行测定。计算出脑脊液与血浆中蛋白、

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比值，脑脊液与血浆、糖以及氯化物

比值＝（脑脊液含量 ＋０．１）／（血浆含量 ＋０．１），脑脊
液与血浆内蛋白量比值结果以百分数表示，糖与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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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含量比值结果以数值表示。以脑脊液／血浆蛋白≥
１．０、糖≤０．５以及氯化物≤１．１为评定标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患儿脑脊液及血浆内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

量对比　病脑组与对照组相比，脑脊液及血浆内蛋白、
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化脑组和
结脑组脑脊液中蛋白含量较之对照组，明显增加（Ｐ＜
０．０５），糖及氯化物含量明显降低（Ｐ＜０．０５）。化脑组
和结脑组血浆中蛋白、糖及氯化物含量与对照组比较，

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患儿脑脊液及血浆内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对比（ｘ±ｓ）

组别 例数
脑脊液

蛋白（ｇ／Ｌ） 糖（ｍｍｏｌ／Ｌ） 氯化物（ｍｍｏｌ／Ｌ）
血浆

蛋白（ｇ／Ｌ） 糖（ｍｍｏｌ／Ｌ） 氯化物（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１９ ０．２５±０．０７ ４．０１±０．９７ １２７．０１±４．３７ ５９．４０±６．７５ ６．２２±１．８７ １０５．９３±３．６７
化脑组 ４５ １．２２±０．６５ ２．６４±０．５８ １２２．９７±３．９８ ５９．４７±６．１１ ６．２０±２．３９ １０４．５６±５．４７
结脑组 ２１ １．０５±０．７３ ３．２５±０．６５ １０９．１４±５．７７ ６０．２４±４．０７ ６．０４±１．８４ １０６．５３±４．１９
病脑组 ２３ ０．２７±０．０８ ４．０７±０．５７ １２５．１４±３．５６ ６１．４１±５．３３ ５．８５±０．９８ １０６．２０±３．６６
化脑组ｖｓ．对照组 ｔ值 ６．４５９ ６．９９９ ４．０６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２ ０．９９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结脑组ｖｓ．对照组 ｔ值 ４．７５１ ４．０３７ １０．９５０ ０．４８２ ０．３０７ ０．４７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病脑组ｖｓ．对照组 ｔ值 ０．８５３ ０．２４９ １．５２９ １．０７９ ０．８２３ ０．２３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各组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比
值对比　病脑组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
含量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化脑组与结脑组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含量比
值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Ｐ＜０．０５），糖含量比值明
显降低（Ｐ＜０．０５）。化脑组氯化物含量比值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结脑组明显减
少（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
比值对比（ｘ±ｓ）

组别 例数
脑脊液／血浆

蛋白 糖 氯化物

对照组 １９ ０．４３±０．１２ ０．６８±０．１６ １．２０±０．０７
化脑组 ４５ ２．２１±０．１１ ０．４５±０．０６ １．１８±０．０７
结脑组 ２１ １．９２±０．１９ ０．５６±０．１１ １．０３±０．０７
病脑组 ２３ ０．４５±０．１６ ０．７２±０．１８ １．１８±０．０４
化脑组ｖｓ．对照组 ｔ值 ５７．５７８ ８．４１２ １．０４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结脑组ｖｓ．对照组 ｔ值 ２９．２８６ ４．７８７ ７．６７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病脑组ｖｓ．对照组 ｔ值 ０．４５０ ０．７５３ １．１６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脑膜炎在儿童群体中属于多发疾病，且其表现形
式多样，因此，很难对其进行准确诊断［６－８］。脑脊液检

测是一种针对患者神经系统类疾病的技术操作，在生

理情况无异常的条件下，人中枢神经会因血脑屏障阻

碍，脑脊液被停滞在脑室以及蛛网膜下腔中，人类身体

血液中所含蛋白、糖及氯化物等物质仅可选择性通过

血脑屏障，进而进入到脑脊液中［９－１２］。由此可见，正常

情况下脑脊液中蛋白、糖及氯化物含量与此类物质在

血浆中的水平有关。一旦人体处于患病期，其血脑屏

障受损，导致其通透性升高，血浆中蛋白、糖及氯化物

进入脑脊液成分发生变化，使得脑脊液中各物质成分

以及其性质均发生变化。由于儿童血脑屏障未发育完

全，机制较差，且其免疫功能不完全，脑脊液中蛋白、糖

以及氯化物含量与成人存在明显差别。另外，脑脊液

中蛋白量会随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儿童刚出生时脑

脊液中蛋白含量较高，之后血脑屏障功能完善，渗透性

降低，蛋白含量便会逐渐减少。刚出生到３个月时，幼
儿脑脊液中蛋白含量会从１．０８ｇ／Ｌ减至０．４ｇ／Ｌ，而
后幼儿６～１０个月时，又会逐渐达到稳定，成长至１０～
１６岁，其含量会少量增加［１３－１７］。另外，患病时身体状

况也会影响脑脊液中各成分含量。因此，一旦排除血

浆相关因素对脑脊液产生的妨碍，能够使诊断结果更

为准确。

本文研究发现，病脑组与对照组相比，脑脊液及血

浆内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无较大差别。化脑组和

结脑组脑脊液中蛋白含量较之对照组，糖及氯化物含

量明显降低。化脑组和结脑组血浆中蛋白、糖及氯化

物含量较之对照组无明显变化。笔者认为，患病初期，

此类病症在脑脊液中表现并不明显，因此，仅依据此数

据不能做出准确诊断。本研究对各组脑脊液及血浆中

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比值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

示，病脑组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含量比

值较之对照组，无明显差异。化脑组与结脑组脑脊液

及血浆中蛋白含量比值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糖含

量比值明显降低。化脑组氯化物含量比值相对于对照

组，无明显差异；结脑组明显减少。由此可知，排除血

浆因素，对脑膜炎相关诊断更加准确，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临床对脑膜炎患者进行诊断，可采用对

其脑脊液及血浆中蛋白、糖以及氯化物比值进行计算

的方法，此方法较仅测定其含量对于诊断更加有效可

靠。且此种方式较为简单，能够在各基层医院普遍应

用，经济有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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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空的影响，可重复性较好［９］。本研究中，不论是

在ＭＧＤ组还是健康对照组中，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的
ＣＣＴ测量值比 Ａ超角膜测厚仪与角膜地形图的小，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超角膜测厚仪的 ＣＣＴ
测量值与角膜地形图的测量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ＭＧＤ与干眼症密切相关，是脂质缺乏性干眼症的

主要原因，同时ＭＧＤ常伴发水液性泪液不足，表现出
共同的症状和体征。部分研究认为 ＭＧＤ引起的干眼
症对角膜的影响改变主要在于：①角膜上皮的损害：包
括角膜形态改变，干燥失活和坏死脱落、上皮完整性破

坏以及角膜上皮化生；②角膜敏感性和表面规则性降
低，并与干眼症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③角膜厚度改
变：研究者应用Ｏｒｂｓｃａｎ角膜地形图仪比较了３８例２１
眼干眼患者和２１例３４眼正常人的角膜厚度，发现干
眼症患者中央和周边角膜九位点的平均厚度明显降

低，认为干眼症患者的长期眼表干燥状态以及免疫激

活状态引起炎症反应，释放ＩＬ１，造成角膜细胞的凋亡
增加，细胞减少而角膜变薄。由此认为 ＭＧＤ会引起
ＣＣＴ变薄。但 ＦａｂｉａｎｉＣ等［１０］通过实验性干眼症动物

模型，认为在暴露干燥应力越久，细胞的增殖率显著增

加，从而导致角膜中央厚度增加。Ｋａｎｅｌ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Ｊ
等［１１］通过 ＯＣＴ表明干眼症患者的角膜厚度是增加
的，并且可以把角膜厚度增加作为诊断干眼症的一个

依据。而ＦｉｒａｔＰＧ等［１２］分析了７０例４０眼干眼患者和
７５例４０眼正常人的角膜生物力学，认为干眼症会影
响角膜，甚至引起严重的症状，但不会导致对角膜的生

物力学变化，ＣＣＴ减少是由于泪液膜的渗透压所致，提
示ＣＣＴ等在２组人群间无差异。本文中 ＭＧＤ患者的
ＣＣＴ相对于健康对照组并没有明显变薄或变厚，且与
ＭＧＤ的分级无关。

本研究用３种仪器测定ＣＣＴ，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ＣＣＴ在ＭＧＤ患者中没有显著差异性。虽然不同仪器
设备检查ＣＣＴ不一致，但是各种仪器均有其优势和局
限性，相互之间不能完全取代。因此，ＭＧＤ与 ＣＣＴ的
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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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ＴＲＡＩＬ及其受体与子宫肌瘤发病机制的相关性研究
张崇移，周秀萍，吴兵，章林燕

摘要：目的　探讨ＴＲＡＩＬ及其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ＴＲＡＩＬＲ３、ＴＲＡＩＬＲ４在子宫肌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子宫肌瘤组和对照组中 ＴＲＡＩＬ及其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ＴＲＡＩＬＲ３、
ＴＲＡＩＬＲ４的表达。结果　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在子宫肌瘤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子宫平滑肌组织，肌瘤
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强，与年龄大小无关；而ＴＲＡＩＬＲ３、ＴＲＡＩＬＲ４在正常子宫平滑肌组织与子宫肌瘤组织中的
阳性表达率相似，但肌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反而越低，与年龄大小无关。结论　ＴＲＡＩＬ在子宫肌瘤中的表达显著
高于正常子宫组织，肌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强，其在子宫肌瘤组织中高表达，这提示着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存在ＴＲＡＩＬ的增加，由此造成ＴＲＡＩＬ与其死亡受体结合所诱导的凋亡增加，促进肌瘤组织的增殖，由此参与
子宫平滑肌瘤的发病机制。

关键词：ＴＲＡＩＬ；受体；子宫肌瘤；发病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Ｒ７３０．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７１０３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
占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肿瘤的５２％，一般多见于３０～５０
岁的妇女，其发病率为２０％ ～３０％。通常的症状是月
经量增多、经期延长、下腹包块、压迫症状等，严重影响

妇女的身心健康。到目前为止，子宫肌瘤的根本病因

尚未明了，现代医学普遍认为子宫肌瘤是一种性激素

依赖性肿瘤，与雌孕激素、基因突变、生长因子、环境因

素及细胞外基质变化等有关［１－２］。目前的研究发现，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ＴＲＡＩＬ）及其受体具
有诱导多种肿瘤细胞及转化细胞凋亡和免疫调节作

用，参与细胞的分化和肿瘤组织的炎症过程［３－４］，参与

了胃肠癌的形成及宫颈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的形

成［５－８］，但是在子宫肌瘤形成中的作用如何，国内至今

尚未报道。ＴＲＡＬＬ拮抗剂已用于临床，能否用于治疗
子宫肌瘤尚未知晓。本研究可能对子宫肌瘤的药物治

疗提供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取６０例子宫肌瘤手术患者，取其肌
瘤组织（子宫肌瘤组），同时取肌瘤旁正常的子宫平滑

肌组织（对照组），按年龄大小分为４５岁以上组和４５
岁以下组。

１２　主要试剂　一抗 ＴＲＡＩＬ、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３、
ＴＲＡＩＬＲ４。羊抗人多克隆 ＩｇＧ抗体，都购自美国 Ｒ．Ｄ
公司（进口原装）。一抗 ＴＲＡＩＬＲ２，兔抗人多克隆 ＩｇＧ
抗体，购自台湾 ＡＢＮＯＶＡ公司。二抗兔抗羊多克隆
ＩｇＧ抗体和羊抗兔多克隆 ＩｇＧ抗体购自上海长岛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１３　检测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子宫肌瘤
组和对照组中ＴＲＡＩＬ及其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
ＴＲＡＩＬＲ３、ＴＲＡＩＬＲ４的表达。
１４　结果判定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染色结果，
ＴＲＡＩＬ及其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ＴＲＡＩＬ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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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ＩＬＲ４染色结果阳性为胞膜、胞浆棕黄色颗粒沉
着，取同一种染色结果判定标准，在光镜下观片，用双

盲法记数阳性细胞，然后随机选取５个高倍视野（放大
倍数２００倍）标准计数，以染色阳性细胞数目分级：少
于 ５％ （－）；５％ ～ ＜２５％ （＋）；２５％ ～ ＜５０％
（＋＋）；５０％～＜７５％（＋＋＋）；＞７５％（＋＋＋＋），
如图１（见封三）所述。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
整理分析。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平滑肌组织中蛋白的

表达量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和检验，不
同年龄分组和肿瘤大小分组蛋白表达量的差异比较采

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ＴＲＡＩＬ及其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ＴＲＡＩＬ
Ｒ３、ＴＲＡＩＬＲ４在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的子宫平滑肌
组织中表达情况。

ＴＲＡＩＬ及其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ＴＲＡＩＬ
Ｒ３、ＴＲＡＩＬＲ４免疫阳性产物均为棕黄色，定位于胞浆
或胞膜，ＴＲＡＩＬ在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的子宫平滑肌
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是 ７８．３３％ （４７／６０）、
５６．６７％（３４／６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如表
１所述。ＴＲＡＩＬ在子宫肌瘤组织阳性表达率与患者的
年龄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如表 ２所
述。肌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如表３所述。
ＴＲＡＩＬＲ１在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的子宫平滑肌

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是 ５０．００％ （３０／６０）、
２１．６７％（１３／６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肌
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ＲＡＩＬＲ１在肌瘤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与患者
的年龄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ＴＲＡＩＬＲ２在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的子宫平滑肌
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是 ７１．６７％ （４３／６０）、
５１．６７％（３１／６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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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ＲＡＩＬＲ２在肌瘤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与患者
的年龄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ＴＲＡＩＬＲ３在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的子宫平滑肌
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是 ８１．６７％ （４９／６０）、
８３．３３％（５０／６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肌
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ＲＡＩＬＲ３在肌瘤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与患者
的年龄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ＴＲＡＩＬＲ４在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的子宫平滑肌
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是 ８１．６７％ （４９／６０）、
９８．３３％（５９／６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肌
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ＲＡＩＬＲ４在肌瘤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与患者
的年龄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子宫平滑肌组织ＴＲＡＩＬ比较（例）

ＴＲＡＩＬ 分级
正常组织（５６．６７％）
－ ＋ ＋＋ ＋＋＋

合计 Ｚ值 Ｐ值

子宫肌瘤

（７８．３３％）
－ １３ ０ ０ ０ １３ －３．２３４ ０．００１

＋ １０ １３ ０ ０ ２３
＋＋ ３ １ １１ １ １６
＋＋＋ ０ ０ ０ ８ ８

合计 ２６ １４ １１ ９ ６０

表２　不同年龄分组蛋白表达量差异分析

年龄分组 例数
ＴＲＡＩＬ

－ ＋ ＋＋ ＋＋＋ 秩均值

≤４５岁 ３２ ８ １５ ６ ３ ２７．１１
＞４５岁 ２８ ５ ８ １０ ５ ３４．３８
Ｚ值 －１．６８３
Ｐ值 ０．０９２

年龄分组 例数
ＴＲＡＩＬＲ１

－ ＋ ＋＋ ＋＋＋ 秩均值

≤４５岁 ３２ １７ １２ ３ ２９．０９
＞４５岁 ２８ １３ １０ ５ ３２．１１
Ｚ值 －０．７３５
Ｐ值 ０．４６２

年龄分组 例数
ＴＲＡＩＬＲ２

－ ＋ ＋＋ ＋＋＋ ＋＋＋＋秩均值
≤４５岁 ３２ １１ １２ ７ ２ ０ ２６．７７
＞４５岁 ２８ ６ ９ ５ ７ １ ３４．７７
Ｚ值 －１．８４３
Ｐ值 ０．０６５

年龄分组 例数
ＴＲＡＩＬＲ３

－ ＋ ＋＋ ＋＋＋ ＋＋＋＋秩均值
≤４５岁 ３２ ５ ５ ５ １４ ３ ３２．５６
＞４５岁 ２８ ６ ４ ８ ８ ２ ２８．１４
Ｚ值 －１．０１４
Ｐ值 ０．３１１

年龄分组 例数
ＴＲＡＩＬＲ４

－ ＋ ＋＋ ＋＋＋ ＋＋＋＋秩均值
≤４５岁 ３２ ５ ０ １３ １３ １ ３２．０３
＞４５岁 ２８ ６ ２ １０ ８ ２ ２８．７５
Ｚ值 －０．７６８
Ｐ值 ０．４４３

表３　不同肿瘤大小分组蛋白表达量差异分析

蛋白 分级
肿瘤大小

≤５ｃｍ ＞５ｃｍ
Ｚ值 Ｐ值

ＴＲＡＩＬ － １１ ２ －４．９３２ ０．０００
＋ １６ ７
＋＋ ２ １４
＋＋＋ ０ ８
秩均值 １９．５２ ４０．７７

ＴＲＡＩＬＲ１ － ２０ １０ －３．０３２ ０．００２
＋ ８ １４
＋＋ １ ７
秩均值 ２４．０９ ３６．５０

ＴＲＡＩＬＲ２ － １５ ２ －４．９９６ ０．０００
＋ １２ ９
＋＋ ２ １０
＋＋＋ ０ ９
＋＋＋＋ ０ １
秩均值 １９．３１ ４０．９７

ＴＲＡＩＬＲ３ － １ １０ －４．３４７ ０．０００
＋ ３ ６
＋＋ ３ １０
＋＋＋ １８ ４
＋＋＋＋ ４ １
秩均值 ４０．２８ ２１．３５

ＴＲＡＩＬＲ４ － ２ ９ －３．３２３ ０．００１
＋ ０ ２
＋＋ １０ １３
＋＋＋ １４ ７
＋＋＋＋ ３ ０
秩均值 ３７．８３ ２３．６５

３　讨　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
目前为止，子宫肌瘤的确切病因仍未明确，现代医学普

遍认为子宫肌瘤为性激素依赖性肿瘤，与雌孕激素、基

因的突变、生长因子及细胞外基质变化等有关。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ＴＲＡＩＬ）是在肿
瘤坏死因子（ＴＮＦ）家族中最近发现的新成员，它能诱
导多种肿瘤细胞及转化细胞的凋亡，但对大多数正常

细胞没有影响。ＴＲＡＩＬ的 ｍＲＮＡ在大多数人体组织
中有表达，如脾、前列腺、肺，但肝、脑、睾丸中未见表

达［９］。在 ＴＲＡＩＬ的５种受体中，ＴＲＡＩＬＲ１和 ＴＲＡＩＬ
Ｒ２因胞浆内含有“死亡域”，结合 ＴＲＡＩＬ后传递凋亡
信号，诱导细胞凋亡，故称为“死亡受体”。ＴＲＡＩＬＲ３
的ｍＲＮＡ在外周血淋巴细胞、心、肺、肾、脾、肝、骨髓
及胎盘中呈高水平的表达，而在脑和结肠中未见表达。

诱骗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４在胞浆内只有２４个死亡域的氨
基酸，因此，ＴＲＡＩＬＲ４与 ＴＲＡＩＬ结合不会介导凋亡，
但其诱导细胞凋亡可以通过其胞外区抑制 ＴＲＡＩＬ来
完成。ＴＲＡＩＬ是一种自身免疫的负调节因子，在实验
性多发性硬化症和类风湿性关节炎中 ＴＲＡＩＬ具有抑
制自身免疫性炎症的作用。

本实验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ＴＲＡＩＬ及其
受体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ＴＲＡＩＬＲ３、ＴＲＡＩＬＲ４在子
宫肌瘤组织和正常子宫平滑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在

正常子宫组织中均有表达。人体多种组织均有ＴＲＡＩＬ
表达，所以有学者认为，ＴＲＡＩＬ在体内对多数组织没有
细胞毒作用，或者说ＴＲＡＩＬ通过受体表（下转第８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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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小儿重症肺炎临床疗效观察
金国信，林宗泽，吴亮，金伟敏

摘要：目的　观察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ＮＣＰＡＰ）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５４例小儿重症肺
炎随机分为２组，对照组２８例，在综合治疗基础上给予鼻导管吸氧治疗，治疗组２６例，在综合治疗基础上应用
ＮＣＰＡＰ治疗，比较２组治疗前、后的临床表现、血气分析及并发症。结果　采用ＮＣＰＡＰ治疗２４ｈ后，心率、呼吸、
危重症评分、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及血气分析指标改善均较常规吸氧治疗组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０１）；ＮＣＰＡＰ治疗还能缩短患儿心率、呼吸恢复正常时间及肺部体征消失时间，并可减少心功能不全、消化道出
血等并发症的发生，２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结论　ＮＣＰＡＰ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临床疗效
肯定，具有操作简便、无创、经济实用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小儿；重症肺炎；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临床疗效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６　Ｒ５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７３０２

　　小儿肺炎是多发病、常见病，而小儿重症肺炎是儿
科较常见的一种严重感染性疾病，约占儿科重症监护

病房（ＰＩＣＵ）患儿的２／３，起病急、进展快、病情凶险［１］。

有研究显示，小儿重症肺炎病死率高达２０％ ～３０％，
积极有效的治疗对重症肺炎患儿具有重大意义。本文

比较采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ＮＣＰＡＰ）和常规鼻
导管吸氧辅助治疗小儿重症肺炎的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入住
本院儿科病房的重症肺炎患儿５４例。入选小儿重症
肺炎病例的诊断均符合小儿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２］，

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发绀、心动过

速等，患有遗传代谢性疾病、先天畸形、严重先天性心

脏病或气胸的病例均不纳入本次研究。将５４例患儿
随机分为２组，２６例观察组在综合治疗基础上应用经
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ＮＣＰＡＰ），其中男 １６例，女 １０
例；年龄２个月～３岁，平均（１．８±０．６）岁；２８例对照
组在综合治疗基础上予以鼻导管吸氧，其中男１５例，
女１３例，年龄２．５个月 ～３岁，平均（１．７±０．５）岁；２
组在性别、年龄、临床表现及病情等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儿常规抗感染、化痰、维持内
环境稳定及对症支持等综合性治疗。对照组在综合治

疗基础上予以鼻导管吸氧（流量１～２Ｌ／ｍｉｎ）；观察组
在综合治疗基础上应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ＮＣ

ＰＡＰ），ＮＣＰＡＰ设置：气流量８～１２Ｌ／ｍｉｎ，呼气末正压
（ＰＥＥＰ）初设为 ３～６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
ｋＰａ），吸氧浓度 ３０％ ～６０％，根据经皮血氧饱和度
（ＳＰＯ２）及动脉血氧分压（ＰａＯ２）调节吸入氧的浓度及
呼气末正压值，当吸入氧浓度≤３０％、ＰＥＥＰ降至２～３
ｃｍＨ２Ｏ、ＳＰＯ２＞９５％、血气分析基本正常，稳定１２～２４
ｈ后撤离ＮＣＰＡＰ，改鼻导管吸氧，逐渐停止吸氧。对于
部分患儿出现烦躁不安、张口呼吸时采用口含安慰奶

嘴安抚，水合氯醛灌肠镇静，必要时给予静脉持续泵入

咪达唑仑维持患儿安静状态。２组如治疗无效时给予
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于治疗前３０ｍｉｎ及治疗后２４ｈ
观察比较患儿临床情况，包括危重症评分、呼吸、心率

及血气分析，并发症如心功能不全、消化道出血。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２组间比较采用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或率表示，２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儿治疗前及治疗 ２４ｈ后临床症状的比
较　治疗前，２组患儿心率、呼吸、危重症评分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治疗２４ｈ后，ＮＣＰＡＰ
观察组上述指标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重症肺炎患儿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比较

组别 例数
心率（次／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２４ｈ后
呼吸（次／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２４ｈ后
危重症评分

治疗前 治疗２４ｈ后
观察组 ２６ １６５．７３±８．２５ １２８．０１±６．６６ ６５．９６±２．８３ ４２．９６±２．４４ ６８．４２±５．６１ ８８．２７±５．８０
对照组 ２８ １６９．６４±８．６４ １５６．１０±６．２５ ６６．６８±４．７５ ５４．６０±２．２２ ７０．４３±５．３８ ６９．４０±７．６３
ｔ值 １．７０ １６．２３ ０．６７ １８．６７ １．０１ １０．１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２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气分析的比较　治疗前，２
组患儿血气分析指标（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ＨＣＯ３

－）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治疗２４ｈ后，ＮＣＰＡＰ观

作者单位：３２５２００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儿科

通讯作者：金国信，Ｅｍａｉｌ：ｈｅｌｌｏｊｇｘ＠１２６．ｃｏｍ

察组的ＰａＯ２升高，ＰａＣＯ２降低，ＨＣＯ３
－恢复，与对照组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２组临床症状缓解和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ＮＣ
ＰＡＰ观察组患儿心率、呼吸恢复时间及肺部体征消失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０１）。见表３。ＮＣＰＡＰ观察组患儿心功能不全、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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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血、严重呼吸衰竭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也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表２　２组重症肺炎患儿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比较

组别 例数
ＰａＯ２（ｋＰａ）

治疗前 治疗２４ｈ后
ＰａＣＯ２（ｋＰａ）

治疗前 治疗２４ｈ后
ＨＣＯ３－（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２４ｈ后
观察组 ２６ ６．１３±１．０７ ７．４７±０．８０ ６．７３±０．９２ ６．７１±０．８８ １６．２７±２．５２ ２１．８８±１．９４
对照组 ２８ ６．３６±０．８９ ６．１３±０．８４ ６．８９±０．８７ ７．６３±０．７２ １６．２１±２．５４ １７．７１±２．５１
ｔ值 ０．８６ ６．０３ ０．６８ ４．２７ ０．０８ ６．７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表３　２组重症肺炎患儿临床表现缓解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心率恢复正常时间 呼吸困难缓解时间 肺部音消失时间

观察组 ２６ １８．６５±３．１５ １９．５７±４．０７ ３１．５±２．９３
对照组 ２８ ３９．４３±５．３４ ４４．６１±４．３３ ４６．１１±５．７３
ｔ值　 １７．２３ ２１．８４ １１．６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　论
　　小儿肺炎发病率高，尤其是小儿重症肺炎起病急、
病情变化快、并发症多，是我国小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３］，主要病原体是病毒或细菌，大多死于各种肺炎并

发症。肺实质的炎症病变发展到一定程度，使肺换气

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失去有效的代偿，同时因其生理解

剖学特点，分泌物的堵塞，通气功能的改变也很重

要［４］，采取有效方法纠正婴幼儿重症肺炎的低氧血症

尤为重要［５］。常规鼻导管给氧不能很好改善肺氧合状

态，且无加温加湿功能；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存在气管

或声带损伤、气压伤、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问题。ＮＣ
ＰＡＰ是在患儿完全自主呼吸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通气
方法，纠正低氧血症的效果明显优于普通鼻导管给氧

方法，相对于有创机械通气，具有无创、操作简便、经济

实用、并发症少等优点，能够明显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的发生率，越来越受到儿科临床工作者的重视［６］。

李桂新等［７］报导早期应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使２１％
的患者避免了气管插管。本研究结果显示，综合治疗

基础上应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ＮＣＰＡＰ）能更快地
纠正低氧血症，能在短时间内有效提高危重症评分，缩

短心率、呼吸恢复时间，有效改善血气分析指标和肺部

体征，同时也可有效减少心功能不全、消化道出血等并

发症的发生，另外，观察组治疗前后的ＰａＣＯ２变化并不
明显，说明 ＮＣＰＡＰ不会导致二氧化碳潴留的加重。
ＮＣＰＡＰ可用于小儿重症肺炎的早期治疗，可能机制是
使萎陷的或将近萎陷的肺泡重新扩张，使减少的功能

残气量得以增加，扩大弥散面积，同时使炎症引起的肺

泡内液体的渗出减少，并使小气道黏膜充血水肿得以

缓解，从而使气体弥散距离缩短而使弥散功能改善，提

高氧合能力［８］。另外，由于 ＮＣＰＡＰ的正压作用，通过
高速气流开放大气道，扩张小气道，使局部阻力降低，

从而改善肺通气功能，有助于缓解高碳酸血症［９］。同

时，在治疗心力衰竭方面，通过改善通气／血流比例，提
高ＰａＯ２，增加心肌氧合功能，使心率减慢，延长心室舒
张时间，增加心室舒张期充盈，降低心肌耗氧量。另外

在肺实质性病变中，ＮＣＰＡＰ能够减少呼吸肌做功和缓
解呼吸肌疲劳，改善肺功能。但在使用ＮＣＰＡＰ时需注
意以下两点：①掌握适应症，肺炎、肺不张、肺水肿等所
致低氧血症且应用普通给氧后效果不好者，是应用

ＮＣＰＡＰ最主要适应症。对由呼吸道梗阻、呼吸障碍引
起者疗效差。②ＮＣＰＡＰ应用过程中，应及时清除鼻部
及口腔分泌物，垫高颈部，加强排痰，保持呼吸道通

畅［１０］。

综上所述，ＮＣＰＡＰ不仅可以快速有效改善小儿重
症肺炎的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发生，提高危重症评

分，还可以减少气管插管机会和对有创机械通气的需

求，提高小儿重症肺炎的抢救成功率，减轻患儿家属的

经济负担，值得在儿科领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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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干预·

初产妇产后抑郁症相关因素及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姜义彬，徐桥，胡敏优，张卫华，颜慧，曹敏敏，庞丽华，陈文泽

摘要：目的　通过对初产妇患产后抑郁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对比干预措施的疗效，最
终以找到能够有效改善初产妇抑郁症状的疗法。方法　对４８２例孕妇在妊娠期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
自评量表（ＳＤＳ）进行问卷调查；其中４７８例应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ＥＰＤＳ）跟踪调查８周。并将产后抑郁产妇
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其中对照组采用药物治疗，研究组采用心理加药物综合治疗８周），
采用蒙哥马利抑郁量表（ＭＡＤＲＳ）评定疗效，副反应量表（ＴＥＳＳ）评定不良反应；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跟踪调查 ４７８例产妇，发现 ＥＰＤＳ≥１３分者 ７６例，占
１５．９０％（７６／４７８），孕期ＳＤＳ≥５３分者３２例，占６．６９％（３２／４７８），孕期ＳＡＳ≥５０分者６１例，占１２．６６％；采用单因
素和多元回归分析，产后抑郁症与年龄、孕期焦虑或抑郁情绪为负相关，分娩认知情况、产后丈夫及家人照顾情

况、产后睡眠状况、新生儿健康情况为正相关；治疗后２、４、６及８周后研究组的ＭＡＤＲＳ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
（Ｐ值分别为０．０４１、０．０３２、０．０２８、０．００８，均＜０．０５），同样对照组治疗后 ＭＡＤＲＳ评分也较治疗前有显著下降（Ｐ
值分别为０．０４４、０．０３８、０．０３５、０．０１１，均 ＜０．０５），且研究组的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Ｐ值分别为０．０２２、０．０２５、
０．０３２、０．０１３，均＜０．０５）；２组产妇在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ＴＥＳＳ评分均升高，但２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４周后２组产妇ＴＥＳＳ评分均有降低的趋势。结论　调查发现孕期有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妇
易患产后抑郁症，且产后抑郁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采用药物联合心理干预治疗产后抑郁症的效果比

单独药物治疗好。

关键词：产后抑郁；影响因素；心理治疗；药物治疗；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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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ｌｅ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ｃａｌｅ（ＴＥＳＳ）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ｔｅｓｔａｎｄ２ｔｅｓｔ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ｔ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４７８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７６ｃａｓｅｓｗｈｏｓｅＥＰＤＳｓｃｏｒｉｎｇａｂｏｖｅ
１３ｐｏｉｎｔ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１５．９０％（７６／４７８），ａｎｄ３２ｃａｓｅｓ（６．６９％）ｗｈｏｓｅＳＤＳｓｃｏｒｉｎｇａｂｏｖｅ５３ｐｏｉｎｔｓ；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ｅ，ａｎｘｉｅｔｙｏｒ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ｃａｒ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ｓｌｅｅｐａｎｄｎｅｗｂｏｒｎ
ｈｅａｌｔｈ；２，４，６ａｎｄ８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ｕｇｇｒｏｕｐ’ｓＭＡＤＲＳ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ａｎ
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０．０４１，０．０３２，０．０２８ａｎｄ０．００８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ＭＡＤＲＳ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
ｄｒｕ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Ｐ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０．０４４，０．０３８，０．０３５ａｎｄ０．０１１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Ｐ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０．０２２，０．０２５，０．０３２ａｎｄ０．０１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０．０５）；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Ｔ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Ｔ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４ｗｅｅｋｓａｌｌｈａｄａ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ｂａ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ｎｘｉｅｔｙｗｅｒ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ｔｏｈａｖ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ｕｓｉｎｇｄｒｕｇ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ｓｉｎｇｌｅ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产后抑郁症是一种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情感性精神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浙江省台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１１ＫＹ４４）
作者单位：３１７２００浙江省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姜义彬，

徐桥，胡敏优，张卫华，颜慧，曹敏敏）；３１７２００浙江省
天台县妇幼保健所妇保科（庞丽华）；３１８０５０浙江省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精神卫生科（陈

文泽）

通讯作者：姜义彬，Ｅｍａｉｌ：ｚｊｔｔｊｙｂ＠１６３．ｃｏｍ

障碍性疾病，主要原因是当妇女在分娩期及产褥期时，

其身心处于高度应激状态，承受巨大压力，尤其对于初

产妇来说这种压力更难承受。临床表现主要为充满悲

伤、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且易怒、伴有头昏、乏力及失

眠等躯体症状，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自杀念头，直接影

响母婴身心健康。有相关研究报道，国际上产后抑郁

症的发生率为 １０％ ～１５％，而国内为 １１．４％ ～２０．
０３％［１］。虽然后果严重，但此病症因其隐蔽性常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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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因此对初产妇产后抑郁相关因素进行细致地统计

分析并对产后抑郁的治疗进行系统研究就显得很有意

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在天台妇
幼保健所行产前检查，经住院分娩的初产妇，排除有精

神病史、智力障碍、人格障碍、有脑部疾病及其他器质

性疾病者，孕期调查４８２例，其中随访至产后８周，行
产后抑郁调查４７８例，年龄２２～３０岁，平均（２８．２±
３．９）岁，孕周３２～４２周，平均（３７．９±２．３）周，文化程
度为初中 ～本科，平均教育年限为（１１．２±３．１）年。
所有孕产妇均能理解问卷内容，并自愿合作，独立完成

自评量表问卷。

１２　孕期调查　孕期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２］，５０分为其分界值，按分值分为
轻、中及重度３个等级，其中轻度焦虑（５０～５９分），中
度焦虑（６０～６９分），重度焦虑（＞６９分）；抑郁自评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２］：分界值为５３分，
轻度抑郁５３～６２分，中度抑郁６３～７２分，重度抑郁７２
分以上；妊娠期一般情况调查表（自编）：包括丈夫及

产妇文化程度、家庭结构、分娩认知情况、孕期夫妻感

情、妊娠期合并症、家庭收入情况、孕妇产前检查次数

及听课次数等。

１３　产后调查　产后调查表（自编）：包括分娩方式、
产后并发症、产后睡眠状况、新生儿情况及产后家人关

心照顾情况；同时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ＥＰＤＳ）［３］随访至产后
８周，总分小于１２分为阴性表示无抑郁症状，大于１２
分为阳性表示有抑郁症状，对有抑郁症状者应用蒙哥

马利抑郁量表（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Ａｓｂｅｒ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ＭＡＤＲＳ）［４］评分，量表的测评医生经一致性检验
（ｋａｐｐａ＝０．９），并经精神科主治医师精神检查，确认符
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的“抑郁

症”诊断标准，再行分组。

１４　治疗方法　对产后抑郁症的初产妇随机分为２
组（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只给予帕罗西汀２０ｍｇ／
ｄ治疗（商品名乐友，规格：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研究组在给予帕罗西汀２０ｍｇ／ｄ的基础上给予心
理干预措施。治疗前和治疗后均使用 ＭＡＤＲＳ评定各
组的疗效：量表共有１０个项目，所有项目采用０分（正
常）～６分（严重抑郁）的７级记分法评定，分值越高代
表抑郁越严重。同时使用副反应量表（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
ｍｅｒｇｅｎ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ａｌｅ，ＴＥＳＳ）［２］来评估治疗后的不良
反应，在“严重度栏”中规定为 ０～４分 ５个等级；在
“采取措施栏”评定针对副反应的处理规定为０～６分
７个等级；在“痛苦程度”项中，评定副反应造成患者的
痛苦程度，规定为０～３分４个等级。
１５　心理干预方法　加强产前评估并建立存在产后
抑郁危险的孕妇档案，为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

据；加强孕产期健康教育，提高初产妇对产后抑郁焦虑

的认知水平，采用一般性心理支持，解释性疏泄，减轻

恐惧感和焦虑感；做好母乳喂养、育儿知识宣教，使产

妇尽快适应角色的转换，对产妇产褥期饮食进行指导；

鼓励产妇积极参与产后康复训练；保证产妇有充足的

睡眠，同时和谐的家庭关系对产妇心理健康的维护也

有着重要作用，提高家人对产妇的关注度，积极采取措

施减轻产妇的心理负担，增进其正性情绪。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资料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软件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的形式表示，其
中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其中有４例脱落，不纳入统计。

２　结　果
２１　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情况　孕期有焦虑情绪
（ＳＡＳ≥５０分）６１例，占 １２．６６％，孕期有抑郁情绪者
（ＳＤＳ≥５３分）３２例，占 ６．６９％。跟踪调查 ４７８例产
妇，ＥＰＤＳ≥１３分者（表格中表示为 ＥＰＤＳ＋）７６例，占
１５．９０％。其中孕期有焦虑情绪的 ６１例孕妇，产后
ＥＰＤＳ≥１３分者３８例，产后抑郁发生率为６２．３％；孕
期有抑郁情绪的３２例孕妇，产后ＥＰＤＳ≥１３分者有２４
例，产后抑郁发生率为７５．０％。说明孕期有抑郁、焦
虑等不良情绪的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病率相对较高。详

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产前抑郁与产后抑郁症发生率的相关情况

ＳＤＳ评分 例数 ＥＰＤＳ（＋）例数 发生率（％）

＜５３分 ４４６ ５２ １１．６６
５３～６２分 ２１ １５ ７１．４３
６３～７２分 ８ ６ ８７．５０
＞７２分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表２　产前焦虑与产后抑郁症发生率的相关情况

ＳＡＳ评分 例数 ＥＰＤＳ（＋）例数 发生率（％）

＜５０分 ４１７ ３８ ９．１１
５０～５９分 ３２ １８ ５６．２５
６０～６９分 １８ １２ ６６．６７
＞６９分 １１ ８ ７２．７２

２２　影响产后抑郁的相关因素分析　本次对２６项单
因素进行调查并筛选出ＥＰＤＳ≥１３分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Ｐ＜０．０５），包括年龄、丈夫及产妇文化程度、家
庭结构、分娩认知情况、孕期夫妻感情、妊娠期合并症、

家庭收入情况、孕期焦虑或抑郁情绪、孕妇产前检查次

数、听课次数、分娩方式、产后并发症、产后睡眠状况、

新生儿性别及健康状况、产后丈夫及家人照顾情况等

１９项，然后以 ＥＰＤＳ评分影响因素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筛选出对产后抑郁有显著性影响的有７项，分别
为：年龄、孕期焦虑或抑郁情绪为负相关，分娩认知情

况、产后丈夫及家人照顾情况、产后睡眠状况、新生儿

健康情况为正相关。具体见表３。
２３　２组产后抑郁产妇治疗前后ＭＡＤＲＳ评分情况　
将产后ＥＰＤＳ≥１３分者７６例产妇，随机分为２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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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和研究组，每组３８例，结果显示：２组治疗后２、４、
６及８周后ＭＡＤＲＳ评分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组 Ｐ值为 ０．０４１、０．０３２、０．０２８、０．００８，均 ＜
０．０５），对照组 Ｐ值为 ０．０４４、０．０３８、０．０３５、０．０１１，
均＜０．０５），且研究组的疗效显著性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分别为 ０．０２２、０．０２５、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均＜０．０５）。具体见表４。

表３　ＥＰＤＳ评分影响因素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ｔ值 Ｐ值

Ｘ１ 年龄 －０．２３６８ －０．１５４７ －４．２３６５ ０．０１５８
Ｘ２ 孕期焦虑 －１．００２２ －０．０８４７ －２．７０１４ ０．０３２４
Ｘ３ 抑郁情绪 －１．００２６ －０．０８７８ －２．８５１３ ０．０４１８
Ｘ４ 分娩认知情况 ２．００８５ １．００７６ ２８．０９４５ ０．００００
Ｘ５ 产后丈夫及家人照顾情况 １．００８６ １．００８４ ２９．１３４ ０．００００
Ｘ６ 产后睡眠状况 １．０３４７ ０．０６７６ ３．４２１４ ０．０２１２
Ｘ７ 新生儿健康情况 １．０４１２ ０．０８９５ ４．２３６９ ０．０１８９

表４　２组产后抑郁产妇治疗前后ＭＡＤＲＳ评分情况（ｎｉ＝３８）

组别 治疗前 治疗２周末 治疗４周末 治疗６周末 治疗８周末

对照组 ４．１±１．１ ３．９±０．６ａ ３．５±０．８ａ ２．８±０．８ａ ２．２±０．５ａ

研究组 ４．２±０．９ ３．２±０．７ａｂ ２．８±０．６ａｂ ２．４±０．７ａｂ １．４±０．８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产后抑郁产妇 ＴＥＳＳ评分比较　由表 ５可
知，２组产妇在治疗后，ＴＥＳＳ评分均升高（Ｐ＜０．０５），
但２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４周末２组产妇
ＴＥＳＳ评分均有降低的趋势。
表５　２组产后抑郁产妇治疗前后ＴＥＳＳ评分比较（ｎｉ＝３８）

组别 治疗前 治疗２周末 治疗４周末 治疗６周末 治疗８周末

对照组 １．４±１．２ ６．１±１．５ａ ５．８±１．８ａ ５．３±１．１ａ ５．０±１．５ａ

研究组 １．６±０．９ ６．２±１．７ａ ５．８±１．６ａ ５．４±１．３ａ ４．９±１．８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产后抑郁（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ＰＤ）是指产褥
期发生的抑郁［５］，由于产后抑郁情绪是一种严重的情

绪低落，不仅会对产妇和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夫妻关

系、家庭功能及社会功能造成损害，甚至可导致产妇产

后自伤自杀及伤人（如伤害婴幼儿的怜悯杀人），给其

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和不良影响［６］。本研

究采用ＳＡＳ量表评价产妇是否有焦虑情绪，结果显示
有６１例孕妇有焦虑情绪，占１２．６６％，孕期有抑郁情
绪者（ＳＤＳ≥５３分）３２例，占６．６９％。跟踪调查４７８例
产妇，应用ＥＰＤＳ量表对产妇是否有抑郁症进行筛选，
结果显示ＥＰＤＳ≥１３分者７６例，占１５．９０％；本研究采
用单因素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产后抑郁症与年

龄、孕期焦虑或抑郁情绪、分娩认知情况、产后丈夫及

家人照顾情况、产后睡眠状况、新生儿健康情况相关；

分析原因可能与产妇无充分的思想准备，及对自身和

胎儿均有不同程度的忧虑，加之分娩后疼痛，活动受限

及家庭亲人的关心都有关系［７－８］。

虽然产后抑郁症很普遍，但由于其发病的隐匿性

和缓慢性，所以即便是专业人员对其诊断和治疗也达

不到共识。有些医生认为患者所患抑郁症本质上属于

心理疾病，治疗则可能只是某种心理上的疏导矫治，而

另外一些医生认为患者所患抑郁症本质上是生理性

的，所以通常采用的治疗是靠药物治疗或电痉挛治疗

及其他躯体疗法［９］。本研究将产后ＥＰＤＳ≥１３分者７６
例产妇，随机分为２组，药物组和心理药物组，每组３８
例，应用 ＭＡＤＲＳ进行评分，结果显示：２组治疗后
ＭＡＤＲＳ评分均显著性下降（Ｐ＜０．０５），但心理药物组
的疗效显著性优于药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分析原因可能为通过心理干预，可以减轻初产
妇的应激压力，缓解焦虑或紧张情绪，增强生活自信

心［１０］，增强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从而使产妇从超负

荷心理压力造成的失衡状态恢复平衡；同时利用药物

能更好的改善抑郁及伴随症状［１１］。由于帕罗西汀常

见不良反应为失眠、口干、震颤及头痛等，对２组不良
反应应用 ＴＥＳＳ评分，结果显示：２组产妇在治疗后，
ＴＥＳＳ评分均显著性升高（Ｐ＜０．０５），但２组比较无显
著性，但４周末２组产妇ＴＥＳＳ评分均有降低的趋势。

综上所述，产后抑郁症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做为

医护人员应重视孕妇心理卫生咨询与指导，讲授妊娠

与分娩相关知识，消除孕妇紧张、恐惧等消极情绪，同

时应及时传授育婴知识，保证产妇有充足的睡眠、合理

的饮食［１２］。若发现产妇出现产后抑郁症，采用药物联

合心理干预治疗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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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干预·

心理干预与精神因素引起的月经失调相关性分析
万光花，雷秀峰，潘晓红

摘要：目的　通过对华东师范大学女大学生月经失调的影响因素及治疗方法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探索到通过心
理干预的方法来提高女大学生由精神因素引起的月经失调的治愈率，从而减少月经失调的发生。方法　对华师
大４３１名由精神因素引起月经失调的女大学生进行研究分析，随机地将她们分成２组，即干预组和对照组。给干
预组女生进行生殖健康教育、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而对照组的女生不进行生殖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只给予药

物治疗。结果　干预后半年内干预组女生月经周期紊乱、痛经、继发性闭经和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治愈率均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值＜０．０５）。结论　生殖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能显著提高女大学生由精神因素引
起的月经失调的治愈率，从而促进女大学生身心健康，减少月经失调的发生。

关键词：心理干预；生殖健康教育；治愈率；女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５１　Ｒ１９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７７８０２

　　月经失调是女性的正常生理现象，女大学生中月
经失调的发病率较高，笔者曾对华东师范大学女大学

生月经失调做过调查，其发病率为５７．５％。为了有针
对性地开展学校生殖健康教育，防治月经失调，促进女

大学生身心健康，笔者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对华师大４３１名由精神因素引起月经失调的女大学生
进行研究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对华东师大 ２０１２年 ３月—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４３１名由精神因素引起月经失调的女大学生进
行研究分析，将她们随机地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如：

将本周周一、周三、周五由精神因素引起月经失调的女

生作为干预组，周二、周四由精神因素引起月经失调的

女生作为对照组；而下周周一、周三、周五由精神因素

引起月经失调的女生则作为对照组，周二、周四由精神

因素引起月经失调的女生作为干预组，以此类推）。

１２　治疗方法　给干预组女生进行生殖健康教育、心
理干预和药物治疗，而对照组的女生不进行生殖健康

教育和心理干预，只给予药物治疗。

１２１　干预组内容和方法　对干预组２１６名女生进
行生殖健康教育、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让女生们知道

月经是女性的正常生理现象，月经期伴有下腹坠胀、乳

房胀等经期不适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

工作，不需用药。心理干预是由我校心理系的心理咨

询师对女生们进行专业的心理指导，其中包括心理健

康讲座和心理咨询辅导，这样使女生们能正确地面对

学习压力，正确处理与同学、与家人的矛盾，让她们以

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各种困难，特别是对父母下岗、父母

离异、与男友分手及家庭意外灾害等重大应激事件后

导致的严重心理伤害，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给予个别的

心理干预（包括心理咨询和指导，必要时给予适当的帮

助），并结合药物治疗。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６２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校医院综合科（万光
花）；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雷秀峰）；华东师

范大学心理与认知学院（潘晓红）

通讯作者：万光花，Ｅｍａｉｌ：ｇｈｗａｎ＠ｍａｉｌ．ｅｃｎｕ．ｅｄｕ．ｃｎ

１２２　对照组内容和方法　对照组２１５名女生不进
行生殖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仅给予药物治疗，主要是

用乌鸡白凤丸、益母草颗粒、妇科调经片或黄体酮等药

物治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原始数据由双人双录建立数据库，
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女大学生对月经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的干预前后
比较　干预前后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干预组女生对月
经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干预前后的变化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值＜０．０１），而对照组女生对月经相关知识知晓
情况，干预前后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２　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女大学生月经失调治愈
率的比较　干预后半年内干预组女大学生月经周期紊
乱、痛经、继发性闭经和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治愈率分别

是 １２．５％（２７／２１６）、５０．５％（１０９／２１６）、７．９％（１７／
２１６）和１８．５％（４０／２１６）；干预后半年内对照组女大学
生月经周期紊乱、痛经、继发性闭经和功能性子宫出血

的治愈率分别是 ６．０％（１３／２１５）、２８．４％（６１／２１５）、
３．７％（８／２１５）和８．８％（１９／２１５）。干预后干预组月经
周期紊乱、痛经、继发性闭经和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治愈

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值＜０．０５）。
见表２。

３　讨　论
　　月经是女性的正常生理现象，女大学生中月经失
调的发病率较高，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不

同的情绪状态对月经有着不同的影响，心情抑郁、沮丧

会导致月经量减少或闭经，而情绪紧张、焦虑又会使月

经增多，有的还会使月经提前或引起痛经。精神因素、

睡眠不好和环境改变等都可通过大脑皮质的神经递质

导致下丘脑性月经失调。这是由于一系列的刺激导致

儿茶酚胺、肾上腺皮质激素升高，致使性腺激素水平下

降，排卵抑制，使雌孕激素失调，从而引起月经失

调［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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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女大学生处于心态不稳定时期，情绪容易

波动，考试焦虑就是一种典型而普遍的应激现象，并且

精神因素可引起月经失调，所以要加强对女大学生的

心理辅导和生殖健康教育，使她们在月经来临之际有

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以乐观的情绪来面对各种困难，

正确面对学习压力，正确处理与同学、与家人的关系，

不要过度节食减肥，围月经期不要进行大量的体育运

动，不要过度劳累，不要受凉等等。而对父母下岗、父

母离异、与男友分手及家庭意外灾害等重大应激事件

后导致的心理伤害，应给予心理干预，请心理系的心理

咨询师进行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同时配合药物治

疗［３－６］。

表１　某校女大学生对月经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的干预前后比较（ｎ，％）

组别 时间 例数 月经失调的临床表现 月经失调的原因 排卵期的时间 情绪波动会影响月经 月经失调会导致不孕

干预组 干预前 ２１６ ５（２．３１５） ３（１．３８９） ７１（３２．８７０） １４２（６５．７４１） １２９（５９．７２２）
干预后 ２１６ ３３（１５．２７８） ２９（１３．４２６） １３９（６４．３５２） ２０５（９４．９０７） １９９（９２．１３０）

χ２值 ２０．６３２ ２１．１２５ ２２．０１９ １１．４３８ １４．９３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组别 时间 例数 月经失调的临床表现 月经失调的原因 排卵期的时间 情绪波动会影响月经 月经失调会导致不孕

对照组 干预前 ２１５ ４（１．８６０） ２（０．９３０） ７０（３２．５５８） １４５（６７．４４２） １４８（６８．８３７）
干预后 ２１５ ５（２．３２６） ３（１．３９５） ７２（３３．４８８） １５４（７１．６２８） １５６（７２．５５８）

χ２值 ０．１１１ ０．２００ ０．０２８ ０．２７１ ０．２１１
Ｐ值 ０．７４４ ０．６６６ ０．８７５ ０．６２０ ０．６５９

表２　干预组和对照组女大学生干预前后月经失
调治愈率的比较（ｎ，％）

组别 时间 例数 月经周期紊乱 痛经 继发性闭经 功能性子宫出血

干预组 干预前 ２１６ ３０（１３．８８９） １３１（６０．６４８） １９（８．７９６） ４５（２０．８３３）
干预后 ２１６ ３（１．３８９） ２２（１０．１８５） ２（０．９２６） ５（２．３１５）
治愈 ２７（１２．５００） １０９（５０．４６３） １７（７．８７０） ４０（１８．５１９）

对照组 干预前 ２１５ ２７（１２．５５８） １２７（５９．０７０） １８（８．３７２） ４６（２１．３９５）
干预后 ２１５ １４（６．５１２） ６６（３０．６９８） １０（４．６５１） ２７（１２．５５８）
治愈 １３（６．０４７） ６１（２８．３７２） ８（３．７２１） １９（８．８３７）

Ｚ值 ２．３０８ ４．６９２ １．８４２ ２．９２４
Ｐ值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

　　生殖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能显著提高女大学生由
精神因素引起的月经失调的治愈率。对于精神因素引

起的月经失调，单靠药物治疗，而不去除引起月经失调

的负面心理因素是很难治愈的，容易复发。所以精神

因素引起的月经失调患者应以精神安慰、心理治疗为

主，药物治疗为辅［７－８］。

对怀疑内分泌紊乱（器质性原因）引起的月经失调

患者应做进一步的检查，以明确诊断，并及时采取有效

的治疗措施。预防措施：针对女大学生月经失调发病

率较高的特点，结合本次调查，笔者认为女大学生月经

失调的预防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①学校加强
生殖健康教育，使女生对月经失调的临床表现、原因等

有更清楚的了解，提高其防治月经失调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②女大学生应改善其围月经期的生活习惯，围月
经期不要进行大量的体育运动，不要过度劳累，不要受

凉等，并且不要过度节食减肥。③给女大学生们进行
心理健康讲座，个别同学还要给予适当的心理咨询和

辅导；④积极治疗已患的月经病，以减少月经失调的发
生，提高女大学生的生殖健康水平，使她们能更快乐、

更健康地学习和生活［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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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上海市临床医学本科生对于社区全科医学的实践认知调查
王盨平，杨涛，龚睿婕，鲍勇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临床医学本科生在社区服务中心见习后，对于全科医学的实践认知，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方法　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２００８级五年制临床医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收集临床医
学本科生对社区服务中心的教学设备及师资条件的评价、前期全科医学培训课程的意见、社区见习课程内容的实

践认知以及经过社区培训后自我评价的资料。结果　学生普遍认为社区医院的教学设备及师资条件能满足现今
全科医学的培训要求；学生对前期全科医学培训课程的重要程度评分均大于３分；而学生对社区见习期间课程内
容的重要程度和兴趣程度，除社区科研外评分均大于３分，其中评分最高的为“全科门诊”。结论　优化全科医
学培训的课程设置，规范全科（培训）医师考核制度，完善构建全科医师培训网络体系。

关键词：全科医学；社区卫生服务；实践认知；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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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２００６年５月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１］和２００９年４月教育
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

意见”［２］中都强调高等医学院校加强医学生的全科医

学教育，将医学生的全科医学知识教育与技能培养作

为一项基本任务，培养其社区卫生服务的能力。由此

可知，加强全科医学教育是目前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推动高等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动力。

我国仅有４６．１％的医学院校开设了全科医学课
程，在课程性质、教学时数、师资数量、师资知识结构和

配置情况等方面存在差异，发展不平衡［３－４］。以“临床

技能通科化，社区技能社会化”为原则指导，高等医学

院校的学历培养更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临床专业医

学生社区见习时长一般为２～４周，涵盖社区医疗、公
共卫生、保健、健康教育等。本调查旨在对已接受并完

成社区见习的临床五年制医学生进行调研，探索其对

全科医学课程的实践认知，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教育研究项目（ＺＤ
１２０９０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１３ＹＪＡＺＨ００３）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２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通讯作者：鲍勇，Ｅｍａｉｌ：ｂａｏｙｏｎｇ＠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六家
培养单位中的新华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上海第九

人民医院３家培养单位２００８级临床五年制学生作为
本次调查对象。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１４７份，回收１２５份，回
收率８５．０３％，其中有效问卷１１６份，有效率９２．８％。
男生占３７．９％（４４／１１６），女生占６２．１％（７２／１１６）。
２２　医学生对见习阶段的社区服务中心教学设备及
师资的评价　对于见习阶段的社区服务中心，８５．４％
（８８／１１６）的学生认为其教学设备能满足见习阶段需
求；８２．８％（９６／１１６）的学生认为其师资条件能满足见
习阶段需求；７１．５％的学生认为其拥有健全的全科（住
院）医师的培养制度；６６．４％（７７／１１６）的学生认为其
拥有完善的全科（住院）医师的教学大纲。

２３　前期培训课程情况　在１４门见习前培训课程
中，学生认为这些课程重要程度均超过３（重要），最重
要课程依次为急诊医学（４．０３±１．１３）、康复医学
（３．７９±０．９５）、老年医学（３．７８±１．１０）和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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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７±１．１１）；但大部分学生只学习过康复医学
（９４．０％）和医学心理学（９０．５％）。学生认为大多数
课程１８课时较为合适，只有急诊医学（５２．５％）、老年
医学（４２．２％）、医学心理学（４１．４％）、康复医学
（３８．８％）和循证医学（３７．９％）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

生认为应增加课时数。对于课程的开设时间，学生希

望全科医学概论（５８％）、社区卫生服务管理（５３％）、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５４％）等课程在第１学年开设，
而老年医学（３４％）和急诊医学（２４％）在第２～３学年
（尤其第４～６学期）开设。

表１　医学生对社区见习培训教学设备及师资评价（ｎ，％）

项目
频度

赞同 较赞同 较不赞同 不赞同 不清楚

教学设备能满足全科医学生的见习阶段 ４３（３７．１） ４５（４８．３） ５（４．２） ３（２．６） ９（７．８）
师资条件能满足全科医学生的见习阶段 ４５（３８．８） ５１（４４．０） ９（７．８） ４（３．４） ７（６．１）
有健全的全科（住院）医师培养制度 ３１（２６．７） ５２（４４．８） １５（１２．９） ５（４．３） １３（１１．２）
有完善的全科（住院）医师教学大纲 ２４（２０．７） ５３（４５．７） １４（１２．１） １（０．９） ２４（２０．７）

２４　社区见习课程评价　在１２门社区见习课程中，
除社区科研（２．９０±１．２９）外其他课程重要程度均超过
３（重要），评分最高的依次为全科门诊（３．９８±１．１１）、
慢性病管理（３．８１±１．１９）、妇幼保健（３．８１±１．１９）和
儿童保健（计划免疫，３．７７±１．２２）；除老年护理
（２．９７±１．１３）、健康管理（２．７７±１．２０）、信息管理
（２．６８±１．２１）和社区科研（２．６３±１．２５）外，其他课程
学生感兴趣程度均超过３（一般），评分最高的依次为
全科门诊（３．５１±１．２７）、儿童保健（计划免疫，３．４１±
１．２１）、妇幼保健（３．３７±１．２９）。
２５　自我评估　同学普遍认为社区全科实习是有收
获的。９３％的学生认同在实际问题的处理方法和技巧
方面得到了提升；９４％的学生认为他们了解了社区服
务中心的工作内容及操作流程，达到了大纲规定的要

求。

表２　自我评估情况（％）

收获 符合 基本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符合

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２６．０ ６７．０ ５．０ ２．０
了解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内容及操作流程 ２８．０ ６６．０ ４．０ ２．０

２６　访谈结果　在访谈中，大多数同学表示在见习过
程中，带教老师在临床思维培训、问题改进等方面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大部分同学建议将见习时间从２周延
长为４周。此外，不少同学希望能开设更多全科医学
相关课程，如医患沟通技巧、医学伦理学和文献检索

等，并增加培训的课时，以增强自身对社区全科医学的

认知与实践能力。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的整体结果令人满意，但仍存在一些问
题：①前期培训课程覆盖率低，除康复医学和医学心理
学外其他课程都只有少数学生有过相关课程学习；②
虽然学生普遍认为前期培训课程比较重要，但对于各

门课程的兴趣与重要性评分有较大差异；③学生们期
望的课程安排，如课程开设的学期、学科课时与现有的

课程安排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可见，高等医学院校全

科医学教学体系的规范化、系统化有待完善。文献研

究提示［５］，可在本科医学教育阶段第２年开设全科医
学选修课，第４年开设全科医学必修课。在学生进入
临床医学课程学习前，先期传播全科医学理念，而后在

毕业实习前，安排学生至社区卫生实习，进一步学习全

科医学基础知识和技能，增加对全科医疗的感性认识，

提高其对全科医学的兴趣，进而在毕业后接受全科医

生规范化培养，成为合格的全科医生，成为合格的“健

康守门人”，提升全科医生素质及医、教、研水平［６］。

在社区服务中心见习过程中，５８．２％的学生认为
现行的全科（住院）医师培训考核制度是合理的，

２４．４％的学生不清楚现有的考核制度，还有一定数量
的学生不清楚全科（住院）医师培养制度、教学大纲等。

这与我国全科医学的现况不谋而合：全科医学培训网

络不够健全，尤其是临床轮转和社区实践基地建设不

规范，培训过程中没有具体措施和要求，管理制度不完

善，轮转和实践教学环节管理不到位等。而临床轮转

和社区实践培训基地是全科医师培训最重要的场所，

因此，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全科医学培训网络，加强理论

教学、临床轮转和社区实践３个环节的联系，充分发挥
培训基地的组织管理作用［７］，丰富全科医学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让医学生拥有较好的全科医学基础，也能为

之后的全科医学规范化培养和继续培养提供优秀的师

资力量。

近年来，全科医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而全科医师素质的提升离不开全科医学

教育。在欧美，９０％以上的医学院校都设有全科医学
系或教研室［８］，虽然教学形式和学时数各有不同，但教

学目标相近。英国则采用选修课和必修课２种形式接
受全科医学入门教育［９］。我国可借鉴国外经验，结合

我国国情，在医学院成立全科医学系，在三级教学医院

成立全科医学科，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成立全科

医学教学中心。教学手段、方法的选择和应用立足于

社区，围绕实习目标［１０］，统一全科教学的教学大纲和

全科医师的培养制度，完善和规范全科培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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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影响乳腺癌发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沈敏，顾建芬，董钰英

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发病的危险因素，并根据相关因素分析护理策略，为该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期间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２７５例，以及同期健康女性
２７５例为对照组，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可能相关因素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独立危险因
素。结果　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家族乳腺癌疾病史、家族恶性肿瘤发病史、乳腺增生、流产次数多、没有
哺乳、工作强度大、睡眠情况差、家庭不和谐、生活满意度差、疲劳感强、不正确佩戴文胸、吸烟等均会增加乳腺癌

的发生，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表明：家族乳腺癌疾病史（ＯＲ＝２．４５５，９５％ＣＩ：１．１２８～５．８２１）、恶性肿瘤发病史
（ＯＲ＝１．８３３，９５％ＣＩ：１．３１８～２．８９４）、乳腺增生（ＯＲ＝２．９４６，９５％ＣＩ：１．８７４～５．１６９）、工作强度大（ＯＲ＝４．２１５，
９５％ＣＩ：１．５４４～１０．０６８）、睡眠情况差（ＯＲ＝３．９７９，９５％ＣＩ：１．７２３～７．６７８）、家庭不和谐（ＯＲ＝２．８４５，９５％ＣＩ：
１．２４９～５．８３４）、疲劳感强（ＯＲ＝２．７７７，９５％ＣＩ：１．０１８～５．４８９）、不正确佩戴文胸（ＯＲ＝２．３１３，９５％ＣＩ：１．１１２～
５．４３２）和吸烟（ＯＲ＝２．９４，９５％ＣＩ：１．０１８～５．１０１）为乳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母乳喂养为保护因素（ＯＲ＝０．８７０，
９５％ＣＩ：０．６０２～１．４９６）。结论　乳腺癌是遗传、生活习惯、心理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护理过程中除常规护理
外，要加强对患者生活习惯以及精神状态的引导。

关键词：乳腺癌；危险因素；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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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Ｔｈｙｒｏｉｄ，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３１２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７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ｄｕｒｉｎｇ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２７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ｆｅｍａｌ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Ｆａｃｔｏｒｓｄａｔ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ｒｅ
ｌａｔｅｄ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ｆａｍｉ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ａｍｉ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ｏｆｍａｍｍａｒｙｇｌａｎｄ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ｎｏ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ｏｏｒｓｌｅｅｐ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ａｍｉｌｙ
ｄｉｓｃｏｒｄ，ｐｏｏｒ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ｂｒａｗ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ｍｏｋｉｎｇｍｉｇｈ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ｆａｍｉｌ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Ｒ＝２．４５５，９５％ＣＩ：１．１２８－５．８２１），ｆａｍｉｌｙ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Ｒ＝１．８３３，９５％ＣＩ：１．３１８－２．８９４），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ｏｆｍａｍｍａｒｙｇｌａｎｄｓ（ＯＲ＝２．９４６，９５％ＣＩ：
１．８７４－５．１６９），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ＯＲ＝０．８７０，９５％ＣＩ：０．６０２－１．４９６），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Ｒ＝４．２１５，９５％ＣＩ：１．５４４－
１０．０６８），ｐｏｏｒｓｌｅｅｐ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Ｒ＝３．９７９，９５％ＣＩ：１．７２３－７．６７８），ｆａｍｉｌｙｄｉｓｃｏｒｄ（ＯＲ＝２．８４５，９５％ＣＩ：１．２４９－
５．８３４），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Ｒ＝２．７７７，９５％ＣＩ：１．０１８－５．４８９），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ｂｒａｗｅａｒｉｎｇ（ＯＲ＝２．３１３，９５％ＣＩ：１．１１２－
５．４３２）ａｎｄｓｍｏｋｉｎｇ（ＯＲ＝２．９４，９５％ＣＩ：１．０１８－５．１０１）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
ｗ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ＯＲ＝０．８７０，９５％ＣＩ：０．６０２－１．４９６）．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ｗａｓ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ｒｏｕｔｉｎｅｃａｒｅ，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ｕｒｓｉｎｇ

　　乳腺癌是临床最多发的女性恶性肿瘤，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１－２］，全球范围内，其发病率不断上升，且呈

年轻化趋势，已成为女性恶性肿瘤之首，严重威胁患者

的生命健康，为社会造成沉重负担。该病的病因尚未

清楚，研究表明［３］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等

密切相关，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评价乳

腺癌发病的危险因素，分析高危人群范围，并据此制定

科学的防范措施、合理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探讨相

关护理策略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乳腺癌患

者与正常患者的各项指标，筛选乳腺癌发病的危险因

素，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我院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科
通讯作者：沈敏，Ｅｍａｉｌ：ｚｘｑ３１２０００＠ｔｏｍ．ｃｏｍ

收治的乳腺癌患者 ２７５例作为观察组，年龄 ３２～５７
岁，平均（４５．６±４．８）岁；病程２个月 ～１．５年，平均
（１．０±０．３）年。均经过病理检测证实。按照１∶１的
比例选取同期浙江省绍兴市常住人口２７５例女性（与
观察组患者居住于同一地区）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８～
６０岁，平均（４８．５±５．２）岁。经体检证明无乳腺癌及
恶性肿瘤，且无恶性肿瘤疾病史。２组人群年龄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
１２　调查方法　２组患者采用问卷调查形式，采用统
一的测试题，６名调查员均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且经过
统一培训考试合格。为有效避免数据偏倚，要保证测

试时间和调查环境相同。测试前告知患者研究的意

义，要求并鼓励患者所有问题据实回答。对调查表中

２０％的问题进行抽样复查，核对２次答案，避免患者胡
填乱答现象，对严重不合逻辑的数据进行核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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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容包括：患者家族乳腺癌疾病史、家族恶性肿瘤发

病史、是否患有乳腺增生、月经周期及初潮时间、是否

流产及流产次数、生育史、哺乳史、工作类型、时间及强

度、加班频率及加班时间、睡眠时间及睡眠质量、家庭

和谐情况、目前生活满意度、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及

锻炼强度、疲劳感、是否正确佩戴文胸、饮食习惯、吸烟

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筛选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后，再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
析，计算ＯＲ值及９５％置信区间（９５％ＣＩ），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乳腺癌单因素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有：家族乳腺癌疾病史、家族恶性

肿瘤发病史、乳腺增生、流产次数多、母乳喂养、工作强

度大、加班情况多、睡眠情况差、家庭不和谐、生活满意

度差、疲劳感强、不正确佩戴文胸、吸烟等。见表１。
表１　乳腺癌单因素分析结果对比

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家族乳腺癌疾病史 ０．８９３ ０．４５６ ３．８８６ ０．０３９ ２．４８１ １．１３２～５．９７６
家族恶性肿瘤发病史 ０．６５４ ０．２３３ ９．０３１ ０．００２ １．８６９ １．２２７～２．８６９
乳腺增生 １．０３９ ０．２８８ １９．８２６ ０．０００ ３．１１８ １．８９４～５．２３５
月经周期短 ０．４６６ ０．１３７ １．９９８ ０．０８６ １．３３４ ０．６４２～２．７５６
流产次数多 ０．８１１ ０．４０２ ３．７８４ ０．０４０ ２．３９９ １．１２６～５．８４４
已生育 ０．３８５ ０．１９８ １．７７３ ０．０９６ １．１２４ ０．２２８～２．３８７
母乳喂养 ０．３４１ ０．１０７ ５．７９８ ０．００３ ０．９４０ ０．６１８～１．４５３
工作强度大 １．５３６ ０．４９２ ８．８３６ ０．０１４ ４．６７９ １．６３９～１２．４８８
加班情况多 １．４８４ ０．３９９ ８．８１２ ０．０１４ ４．５３７ １．６１２～１２．１２２
睡眠情况差 ０．６８７ ０．２６３ ６．７８８ ０．０２２ ３．９９８ １．７８４～７．６６２
家庭不和谐 ０．９６５ ０．２６７ １１．３８２ ０．００１ ２．８９６ １．３７８～５．３２９
生活满意度差 ０．７９８ ０．３９７ ３．６８８ ０．０３９ ２．３４８ １．０２８～５．７１３
体育锻炼少 ０．４３９ ０．１３２ １．８４４ ０．０７９ １．１２５ ０．５９９～２．６３８
疲劳感强 ０．７１１ ０．３５６ ３．６４５ ０．０４１ ２．７８８ １．０２１～５．５９４
不正确佩戴文胸 ０．６９２ ０．３７５ ３．４７８ ０．０４３ ２．３１１ １．１１２～５．４３２
不良饮食习惯 ０．７８４ ０．３２１ ３．１６９ ０．０５３ ２．１１０ ０．０９８～４．５６６
吸烟 ０．６９９ ０．１０１ ４．８２２ ０．０３６ ２．８２ １．０２２～５．２６９

２２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乳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提示，乳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家族乳
腺癌疾病史、恶性肿瘤发病史、乳腺增生、工作强度大、

睡眠情况差、家庭不和谐、疲劳感强、不正确佩戴文胸

和吸烟。母乳喂养为保护因素。见表２。
表２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乳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家族乳腺癌疾病史 ０．８５２ ０．４１７ ３．８５７ ０．０３４１ ２．４５５ １．１２８～５．８２１
家族恶性肿瘤发病史 ０．６３２ ０．２１９ ８．７１２ ０．００２ １．８３３ １．３１８～２．８９４
乳腺增生 １．１０８ ０．２６９ １８．８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９４６ １．８７４～５．１６９
母乳喂养 －０．３２９ ０．１２５ ５．８９７ ０．００３ ０．８７０ ０．６０２～１．４９６
工作强度大 １．２８６ ０．４３７ ８．７４１ ０．０１４ ４．２１５ １．５４４～１０．０６８
睡眠质量差 ０．６５７ ０．２４４ ６．７７１ ０．０２１ ３．９７９ １．７２３～７．６７８
家庭不和谐 ０．９３７ ０．２５５ １０．９６８ ０．００１ ２．８４５ １．２４９～５．８３４
疲劳感强 ０．５９３ ０．２９６ ３．１６２ ０．０３９ ２．７７７ １．０１８～５．４８９
不正确佩戴文胸 ０．６８６ ０．３６９ ３．４５５ ０．０４２ ２．３１３ １．１１２～５．４３２
吸烟 ０．８３５ ０．１６５ ５．９３３ ０．０３１ ２．９４ １．０１８～５．１０１

３　讨　论
　　乳腺癌是全球范围内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其
发病因素尚未明确，国内外报道［４－６］遗传因素为其较

为明确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得到相同的结果，其机制可

能为多种基因突变或单一基因突变而发生。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７－８］，母乳喂养可降低乳腺

癌的发生率，其原因可能为在哺乳这一段较为特殊的

时期，卵巢会自动停止月经周期的组织学改变。本研

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工作强度较大，长期加班会不

断增加女性的心理及生理压力，引起一系列的神经应

激反应，通过上调去甲肾上腺素及肾上腺素的分泌，进

一步引起糖皮质激素不断释放，此外应激反应引起的

精神抑郁、烦躁不安、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疲劳感不

断增加，从而产生暴躁、敏感、多疑等负面情绪，进而导

致家庭不和谐，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会打乱体内的内

分泌状态，动态平衡被打破，会影响机体对于恶性肿瘤

的防御能力。我国妇女主动吸烟现象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存在被动吸烟的情况，被动吸烟为乳腺癌的危险

因素之一，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率，因此应提倡戒烟运

动，不但能够减少肺癌发病率，还能够使自己的家人患

乳腺癌的几率降低。此外，本研究显示佩戴带钢圈、大

小不合适的文胸及带文胸时间过长也是乳腺癌发病的

危险因素之一，因此提示女性需要选取适合自己的文

胸，而且要尽量减少佩戴时间，以免由于血液循环及组

织液、淋巴液流通不畅造成不良影响。

目前临床治疗乳腺癌的最常用方法为手术治疗。

因此加强术前、术中、术后的护理对乳腺癌的疗效也具

有显著的影响［９］。本研究显示，家族乳腺癌疾病史及

恶性肿瘤发病史、乳腺增生、工作强度大、睡眠情况差、

家庭不和谐、疲劳感强、不正确佩戴文胸和吸烟是乳腺

癌发病的高危因素，因此护师要有针对性地对患者进

行护理。应积极与患者沟通，全面了解患者基本情况，

并为患者介绍手术的过程，普及疾病知识，帮助患者做

好思想准备，缓解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此外要对患

者进行系统的健康指导。术后护师要密切观察患者各

项生命体征，如果有胸闷、呼吸困难等情况，须立刻上

报医生，使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若患者术后６ｈ
无恶心等不适症状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给予高蛋白、

高营养的半流食。考虑到乳腺癌根治术对患者的损伤

较大，术后有可能出现积血、积液现象［１０］，因此术后应

妥善固定引流管。根据实际情况，将引流管固定于床

旁适当的位置，既方便患者，又不至于出现逆流的状

况，护师应加强探视，以防引流管扭曲或受压，对患者

造成不利影响。此外，术后护师应积极开导患者，增强

其信心，缓解其忧郁、敏感、暴躁情绪，应鼓励患者倾

诉，引导患者早日恢复健康心态。最后护师应针对上

述分析的乳腺癌发病的危险因素，引导患者在日后的

生活中注意排解工作中的压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养成

良好的生活方式，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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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健康体检人群甲状腺结节患病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徐厚兰，崔焱，兰满，危静，刘民杰，将瑜

摘要：目的　了解健康体检人群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４３２６例不同群体体检资
料。结果　甲状腺结节的总患病率为４１．０８％，其中，男性为３２．１７％，女性为４７．１６％，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随着年龄的增长，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呈增高趋势；不同群体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有所不同，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甲状腺结节组的血压、血糖、血脂水平高于非甲状腺结节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　体检人群甲状腺结节患病率较高，为降低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应加强健康教育，缓解压力，控制血压、血糖、
血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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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呈增高趋
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国 １０个城市甲状腺结节的患
病率从１０．２％增加到１８．６％［１］。甲状腺结节中良性

占绝大多数，结节性甲状腺肿占８０％ ～９０％，甲状腺
癌占５％～１０％［２］，故正确判断甲状腺结节的性质，如

何区分良恶性结节对现代人群的生活质量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３］。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度１４３２６例体检者的
体检资料，为健康教育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筛选２０１２年度于我院体检中心进行
健康体检且完善甲状腺 Ｂ超检查、血检 １４３２６例资
料，其中男性６０５９例，女性８２６７例，年龄２１～９０岁，

平均年龄（４８．２５±１３．５６）岁。
１２　调查方法　研究对象的体检资料包括性别、年
龄、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及甲状腺 Ｂ超检查，结果
由体检系统导出。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资料汇总，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对研究人群及性别、年龄分层的数
据进行描述分析，率的组间比较及趋势检验采用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体检人群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与性别、年龄的关
系　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研究对象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

年龄（岁） 男性 女性 合计 χ２值 Ｐ值

２０～２９ ７．７６（５６／７２２） １１．７８（８２／６９６） ９．７３（１３８／１４１８） ２３．５７ ０．０１２
３０～３９ １２．５７（１１３／８９９） ２１．２２（２６８／１２６３） １７．６２（３８１／２１６２） ８３．３３ ０．０００
４０～４９ ２４．５６（２９５／１２０１） ４８．１３（９５３／１９８０） ３９．２３（１２４８／３１８１） １１１．１４ ０．０００
５０～５９ ３８．７７（６３０／１６２５） ５５．９５（１４４３／２５７９） ４９．３１（２０７３／４２０４） ７．９１ ０．００５
６０～６９ ４８．８１（６１６／１２６２） ６５．８５（７４８／１１３６） ５６．８８（１３６４／２３９８） ７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７０～ ６８．２９（２３９／３５０ ７２．１０（４４２／６１３） ７０．７２（６８１／９６３） ８．７５ ０．００３
合计 ３２．１７（１９４９／６０５９） ４７．６１（３９３６／８２６７） ４１．０８（５８８５／１４３２６） ３４４．５２９ ０．０００
χ２值 ７８９．１８ ７４６．１４ １７８４．８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徐厚兰，崔
焱）；３１００１５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体检中心
（徐厚兰，兰满，危静，刘民杰，将瑜）

通讯作者：崔焱，Ｅｍａｉｌ：ｃｙａｎ＠ｎ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２２　不同群体研究对象甲状腺结节患病情况比较　
企业员工 ３２．３５％（１０８７／３３６０）与事业单位员工
４１．３３％（１９３６／４６８４）相比较，两者患病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６２．２７４，Ｐ＝０．０００）；教师４３．８６％（１９２１／
４３８０）与医务人员４７．８１％（６９８／１４６０）相比较，医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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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高于教师（χ２＝６．９０６，Ｐ＝０．００９）；中层领导４４．２６％
（１２７／２８７）与处级领导６０．００％（３３／５５）比较，处级领
导患病率高于中层领导（χ２＝４．５９８，Ｐ＝０．０３２）。
２３　甲状腺结节组与非甲状腺结节组血压、血糖、血
脂、血尿酸水平比较　依据甲状腺 Ｂ超检查结果将研
究人群分为甲状腺结节组和非甲状腺结节组，并将２
组人群的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进行比较。详见

表２。
表２　甲状腺结节组与非甲状腺结节组
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水平等指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ｍｍＨｇ）
血糖

（ｍｍｏｌ／Ｌ）
总胆固醇

（ｍｍｏｌ／Ｌ）
甲状腺结节组 ５８８５ １３４±１９ ８０±１７ ５．９２±１．３６ ５．１７±０．９１
非甲状腺结节组 ８４４１ １２５±２１ ７５±１５ ５．５８±１．１３ ４．０２±１．２１
Ｐ值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７

组别 例数
甘油三酯

（ｍｍｏｌ／Ｌ）
低密度脂蛋白

（ｍｍｏｌ／Ｌ）
高密度脂蛋白

（ｍｍｏｌ／Ｌ）
血尿酸

（μｍｏｌ／Ｌ）
甲状腺结节组 ５８８５ １．６７±１．２１ ３．２６±１．０１ １．２５±０．２８ ３５６．２３±６７．５０
非甲状腺结节组 ８４４１ １．４９±１．３２ ３．１２±０．９８ １．０４±０．２９ ３５４．８６±６９．３８
Ｐ值 ０．０２３ ０．３１２ ０．５１１ ０．８４５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３　讨　论
　　本次研究显示，体检人群甲状腺结节患病率
４１．０８％，高于浙江省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的平均水
平［４］；低于大连地区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４６．９６％［５］；

比较接近于王春艳等［６］报道的关于石家庄地区健康人

群甲状腺结节流行状况调查的平均患病率４１．９３％。
关于性别和年龄因素对甲状腺结节患病率的影响趋势

与国内外报道相一致［４－７］。

不同群体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有所不同，事业单位

高于企业；医务人员高于教师；处级领导高于中层领

导，且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职业对甲状腺

结节的患病率有一定的影响。袁君君等［８］研究表明，

文化程度及工作状况对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有一定的

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工作压力越大，甲状腺结节的患

病率越高。

比较甲状腺结节组与非甲状腺结节组的血压、血

糖、血脂及血尿酸的平均水平，发现２组收缩压、舒张
压、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胡培英等［９］研究报道，高龄人群体检的阳性结果

中，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疾病谱中的构成比位居第一，

甲状腺结节的高发生率意味着甲状腺癌的潜在高发

率。超声检查对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１０］；牛媛媛［１１］报道认为，甲状腺超声检查中伴

有大钙化的多为良性结节，伴有细小针尖样钙化的，恶

性结节的可能性大。对于从事高风险、高压力职业人

群应提高健康关注度，控制血压、血糖及血脂水平，防

止过高；缓解压力、劳逸结合；定期体检，重视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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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颈部淋巴结结核 ＣＴ及 ＭＲＩ诊断
任宏宇，林上奇，朱敏，袁杭

摘要：目的　探讨颈部淋巴结结核的ＣＴ及ＭＲＩ表现，提高对颈部淋巴结结核ＣＴ及ＭＲＩ诊断的认识。方法　回
顾性分析４７例颈部淋巴结结核的ＣＴ及 ＭＲＩ影像表现特征，全部病例均经手术或活检病理证实。其中男性１８
例，女性２９例。年龄１１～７２岁，４７例患者２８例行ＣＴ平扫及增强扫描，１０例行ＭＲＩ扫描，９例同时行ＣＴ及ＭＲ
检查。结果　根据病理颈部淋巴结结核的 ＣＴ及 ＭＲＩ表现可分为４型。Ⅰ型：结核结节及肉芽肿形成３例；Ⅱ
型：淋巴结干酪样坏死７例；Ⅲ型：淋巴结包膜坏死９例；Ⅳ型：淋巴结干酪样坏死破溃并向周围侵犯２８例。结
论　ＣＴ尤其是ＭＲＩ在颈部淋巴结结核的诊断及疗效观察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可以明确病变的部位、数目、大
小、形态特征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同时可以反映其病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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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ｍｂ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ｙａｒ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ＣＴ；ＭＲＩ

　　在结核病人中，肺外结核约占５％ ～３０％，而淋巴
结结核在肺外结核中多见，体表和深部淋巴结均可发

生结核病，其中以颈部淋巴结结核最为多见，占淋巴系

统结核病的８０％ ～９０％［１］。为提高对颈部淋巴结结

核的影像学征象的认识，现将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我科经病理确诊的颈部淋巴结结核４７例进行回
顾性分析，探讨颈部淋巴结结核的ＣＴ及ＭＲＩ特征，以
期提高对本病影像学征象的认识，减少误诊。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从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经病理证实的颈部淋巴结结核，且未伴发肺结核病例

４７例。其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２９例，年龄１１～７２岁，平
均２７岁，以中青年患者居多。临床上表现为颈部单侧
或双侧无痛性肿块或形成窦道破溃流脓，偶有低热。

所有患者均未发肺结核。

１２　ＣＴ及 ＭＲＩ扫描技术　ＣＴ采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Ｂｒｉｌ
ｌｉａｎｃｅ１６层螺旋ＣＴ扫描仪。扫描范围自颅底至锁骨
水平，扫描条件管电压１２０ｋＶ，管电流２００ｍＡ，层厚
３．０ｍｍ，层距３．０ｍｍ，先进行ＣＴ平扫，然后用高压注
射器经静脉注射碘海醇８０～１００ｍｌ，注射流率３ｍｌ／ｓ，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科学研究基金计划（２０１０ＺＢ１１１）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放射科
通讯作者：任宏宇，Ｅｍａｉｌ：ｈｚｈｈｒｈｙ＠１６３．ｃｏｍ

于注药开始后３０ｓ、６０ｓ行双期动态增强扫描，扫描参
数同平扫。

ＭＲＩ采用 ＳＩＥＭＥＮＳ３．０ＴＭＲＩ全身扫描仪，颈部
相控阵线圈，扫描序列有常规Ｔ１ＷＩ、Ｔ２ＷＩ、扩散加权成
像（ＤＷＩ）、抑脂序列（ＳＰＡＩＲ）及 ＧｄＤＴＰＡ增强 Ｔ１ＷＩ。
扫描参数如下：Ｔ１ＷＩ序列 ＴＲ１９５ｍｓ、ＴＥ３．９５ｍｓ、层
厚３ｍｍ、层间距３ｍｍ；Ｔ２ＷＩ序列 ＴＲ５０００ｍｓ、ＴＥ８５
ｍｓ、层厚３ｍｍ、层间距３ｍｍ。钆喷酸葡胺（ＧｄＤＴＰＡ）
增强扫描采用Ｔ１ＷＩ抑脂序列，剂量为０．１ｍｍｏｌ／ｋｇ。
１３　图像评价　由２名高年资的放射科医师共同进
行阅片，评价病变的部位、大小、形态、密度及信号特

征，并观察强化特征及有无钙化、坏死等。对肿大淋巴

结按美国癌症联合会（ＡＪＣＣ）和美国耳鼻喉头颈外科
学会根据影像学表现修订后的淋巴结分组标准进行分

组［２］，达成共识后作诊断结论。

２　结　果
２１　病变部位　４７例中，右侧受累２１例，左侧受累
１９例，双侧受累７例，以颈静脉链下、中组及颈后三角
组为好发部位。病变累及颌下及颏下淋巴结（Ⅰ区）２
例（４．３％），颈内静脉链上组（Ⅱ区）２例（４．３％），颈
内静脉链中组（Ⅲ区）１１例（２３．４％），颈内静脉链下组
及锁骨上区（Ⅳ区）１４例（２９．８％），颈后三角区（Ｖ
区）１０例（２１．３％）。病变累及一个以上区域 ８例
（１７％），其中包括上纵隔淋巴结（Ⅶ区）受累 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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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未见颈前隙淋巴结（Ⅵ区）受累病例。
２２　ＣＴ及 ＭＲＩ表现　依据病理和病变过程颈部淋
巴结结核主要分为４型［３］。Ⅰ型：结核结节及肉芽肿
形成，本组共３例，表现为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晰的结节
状软组织密度影，ＣＴ及 ＭＲＩ增强扫描呈明显均匀强
化（见图１）。Ⅱ型：受累淋巴结干酪样坏死，本组共７
例，表现为中心呈低密度的肿大淋巴结，其周围脂肪间

隙可以辨别，ＣＴ平扫表现为等、低混杂密度影，边界较
清；ＭＲＩ表现为Ｔ１ＷＩ为等、低信号，Ｔ２ＷＩ为高信号，坏
死区于Ｔ２ＷＩ呈明显高信号，Ｔ２ＷＩＳＰＡＩＲ抑制周围脂
肪组织信号，使病变淋巴结显示更为清晰，ＣＴ及 ＭＲＩ
增强扫描均呈环状强化，中心坏死区较平扫清晰（见图

２）。Ⅲ型：淋巴结包膜坏死，本组共９例，表现为淋巴
结肿大、融合粘连，周围可见炎性浸润，脂肪间隙模糊

消失。平扫示淋巴结边缘不完整、模糊，多个淋巴结互

相融合时可见团块状影，ＣＴ及 ＭＲＩ表现基本同于Ⅱ
型，增强扫描后病灶周围见环形强化，内见分隔及多发

坏死区，呈花环状强化（见图３）。Ⅳ型：淋巴结干酪样
坏死破溃并侵犯周围组织，本组共２８例，肿大淋巴结
相互融合后可形成脓腔，其中７例形成窦道，引流至皮
肤表面。增强扫描后表现为相互融合的团片状坏死

区，边界欠清，增强后不均匀强化（见图４）。ＣＴ对部
分病灶的钙化显示较好，而 ＭＲＩ软组织分辨率更高，
较之ＣＴ对颈部淋巴结的数目、大小、形态、部位、内部
坏死有无、周边渗出、脓肿形成等能提供更多信息。

　　注：双侧颈内静脉后方（Ⅱ
区）淋巴结肿大，平扫呈等密度，

边界清，增强后强化较均匀。病

理：淋巴结内多个肉芽肿性炎，

考虑结核性炎（Ⅰ型）。
图１　Ⅰ型颈部淋巴结结核

横断位ＣＴ增强

　　注：左侧颈内静脉后方淋巴
结（Ⅱ区）肿大伴坏死，呈长 Ｔ１
长Ｔ２信号，ＤＷＩ呈明显高信号，
与周围组织界面清，增强后见环

形强化，其内低信号区未见明显

强化。病理：肉芽肿性炎伴坏

死，考虑结核性炎（Ⅱ型）。
图２　Ⅱ型颈部淋巴结结核

冠状位Ｔ１ＷＩ增强

３　讨　论
３１　颈部淋巴结结核的发病特点　浅表淋巴结结核
居肺外淋巴结结核的首位，并以颈部淋巴结结核最多

见，约占６０％［４］。颈部淋巴结结核好发于青壮年及儿

童，女性较男性多见。本组病例的平均年龄为２７岁。
男女之比为１∶１．６。

上颈部淋巴结结核多由扁桃体、龋齿、鼻咽部等处

结核杆菌侵入引起，而下颈及锁骨上的结核灶多由肺

部结核病变所致。结核杆菌侵入处常无病变发生，当

人体抵抗力下降时，结核杆菌通过侵入处的淋巴管向

周围蔓延，或肺部结核病变通过纵隔及气管旁淋巴结

向上侵及颈部。经血行感染的只占极少数。本组颈部

淋巴结结核患者均未发肺结核，这说明颈淋巴结结核

临床表现多不典型，原发部位隐蔽，易与颈部其他疾病

混淆。

　　注：双侧颈内静脉后方（Ⅱ
区）淋巴结肿大，以左侧为著，内

见低密度坏死，与周围软组织界

面欠清，增强扫描呈环形强化，

余病灶呈均匀强化。病理：（左

颈部）肉芽肿性炎伴大片坏死，

见有异物巨细胞反应，考虑结核

性炎（Ⅲ型）。
图３　Ⅲ型颈部淋巴结结核

横断位ＣＴ增强

　　注：右颈部病变形成融合脓
腔，并通过窦道引流至皮肤表

面。增强扫描后表现为相互融

合的较大面积坏死区，边界不

清，强化不规则。病理：（右颈

部）涂片内见散在凝固性坏死似

干酪样物及大量淋巴细胞、中性

粒细胞，考虑结核性炎（Ⅳ型）。
图４　Ⅳ型颈部淋巴结结核

冠状位Ｔ２ＷＩＳＰＡＩＲ

３２　颈部淋巴结结核的病理分型及 ＣＴ、ＭＲＩ表现　
颈部淋巴结结核按病理分型在 ＣＴ及 ＭＲＩ分别表现
为：Ⅰ型为结节型或肉芽肿型，起病缓慢，一侧或双侧
有一至数个淋巴结肿大，质较硬，散在而可活动，无粘

连，病理表现为多发结核性肉芽肿结节，因此时其内尚

无坏死或仅出现微量坏死，ＣＴ平扫呈均匀的软组织
影，ＭＲＩ表现为信号均匀的长 Ｔ１长 Ｔ２信号影，ＤＷＩ
及Ｔ２ＷＩＳＰＡＩＲ均呈高信号；结核性肉芽肿血供丰富，
增强后ＣＴ及ＭＲＩ均呈较明显均匀强化。Ⅱ型为受累
的淋巴结内见多个肉芽肿性病灶，中央见大片干酪样

坏死，淋巴结包膜未坏死，与周边尚无粘连，ＣＴ平扫病
变中心可见低密度坏死区，增强扫描边缘呈环状强化，

其周围脂肪间隙存在。ＭＲＩ表现为 Ｔ１ＷＩ呈均匀稍低
信号，Ｔ２ＷＩ上呈不均匀高信号，即高信号的结节或团
块中心可见更高信号的坏死区，增强扫描呈环形不均

匀强化。Ⅲ型为浸润型，淋巴结结构消失，中央见大片
融合的干酪样坏死区，周边多表现为明显的淋巴结周

围炎，与周围组织有粘连，移动受限，ＣＴ平扫表现为多
发中心低密度区，ＭＲＩ表现同Ⅱ型，增强后边缘环状强
化，其周围脂肪间隙消失。Ⅳ型为脓肿型，肿大的淋巴
结中心软化，病变相互融合呈团块状影。ＣＴ平扫可见
较大的低密度区［５］，ＭＲＩ表现为混杂信号，坏死区
Ｔ２ＷＩＳＰＡＩＲ呈明显高信号，增强扫描可见边缘厚且不
规则的环状强化，淋巴结正常结构消失，周围脂肪间隙

消失。脓肿自破或切开引流，创口经久不愈形成窦道。

本组研究发现最多的是Ⅲ型和Ⅳ型，这可能是由于本
病临床症状不明显，主要表现为无痛性颈部肿块，因而

患者未能及时发现，或因颈部病灶较小而不重视有关。

事实上上述各型常混合存在，因此颈部淋巴结结核其

ＣＴ及ＭＲＩ表现是多种多样的。结核性淋巴结增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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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前后的密度及信号改变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尤其

环状强化和间隔状强化有助于淋巴结结核的诊断［６］。

３３　颈部淋巴结结核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颈部淋巴
结结核需与慢性淋巴结炎、恶性淋巴瘤、转移癌等疾病

鉴别。ＣＴ鉴别要点如下。①颈部淋巴结炎：Ⅰ型淋巴
结结核和淋巴结炎鉴别有一定困难，因为两者影像上

表现相似。慢性淋巴结炎多由口腔、鼻咽部慢性炎症

引起，受累淋巴结直径多为０．５～１ｃｍ，边界清，质地
较软［７］，颈淋巴结结核直径多大于２ｃｍ，质地为中等
或硬者占８０．８％。Ⅱ型及Ⅲ型的淋巴结结核应与化
脓性淋巴结炎鉴别，后者其肿大的淋巴结常为单发，环

状均匀强化、壁厚，且无明显壁结节和钙化，而淋巴结

结核常为多发，可出现分隔状强化。②转移性淋巴结：
转移淋巴结多数年龄较大，有原发肿瘤，尤其是头颈部

原发肿瘤病史，转移淋巴结多发于上颈部，多表现边缘

强化及中央低密度。结核性淋巴结常相互融合成团

状，并与邻近的肌肉等组织粘连，皮下脂肪层会出现渔

网状改变，周围皮肤常增厚及破溃，转移性淋巴结则少

见次征象。贺伟等研究认为形态不规则的花环样边缘

强化病变，失去淋巴结正常结构，伴有周围肌肉脓肿，

为结核与转移性淋巴结的主要区别及结核的特征性表

现。③淋巴瘤：颈部淋巴瘤多为双侧边缘清晰的肿大
淋巴结，内多无液化坏死，ＣＴ增强扫描呈轻中度的均
匀强化。钟进等［８］分析不同病理类型颈部淋巴结的

ＣＴ灌注特点，认为淋巴瘤的肿瘤细胞主要沿淋巴管道
侵及、蔓延，对血管的破坏相对较弱，血流的改变较晚。

因此淋巴瘤中心型血流的出现率高于肿瘤转移性淋巴

结和淋巴结结核。淋巴结结核、肿瘤转移性淋巴结边

缘型血流的出现率高于淋巴瘤；此外，肿瘤转移性淋巴

结和淋巴结结核较淋巴瘤更常出现皮质不规则增厚和

中心坏死及包膜外侵犯。④神经源性肿瘤：神经源性
肿瘤具有沿神经走行分布的特点，平扫多为低密度，增

强后可见不均匀强化或边缘强化，神经源肿瘤绝大多

数为单发，边缘光滑，对周围结构主要是推压而无明显

侵犯。

ＣＴ特别是ＭＲＩ检查能清楚显示颈部淋巴结结核
病变的数目、部位及不同的强化类型，反映不同时期病

理改变及其与周围结构的关系，特别是显示临床触诊

难以发现的颈深部淋巴结结核有着重要的意义，为颈

部淋巴结结核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有价值信息。

ＭＲＩ对颈部淋巴结疾病的鉴别诊断价值要大于 ＣＴ，
Ｔ１ＷＩ对解剖结构显示较好，Ｔ２ＷＩ对病变的显示较好。
脂肪抑制序列（ＳＰＡＩＲ）的应用，在颈部脂肪丰富的部
位及淋巴结周围的脂肪层可以清楚显示淋巴结，排除

脂肪组织对淋巴结观察造成的干扰。扩散加权成像

（ＤＷＩ）是一项能反映水分子扩散运动的磁共振功能成
像技术。表观扩散（ＡＤＣ）是反映组织细胞水分子弥
散运动范围的客观定量参数，水分子的扩散运动越强，

ＡＤＣ值越大。淋巴结结核因炎性增生、坏死、纤维化

等不同阶段，细胞间隙变化有所不同，ＡＤＣ值有一定
程度下降，即良性病变的 ＡＤＣ值高于恶性肿瘤，对于
淋巴结病变的良恶性鉴别有所帮助［９］。ＧｄＤＴＰＡ增
强扫描可明显提高淋巴结中心坏死区的显示率。除了

上述几点可用于淋巴结结核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外，目

前对于颈部淋巴结良恶性有鉴别意义的特殊检查方法

还包括１ＨＭＲＳ及磁共振灌注成像（ＰＷＩ）。ＭＲＳ是目
前唯一的活体检测体内物质代谢及生化物质含量的无

创性检查技术，根据波谱中化学成分的改变来进一步

确定病变组织的性质，于艳等［１０］研究表明恶性淋巴结

因细胞分裂增殖旺盛，转运功能增加，Ｃｈｏ峰值明显高
于良性淋巴结［１１］，且恶性淋巴结的 Ｃｈｏ／Ｃｒ比值明显
高于良性淋巴结，可以进行定性诊断。ＰＷＩ是静脉快
速注入ＧｄＤＴＰＡ后进行动态扫描，通过磁共振成像的
方式评价组织毛细血管水平的血流灌注情况，具有快

速、准确，并且无创评价微血管的血液动力学变化的优

点。ＦｉｓｃｈｂｅｉｎＮＪ等［１２］的研究结果表明，恶性性淋巴

结较正常淋巴结的强化峰值时间明显延长，最大上升

速率和峰值强化程度均下降，廓清速率略增加，这是良

恶性淋巴结的鉴别特征。但 ＰＷＩ的检查对于机器要
求较高，定量测量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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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Ｉ评估高血压程度与脑内微出血相关性的研究
张国华，郑素君，郑海澜，陈运奎

摘要：目的　探讨磁敏感加权成像（ＳＷＩ）对脑内微出血（ＣＭＢｓ）的诊断价值，以及高血压程度与ＣＭＢｓ相关性，为
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１５０例高血压合并ＣＭＢｓ患者的常
规磁共振成像（ＭＲＩ）及 ＳＷＩ资料，依据 ＣＭＢｓ所在的部位（即皮质 －皮质下区、基底核、丘脑、脑干、小脑）确定
ＣＢＭｓ的位置，并计算各部位ＣＭＢｓ的数量，同时分析ＣＭＢｓ的数量与高血压程度、持续时间及血压控制情况的相
关性。结果　１５０例患者均有ＣＭＢｓ的存在，多呈类圆形、均匀的极低信号区，边界较为清楚，多表现为孤立性，共
检出ＣＭＢｓ病灶５２６个，以多发为主，且主要分布于基底核（３５．６％）、丘脑（３０．８％）等深部区域。在不同高血压
分级、高血压持续时间及高血压控制情况的患者中，平均 ＣＭＢｓ的数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ＣＭＢｓ的级别与腔隙性脑梗死的级别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ｒ＝０．２６９，Ｐ＝０．０００９）。结论　ＳＷＩ对 ＣＭＢｓ具有
较高的敏感性，可明显提高ＣＭＢｓ的检出率，且ＣＭＢｓ的数量与高血压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对高血压合并ＣＭＢｓ
患者进行严格的血压控制，可有效减少ＣＭＢｓ的形成，阻止小血管破坏的进展。
关键词：磁敏感加权成像；脑内微出血；高血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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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微出血（ＣＭＢｓ）是由于脑内小血管病变导致的
含铁血黄素在脑内的局部沉积，以微小出血为主要表

现的一种脑实质亚临床损害［１－２］。目前有研究显示，

ＣＭＢｓ与高血压、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病变、脑出血
明显相关，而高血压可能是ＣＭＢ发生的危险因素。同
时ＣＭＢｓ的存在也提示严重的微血管病，受累血管易
于发生再出血。ＣＭＢｓ缺乏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常规
磁共振成像（ＭＲＩ）无法诊断，且存在磁敏感性的诱导
弛豫，导致信号丢失形成。磁敏感成像（ＳＷＩ）是近年
来开发的一种新的磁共振成像方法，通过应用高分辨

扫描、相位图像蒙片和最小密度投影等技术，极大极高

了ＣＭＢｓ的检出率，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的检查［３－４］。本研究利用 ＳＷＩ检测高血压患者的
ＣＭＢｓ，旨在探讨其ＣＭＢｓ的数量与高血压程度的相关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厅项目（２０１２Ｃ３３０９９）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２０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
通讯作者：张国华，Ｅｍａｉｌ：ｑｉｎｇｇｅ＿ｗ＠１２６．ｃｏｍ

性，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我
院神经内科收治的高血压合并 ＣＭＢｓ的患者１５０例，
所有患者均行常规 ＭＲ及 ＳＷＩ检查。入组标准：①临
床高血压患者。②有完备的病史记录。③病情允许进
行ＭＲＩ检查。④临床特征及头颅ＣＴ、ＭＲＩ影像学特点
支持 ＣＭＢｓ诊断。其中男性 ８６例，女性 ６４例，年龄
３１～７５岁，平均（５１．４±８．２）岁。所有患者受检前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影像学方法　ＭＲＩ图像采集采用西门子 Ｍａｇｎｅ
ｔｏｍＡｖａｎｔｏ１．５Ｔ超导型 ＭＲ扫描仪，头颅８通道相控
阵线圈，所有患者扫描序列至少包括横断面 Ｔ１ＷＩ、
Ｔ２ＷＩ、Ｔ２ＦＬＡＩＲ和矢状面 Ｔ１ＷＩ。Ｔ１ＷＩ（ＴＲ／ＴＥ＝５００／
８．４），Ｔ２ＷＩ（ＴＲ／ＴＥ＝５０００／８９），Ｔ２ＦＬＡＩＲ（ＴＲ／ＴＥ＝
９０００／８９），层厚６ｍｍ，层间距４ｍｍ，ＦＯＶ２３×２０ｃｍ，
矩阵２５６×１７７，扫描１６层。ＳＷＩ（ＴＲ／ＴＥ＝４９／４０），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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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１５°，层厚２ｍｍ，ＦＯＶ２３×２０ｃｍ，矩阵２５６×１７７，
共扫描５６层。采集图像送至工作站进行最小密度投
影（ＭｉｎＩＰ）后处理。由本院经验丰富的２位磁共振医
师对图像进行评价，达到意见统一，并确定 ＣＭＢｓ的位
置和数量：依据 ＣＭＢｓ所在的部位（即皮质 －皮质下
区、基底核、丘脑、脑干、小脑）确定ＣＢＭｓ的位置，并计
算各部位ＣＭＢｓ的数量（个）。
１３　诊断标准及分级　高血压符合《２００５年中国高
血压病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未服降压药的情况下，

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按照１９９９年ＷＨＯ的标准分为
三级：（１４０～１５９）／（９０～９９）ｍｍＨｇ为高血压Ⅰ级；
（１６０～１７９）／（１００～１０９）ｍｍＨｇ为高血压Ⅱ级；１８０／
１１０ｍｍＨｇ以上为高血压Ⅲ级。按高血压持续时间分
成３个时间段：５年以下、５～１０年、１０年以上。高血
压控制到正常血压范围视为控制良好，血压在正常范

围以上视为控制不佳。ＣＢＭｓ在 ＳＷＩ的表现被界定为
脑实质内直径２～５ｍｍ的圆形、类圆形的均匀低信号
影或信号缺失，边界清晰，周围无水肿。根据 ＣＭＢｓ的
数量对ＣＭＢｓ进行分级［５］，１级：１～３个，２级：４～６
个，３级：７～９个，４级：９个以上。根据 ＭＲＩ表现的数
量对腔隙性脑梗死进行分级［６］，０级：无，１级：１～３
个，２级：４～１０个，３级：１０个以上。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ＡＳ８．１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ＣＭＢｓ的数量与高血压
程度、持续时间及控制情况的相关性采用秩和检验，

Ｐ＜０．０５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ＣＭＢｓ的ＳＷＩ序列表现及分布情况　１５０例患者
均有ＣＭＢｓ的存在，多呈类圆形、均匀的极低信号区，
边界较为清楚，多表现为孤立性，且上下层面之间不相

连续。见图１，图２。其中单发３４例，多发１１６例，共
检出ＣＭＢｓ病灶５２６个，直径约为０．３～０．５ｃｍ，以基
底核（１８７个，３５．６％）、丘脑（１６２个，３０．８％）等深部
区域分布最多，皮质 －皮质下区５３个（１０．１％），脑干
６１个（１１．５％）、小脑６３个（１２．０％）。
２２　ＣＭＢｓ的数量与高血压分级、持续时间及控制情
况的相关性　经秩和检验，在不同高血压分级、高血压
持续时间及高血压控制情况的患者中，平均 ＣＭＢｓ的
数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ＣＭＢｓ的数量与高血压分级、持续时间及控制
情况的相关性（ｘ±ｓ）

变量 分类 例数
ＣＭＢｓ数量
（个）

平均ＣＭＢｓ数量
（例／个）

Ｚ值 Ｐ值

高血压分级 Ⅰ级 ３６ ８１ ２．２５±０．８４ ３．７８ ＜０．０５
Ⅱ级 ８５ ３１６ ３．７２±０．９２
Ⅲ级 ２９ １２９ ４．４５±１．３７

高血压持续时间 ５年以下 ４８ ９９ ２．０６±０．７４ ４．０４ ＜０．０５
５～１０年 ７４ ２８２ ３．８１±０．８５
１０年以上 ２８ １４５ ５．１８±１．２２

高血压控制情况 控制良好 ８９ ２７９ ３．１３±１．０４ ３．０５ ＜０．０５
控制不佳 ６１ ２４７ ４．０５±１．５１

２３　ＣＭＢｓ的级别与腔隙性脑梗死的相关性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分析显示，ＣＭＢｓ的级别与腔隙性脑
梗死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ｒ＝０．２６９，Ｐ＝
０．０００９）。见表２。

表２　ＣＭＢｓ的级别与腔隙性脑梗死的关系（例）

ＣＭＢｓ级别
腔隙性脑梗死级别

０ １ ２ ３
合计

１ ２２ ３３ １５ １２ ８２
２ ６ １５ １４ １７ ５２
３ ２ ３ ２ １ ８
４ １ ０ ３ ４ ８
合计 ３１ ５１ ３４ ３４ １５０

　　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ｒ＝０．２６９，Ｐ＝０．０００９。

　　注：患者，男，７０岁，高血压７年，血压控制在１３０／９０ｍｍＨｇ，图１Ａ，
Ｂ，Ｃ，Ｄ分别为横轴位 ＳＷＩ（ＭｉｎＰ）、Ｔ２ＷＩ、Ｔ２ＦＬＡＩＲ和 Ｔ１ＷＩ序列。图
１Ａ：双侧基底节区及丘脑多发类圆形低信号影，直径２～５ｍｍ。左侧丘
脑类圆形低信号影为一陈旧性出血灶（Ｔ１ＷＩ，Ｔ２ＷＩ和Ｔ２ＦＬＡＩＲ均为低
信号影）。图１Ｂ，Ｃ，Ｄ中Ｔ２ＷＩ，Ｔ２ＦＬＡＩＲ和Ｔ１ＷＩ序列均未见 ＣＭＢｓ病
灶，在ＳＷＩ显示清晰。

图１　同一ＣＭＢｓ患者（血压控制良好）的ＳＷＩ表现

　　注：患者，女，７１岁，高血压２０年，血压控制不佳，最高血压值１８０／
１００ｍｍＨｇ。图２Ａ，Ｂ，Ｃ分别为横轴位 Ｔ２ＷＩ，Ｔ２ＦＬＡＩＲ和 ＳＷＩ（ＭｉｎＰ）
序列。图２Ａ显示双侧基底节区、丘脑、双侧颞叶皮层 －皮层下２～５
ｍｍ类圆形低信号影，分布以双侧基底节区和丘脑为主，ＣＭＢｓ病灶数目
明显多于图１。

图２　同一ＣＭＢｓ患者（血压控制不佳）的ＳＷＩ表现

３　讨　论
　　研究数据显示，ＣＭＢｓ的人群患病率约为 ５％ ～
６％，且随着社会老龄化、高血压、脑中风等疾病患病率
的逐步上升以及抗凝药物不合理使用，ＣＭＢｓ的患病
率呈明显上升趋势［７－８］。ＣＭＢｓ是由于血管壁严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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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时，血液通过血管壁漏粥所致，仅在 ＭＲＩ检查时表
现在睨加权像，尤其是ＳＷＩ上表现为直径２～５ｍｍ的
圆形低信号灶。目前普遍认为，脑出血、腔隙性脑梗死

和脑白质改变与高血压所致的脑内微血管病变有关，

持续的高血压导致血浆大量外渗，引起脑血管透明样

变性等一系列的病理改变，进而发生局部微动脉瘤。

病理学研究发现ＣＭＢｓ多位于这些小动脉或微动脉瘤
的周围，被视为慢性高血压患者脑内靶器官损伤的一

种类型，推测高血压是ＣＭＢ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对
高血压的良好控制可有效减少 ＣＭＢｓ病灶的出
现［９－１０］。国外研究研究表明，ＣＭＢ患者继发脑出血的
风险是未发现ＣＭＢ者的８倍，且应更加重视伴有糖尿
病和高血压的患者，该人群的脑出血的风险更

高［１１－１２］。但是 ＣＭＢｓ的存在及数量是否与高血压的
程度、高血压持续时间、高血压控制好坏是否存在着相

关性，目前尚未见深入研究。

由于 ＣＭＢｓ病灶局部含铁血黄素较少，直径通
常＜５ｃｍ，且周围脑组织无水肿表现，因此，Ｔ１ＷＩ、
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等常规磁共振序列对其敏感性不足，无
法呈现信号改变而呈阴性。ＳＷＩ是一种新兴的三维
ＭＲＩ技术，基于血氧合水平的依赖效应和不同组织间
磁敏感性的细微差异，作为一种高分辨率、完全流空补

偿的三维梯度回波序列，其所形成的影像可充分显示

组织之间内在的磁敏感性的差异，尤其是小静脉血、出

血、铁离子等沉积的显示，能很好地显示微量出血，目

前主要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检查［１３］，其灵敏度

是常规ＭＲ检查序列的４～６倍［１４］。本组１５０例患者
中，共检出５２６个ＣＭＢｓ病灶，直径约为０．３～０．５ｃｍ，
以多发为主，且主要分布于基底核（３５．６％）、丘脑
（３０．８％）等深部区域，考虑其可能原因是深层脑组织
的供血动脉深穿支动脉居多，后者更易因高血压血流

冲击而弯曲、螺旋化，最终发生出血形成 ＣＭＢ病
灶［１５］。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高血压分级、高血压持续

时间及高血压控制情况的患者中，ＣＭＢｓ的数量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ＣＭＢｓ的数量
与高血压的程度、持续时间及控制情况相关，即随着高

血压病情的加重、持续时间的延长、控制不善，ＣＭＢｓ
的数量明显增加。进一步说明了高血压是 ＣＭＢｓ的重
要危险因素，长期慢性高血压可严重损害脑内细微穿

支动脉，导致血管狭窄、脆性增加或微小动脉瘤样扩

张，这可能也是ＣＭＢｓ发生的病原学基础［１６］。有研究

指出，存在 ＣＭＢｓ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在给予静脉溶栓
治疗时症状性出血转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无 ＣＭＢｓ的
患者［１７］。本组资料中，ＣＭＢｓ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
腔隙性脑梗死，且二者的级别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性

（ｒ＝０．２６９）。因此，我们认为腔隙性脑梗死作为高血
压的一种较为严重的并发症，可能与 ＣＭＢｓ存在相同
的病理生理学机制，皆因脑微血管渗透性的增加引起，

且均可能是长期高血压所致。因此，ＣＭＢｓ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作为长期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中脑出血风险

的一个预测指标，临床治疗中筛选高出血风险的患者，

给予个体化的治疗，可有效降低症状性出血转化的发

生率。

综上所述，ＳＷＩ对ＣＭＢｓ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可明
显提高 ＣＭＢｓ的检出，且 ＣＭＢｓ的数量与高血压程度
呈明显的正相关，对高血压合并 ＣＭＢｓ患者进行严格
的血压控制，对减少ＣＭＢｓ的形成，阻止小血管破坏的
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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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ＬｉｕＤＧ，ＺｈａｏＢ．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ｄａｔｅｏｆ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ＷＩ）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Ｍｅｄｉ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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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价值研究［Ｊ］．磁共振成像，２０１１，２（６）：４２０４２５．

［１５］　吴文海．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脑微出血的危险因素及其对认知功
能的影响［Ｊ］．浙江临床医学，２０１３，１５（２）：１５８１６０．

［１６］　ＳｕｎＪ，ＳｏｏＹＯ，ＬａｍＷＷ，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ｅｒ
ｅｂｒ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ｌｅｅｄｓｉｎＡｃｕｔ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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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头颈部病变 ＣＴ灌注参数与血管生成因子的相关性研究
戚乐，李圆，丁建平，赵凯跃，杨文君，朱珊珊，陈仁彪

摘要：目的　探讨ＣＴ灌注参数与血管生成因子表达在头颈部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及其相关性。方法　本组
４６例头颈部病变行术前ＣＴ灌注检查，并使用软件计算感兴趣区的各灌注参数（ＢＦ、ＢＶ、ＭＴＴ、ＰＳ）值。术后对病
变标本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其ＭＶＤ计数和ＶＥＧＦ积分。统计分析头颈部良恶性肿瘤的 ＭＶＤ计数和 ＶＥＧＦ积
分差异的显著性，并分析各ＣＴ灌注参数值与ＭＶＤ计数和ＶＥＧＦ积分的相关性。结果　ＣＴ灌注参数值（ＢＦ、ＢＶ、
ＭＴＴ、ＰＳ）在头颈部恶性肿瘤组和良性病变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ＶＤ计数与 ＶＥＧＦ得分在２组间
亦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ＭＶＤ计数与ＢＦ值和 ＢＶ值呈正相关（ｒ＝０．５６３、０．３５５，Ｐ＜０．０５），与 ＭＴＴ值呈
负相关（ｒ＝－０．５３５，Ｐ＜０．０５），与 ＰＳ值无相关性（ｒ＝０．２５０，Ｐ＞０．０５），与 ＶＥＧＦ得分呈正相关（ｒ＝０．６９７，Ｐ＜
０．０５）。结论　头颈部病变ＣＴ灌注检查简便易行，其灌注参数对评估病变微血管状况有一定参考应用价值。
关键词：头颈部肿瘤；ＣＴ灌注参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微血管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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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Ｔ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ｖｅｓｓ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ＶＤ）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ｉｎ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ｌｅｓ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ｔｙｓｉｘｃａｓｅｓｏｆ
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ｃａｎｎｅｄｂｙ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ＯＩ．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ｌｉｄｅｓ
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Ｄ３４ａｎｄＶＥＧＦ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Ｔ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ｗｉｔｈＭＶＤａｎｄＶＥＧＦ．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ｎ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ａｄ
ａｎｄｎｅｃｋｗｉｔｈＣＴ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ＶＤａｎｄＶＥＧＦｅｘｉｓ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ａｎｄｂｅｎｉｇｎｌｅ
ｓｉｏｎｓ（Ｐ＜０．０５）．ＢＦａｎｄＢＶ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ＶＤ（ｒ＝０．５６３，０．３５５，Ｐ＜０．０５），ＭＴＴａｎｄＭＶＤｓｈｏｗｅｄ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０．５３５，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ＳａｎｄＭＶＤ（ｒ＝０．２５０，Ｐ＞０．０５）．
ＭＶＤａｎｄＶＥＧＦ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０．６９７，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Ｔ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ｈｅａｄａｎｄ
ｎｅｃｋ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ＶＤａｎｄＶＥＧＦ．ＴｈｅＣＴ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ｂｅｎｉｇｎｆｒｏｍｍａｌｉｇ
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ｔｕｍｏｒｓ；ＣＴ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Ｍｉｃｒｏｖｅｓｓ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头颈部病变是耳鼻喉科常见疾病，发病率高，随着
空气污染和病毒感染等因素，其发病率呈逐年增长趋

势，早期诊断和正确评价头颈部病变有着重要的临床

意义。国内外学者研究显示：ＶＥＧＦ、ＭＶＤ可作为判断
肿瘤分级和预后的独立指标［１－３］。但是，ＶＥＧＦ、ＭＶＤ
的测定不能在活体组织上进行，临床应用受到限制。

随着功能影像学的发展，利用 ＣＴ灌注成像（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ｇｈｙ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ＴＰ）无创、定量地观察肿
瘤血管生长情况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４－６］。本文

通过对头颈部病变 ＣＴ灌注检查，探讨灌注参数与血
管生成因子表达在头颈部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及其

相关性。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２０１２
１０３４６００６）；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Ｙ２１００５７８）；
浙江省医药卫生一般研究计划（２０１１ＫＹＢ０６８）；浙江
省医学会临床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１１ＺＹＣＡ３３）；杭州
市卫生科技计划一般（Ａ）类项目（２０１１Ａ０１８）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５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戚乐，
丁建平，赵凯跃）；耳鼻咽喉科（李圆）；病理科（杨文

君）；临床医学院（朱珊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放射科（陈仁彪）

通讯作者：戚乐，Ｅｍａｉｌ：ｑｑｌｌ＠２１ｃｎ．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３月在本院和
合作单位收集头颈部病变４６例，经手术病理证实、术
前ＣＴ灌注扫描、术后组织标本 ＭＶＤ及 ＶＥＧＦ测定。
恶性肿瘤组３３例：包括喉鳞癌１１例，鼻咽鳞癌１４例，
鼻咽淋巴瘤２例，腮腺导管癌１例，下咽鳞癌４例，淋
巴结转移瘤 １例。其中男性 ２６例，女性 ７例，年龄
３８～８１岁，中位年龄６２岁。良性病变组１３例：包括喉
结核１例，腮腺瘤６例，血管瘤２例，神经鞘瘤２例，声
带息肉１例，鳃裂囊肿伴感染１例。其中男性９例，女
性４例，年龄 １７～７６岁，中位年龄 ４９岁。正常肌肉
组：４６例，男性３５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１７～８１岁，中位
年龄５７岁。
１２　ＣＴ灌注扫描技术及图像数据处理　使用 ＧＥ
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６４层螺旋 ＣＴ行头颈部扫描。使用高压注
射器注射５０ｍｌ非离子对比剂（３５０ｍｇＩ／ｍｌ），注射流
率４ｍｌ／ｓ，注射开始５ｓ后，选取病变最大层面进行ＣＴ
灌注扫描。扫描参数：电压１２０ｋＶ，电流２００ｍＡ，矩阵
５１２×５１２，视野３２０ｍｍ×３２０ｍｍ，层厚５ｍｍ，扫描范
围４ｃｍ，扫描间隔０．５ｓ，数据连续采集５０ｓ，以５ｍｍ
重建图像。行 ＣＴ灌注成像时，要求患者尽量避免吞
咽动作，以减少运动伪影。原始数据传送至 ＧＥＡＷ
４．４工作站，使用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３体部灌注软件包处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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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选择输入动脉，软件自动生成灌注图像，选择感兴趣

区计算灌注参数值。以上所有后处理过程由１名医师
独立完成。

１３　ＭＶＤ及 ＶＥＧＦ的测定　采用 Ｗｅｉｄｎｅｒ标准计算
病变内ＣＤ３４棕褐黄色显色的毛细血管和微小血管，
以测定ＭＶＤ计数。按照 Ｖｏｌｍ标准，细胞胞浆出现棕
黄色反应物即为 ＶＥＧＦ阳性表达，以其染色强度和阳
性细胞百分率得分之和测定ＶＥＧＦ得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处理，用方差分析比较恶性肿瘤组与良性病变

组的ＣＴ灌注参数值（ＢＦ、ＢＶ、ＭＴＴ、ＰＳ）有无显著性差
异；用ｔ检验比较良恶性病变组的ＭＶＤ计数、ＶＥＧＦ得
分有无显著性差异；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统计 ＭＶＤ
计数与良恶性病变组 ＣＴ灌注参数值及 ＶＥＧＦ得分的
关系，计算相关系数；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头颈部病变ＴＤＣ走势分型　本组头颈部病变的
ＴＤＣ的走势分为３种类型：Ⅰ型呈快速升降形成一波
峰，然后呈轻度上升走势，共２６个（恶性肿瘤２２个，良
性病变４个）；Ⅱ型呈缓慢上升到小峰值后呈水平走
势，共１３个（恶性肿瘤７个，良性病变６个）；Ⅲ型为上
升到高峰后呈缓慢微升的趋势，共 ７个（恶性肿瘤 ４
个，良性病变３个）。
２２　头颈部病变 ＣＴ灌注参数　测得头颈部恶性肿
瘤组、良性病变组、正常肌肉组感兴趣区的灌注参数

值，见表１，恶性肿瘤组与良性病变组及正常肌肉组灌
注参数值的比较，见图１～３（图２～３，见封三）。统计
显示，头颈部恶性肿瘤组、良性病变组及正常肌肉组间

灌注参数值（ＢＦ、ＢＶ、ＭＴＴ、ＰＳ）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表１　恶性肿瘤组与良性病变组及正常肌肉组患者
灌注参数值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ＢＦ

［ｍｌ／（ｍｉｎ·１００ｇ）］
ＢＶ

（ｍｌ／１００ｇ）
ＰＳ

［ｍｌ／（ｍｉｎ·１００ｇ）］
ＭＴＴ
（ｓ）

恶性肿瘤组 ３３ １２１．０１±９２．０５ ６．５６±２．３５ １９．２３±８．３０ ５．３２±３．０１
良性病变组 １３ ４７．２２±２５．４５ ４．１１±２．０２ １６．７８±５．１６ ８．７８±５．４４
正常肌肉组 ４６ ６．５７±２．３２ １．５４±０．６１ ６．２２±３．３４ ２１．４７±７．８２
Ｆ值 ４５．２３３ ２４．７６５ ３９．２１０ ７１．０１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患者，男，５０岁，喉鳞癌，ＣＴ平扫示左侧梨状窝肿块，增强后肿
块边缘强化。

图１　喉癌ＣＴ影像
２３　头颈部病变ＭＶＤ计数和ＶＥＧＦ得分　头颈部恶
性肿瘤组的ＭＶＤ计数为（６９．２±２１．３）条，ＶＥＧＦ得分
为（３．５１±０．５５）分，良性病变组的 ＭＶＤ计数为

（３８．２±１７．７）条，ＶＥＧＦ得分为（１．７３±１．０５）分，ＭＶＤ
计数与ＶＥＧＦ得分在恶性肿瘤组与良性病变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恶性肿瘤组与良性病变组的ＭＶＤ及
ＶＥＧＦ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ＶＤ ＶＥＧＦ

恶性肿瘤组 ３３ ６９．２±２１．３ ３．５１±０．５５
良性病变组 １３ ３８．２±１７．７ １．７３±１．０５
ｔ（ｔ’）值 ５．６７３ ５．７４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　ＭＶＤ计数与 ＶＥＧＦ得分及 ＣＴ灌注参数的相关
性　ＭＶＤ计数与 ＢＦ值、ＢＶ值呈正相关（ｒ＝０．５６３、
０．３５５，Ｐ＜０．０５）；与 ＭＴｔ值呈负相关（ｒ＝－０．５３５，
Ｐ＜０．０５）；与ＰＳ值无相关性（ｒ＝０．２５０，Ｐ＞０．０５），与
ＶＥＧＦ得分呈正相关（ｒ＝０．６９７，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表３　ＭＶＤ与ＶＥＧＦ、ＢＦ、ＢＶ、ＭＴＴ、ＰＳ的相关性的比较

ＭＶＤ ＶＥＧＦ ＢＦ ＢＶ ＭＴＴ ＰＳ

ｒ值 ０．６９７ ０．５６３ ０．３５５ －０．５３５ ０．２５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７

３　讨　论
３１　头颈部病变 ＣＴ灌注成像技术　不同文献关于
头颈部ＣＴ灌注检查对比剂注射流率的报道存在较大
的差异［４，６－７］。本组实验中为降低 ＣＴ灌注检查对注
射流率的要求，采用去卷积模型，对比剂注射流率为４
ｍｌ／ｓ，注药量５０ｍｌ，同时降低了ＣＴ增强检查的风险。

由于头颈部肿瘤的供血血管主要是颈外动脉及其

分支，因此输入动脉较多选择为病灶同侧的颈外动

脉［６－７］。本组实验中输入动脉首选病变同侧的颈外动

脉，但如果存在所选层面同侧颈外动脉显示不清等情

况下，也可选用同侧或对侧其他动脉作为输入动脉。

头颈部病变性质较为复杂，存在较多较大的囊变、

坏死和钙化区域，而且病变的血供区也会存在明显差

异。文献报道头颈部病变感兴趣区的确定主要有以下

几种方法［６］：①面积不大，强化均匀的病变，采样范围
尽量包含整个病变；②强化不均匀但相对集中的病变，
选择强化区域作为采样范围，并避开囊变、坏死和钙化

区域；③强化不均匀的病变，感兴趣区选择在病变外
围，同时又要尽量避免边缘区域的容积效应；④在病变
实性区域选择多个感兴趣区测量参数，计算平均值。

本组实验综合以上方法，在病变实性区域（避开囊变、

坏死和钙化）选择２～４个感兴趣区测量参数取平均
值。视病变的大小及病变的血供情况，确定感兴趣区

个数和大小。头颈部病变在行 ＣＴ灌注成像时，要求
患者避免吞咽动作，减少运动伪影。其中喉部及下咽

部病变不能太小，否则呼吸运动会造成影响。

３２　ＣＴ灌注成像在头颈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　头颈
部病变ＣＴ灌注时间－密度曲线（ＴＤＣ）的走势一般分为
３种类型。本组恶性肿瘤以Ⅰ型速升速降型最多见（２２／
３３，６６．７％），与良性病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组恶性肿瘤ＴＤＣ也有Ⅱ型７个（２１．２％），Ⅲ型
４个（１２．１％）。甚至同一病灶不同ＲＯＩ的ＴＤＣ走势也
可不同，可能与恶性肿瘤生长的不均衡性导致微血管密

度的差异相关［７－８］。 （下转第７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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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心动图检查对肥厚型心肌病的临床意义
陈景钗，汪荣华，欧阳元付

摘要：目的　探讨超声心动图对肥厚型心肌病的诊断价值及危急值指标。方法　５６例肥厚型心肌病患者进行超
声心动图检查，测量室间隔及左室后壁厚度、左室流出道压差、左心功能等指标。结果　非对称性室间隔肥厚型
２８例；对称肥厚型１５例；心尖肥厚型１２例；右室肥厚型１例，室间隔舒张期厚度１５～３２ｍｍ，左室后壁舒张期厚
度１０～１７ｍｍ。左室流出道梗阻１６例，大多出现在非对称性室间隔肥厚型病例中。左室收缩功能均正常，左室
舒张功能均有不同程度减低。结论　超声心动图是目前筛查与评价 ＨＣＭ的主要方法，可将室间隔厚度 ＞３０
ｍｍ，静息状态下左室流出道压差＞３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Ｅ／Ｅａ＞１５作为ＨＣＭ超声检查危急值报告
指标。

关键词：肥厚型心肌病；超声心动图；危急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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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Ｍ）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５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ＣＭ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ｔｈｉｃｋ
ｎｅｓｓｏｆ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ｕｍ，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ｗａｌｌ，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ｆｌｏｗｔｒａｃ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ｔ
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ＨＣＭ，１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ＨＣＭ，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ｐｉｃａｌＨＣＭ，１ｃａｓｅｏｆ
ｒｉｇｈ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ＨＣＭ．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ａｓ１５－３２ｍｍ，ａ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ｗａ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ｗａｓ１０－１７ｍｍ．Ｔｈｅ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ｆｌｏｗｔｒａｃ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１６ｃａｓｅｓｍｏｓｔｏｆ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ＨＣＭ．Ｔｈｅ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ｌｌｎｏｒｍａｌ，ｂｕｔｔｈｅ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ＨＣＭ，Ｖｅｎ
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ｔｕ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３０ｍｍ，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ｏｕｔｆｌｏｗｔｒａｃ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ｒｅ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３０ｍｍＨｇ，ａｎｄＥ／Ｅａ＞１５ｃａｎ
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ＨＣ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肥厚型心肌病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
ＨＣＭ）是一种以心肌肌小节基因突变，导致心肌肥厚、
心肌细胞排列紊乱，纤维化的原发性心肌病。临床上

并不少见，本病常有明显家族史，目前被认为是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疾病。我国患病率为１８０／１０万，与全球相
近２００／１０万［１］。ＨＣＭ患者临床表现各不相同，部分
患者可无自觉症状，而因猝死或在体检中被发现，部分

患者有心悸、胸痛、劳力性呼吸困难，伴有流出道梗阻

的患者可在起立或运动时出现眩晕，甚至神志丧失等。

因此加强对ＨＣＭ的认识，特别是对可引起猝死的因素
和情形的认识显得尤其重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院收
治确诊ＨＣＭ患者５６例，其中男性３８例（６７．９％），女
性１８例（３２．１％）。年龄２５～５３岁，平均４０岁。
１２　仪器方法　每位患者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应用
ＧＥＶｉｖｉｄ７或ＧＥＶｉｖｉｄＥ９彩超检查仪器，患者左侧卧
位，常规切面测量各心腔大小、室壁厚度、瓣口及流出

道血流，并进行左心功能测定，对增厚室壁应多切面测

量取其平均值。

作者单位：３６６０００福建省三明市第二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第
五临床医学院）超声影像科

通讯作者：陈景钗，Ｅｍａｉｌ：ｃｊｃ７０＠２１ｃｎ．ｃｏｍ

１３　ＨＣＭ超声心动图的诊断标准　①室间隔的绝对
厚度≥１５ｍｍ，与左室后壁厚度之比≥１．３为非对称性
室间隔肥厚型；室间隔及左室壁的任何一处或多处绝

对厚度≥１５ｍｍ，相对均匀厚度（厚度之比 ＜１３）为对
称肥厚型；心尖部绝对厚度≥１５ｍｍ，左心室或心尖部
心腔明显缩小为心尖肥厚型；右室游离壁厚度≥６ｍｍ
为右室肥厚型；②左室腔内径正常或缩小；③根据左室
流出道是否狭窄分为梗阻型及非梗阻型（梗阻型标准：

左室流出道内径 ＜２０ｍｍ；左室流出道压差 ＞３０
ｍｍＨｇ；二尖瓣前叶收缩期前向运动ＳＡＭ；主动脉瓣收
缩中期提前关闭）；④临床上排除导致左室肥厚的其它
原因如高血压、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变等。

２　结　果
　　５６例ＨＣＭ中，室间隔舒张期厚度１５～３２ｍｍ，平
均（２０．６±２．４）ｍｍ，左室后壁舒张期厚度 １０～１７
ｍｍ，平均（１２．８±１．４）ｍｍ。其中非对称性室间隔肥
厚型２８例；对称肥厚型１５例；心尖肥厚型１２例；右室
肥厚型１例。心尖肥厚型心肌病中有２例漏诊，在心
电图检查提示下，通过减低聚焦、增加探头频率、应用

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Ｎｙｑｕｉｓｔ极限适当减低至可以分
辨血流与组织边界等方法重新检查，发现确实存在心

尖肥厚型心肌病［２］。心尖肥厚型心肌病心电图有特异

性改变：左胸导联有巨大对称倒置性 Ｔ波（冠状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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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Ｒ波增高及无动态改变的 ＳＴ段压低，无异常 Ｑ
波［３］。

出现左室流出道内径 ＜２０ｍｍ、静息状态下左室
流出道压差＞３０ｍｍＨｇ、二尖瓣前叶收缩期前向运动
ＳＡＭ、主动脉瓣收缩中期提前关闭等征象时定义为梗
阻性［４］。本研究梗阻性１６例（２８．６％，１６／５６），其中
非对称性室间隔肥厚型占１３例（４６．４％，１３／２８），对称
肥厚型占３例（２０．０％，５／１５），心尖肥厚型心肌病不出
现左室流出道梗阻。ＳＡＭ现象均出现在梗阻型病例
中，阳性１３例（８１．３％，１３／１６）。

左室收缩功能均正常，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均≥
５０％，左室舒张功能均有不同程度减低，其中二尖瓣口
血流Ｅ峰＜Ａ峰４２例，Ｅ峰＞Ａ峰１４例，二尖瓣环组
织多普勒Ｅａ（二尖瓣环舒张早期速度）均 ＜Ａａ（二尖
瓣环舒张晚期速度），Ｅ／Ｅａ均＞８，＞１５有６例。

３　讨　论
　　ＨＣＭ以心肌肥厚，心室腔变小为特征。心肌肥厚
最常累及室间隔，其次为心尖、左室游离壁，右室游离

壁较少。组织学检查有心肌纤维增粗和排列紊乱，伴

纤维组织增生。病理生理改变有左室舒张功能减低，

充盈减少，如伴有左室流出道狭窄，则收缩期左室射血

减少，压差增大，二尖瓣前叶 ＳＡＭ现象及主动脉瓣收
缩中期提前关闭。

经胸二维超声心动图能够直观而准确地测量心室

壁厚度，但本文中出现２例心尖肥厚型心肌病漏诊，临
床上也常有心尖肥厚型心肌病的误诊和漏诊的报道，

分析其原因有：①声波在探头和肋骨之间或肺组织之
间多次反射形成混响伪像造成误诊；②心尖肥厚型心
肌病病变部位主要局限在左室乳头肌以下心尖部，常

规检查时易被忽略而造成漏诊。

ＨＣＭ左室肥厚程度与危险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呈
正相关，即左室肥厚越严重，引发危险性室性心律失常

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别是室间隔厚度大于３０ｍｍ，即使
患者无或很少有症状，也要作为猝死的独立危险因

素［５］。

静息时仅２５％～３０％ＨＣＭ患者左室流出道明显
梗阻［６］，本研究静息下左室流出道梗阻发生率２８．６％，
多出现在非对称性室间隔肥厚型病例中，明显高于对

称肥厚型［７］，不出现心尖肥厚型心肌病中，ＨＣＭ室间
隔与左室后壁不对称性肥厚，肥厚室间隔运动幅度及

收缩期增厚率均减低，但左室后壁运动会过度增强，可

导致左室流出道收缩期压力阶差进一步加大。在有左

室流出道梗阻的ＨＣＭ患者，由于左室流出道狭窄、主
动脉瓣提前关闭导致心排出量不足和心律失常，引起

晕厥，甚至猝死。因此左室流出道差压力较大者引起

心血管意外概率较高，与压力差大小相关［８］。

ＨＣＭ心衰患者是以舒张功能不全为主要特征的
心力衰竭，常用的左室舒张功能评价指标有Ｅ／Ａ，表现
为：Ｅ峰下降，Ａ峰增大，Ｅ峰下降反映了左室舒张早

期充盈速率减慢；Ａ峰增大提示左房增大以及左室舒
张晚期左房代偿收缩加强，故 Ｅ／Ａ比值下降提示左室
舒张功能的下降，但 Ｅ／Ａ存在假性正常化情况，而组
织多普勒能为评估左室舒张功能提供更为准确的数

据，Ｅａ是一个不依赖于前负荷的评估心室舒张功能的
独立指标，Ｅａ／Ａａ可鉴别左室舒张功能假性正常化，在
肥厚型心肌病患者中 Ｅａ明显下降，Ｅ／Ｅａ明显升高，
Ｅ／Ｅａ＞１５常提示预后不良，患者发生死亡的风险大大
增加［９］。

常规超声心动图检查评价 ＨＣＭ心脏形态及功能
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Ｍ型测量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
必须依赖于心室的几何形态的假设，而实时三维超声

心动图可在一个心动周期内捕获整个心脏的实时全容

积成像，可不依赖于心室形状假定进行定量分析左室

收缩功能；常规超声心动图会遗漏隐匿性梗阻型

ＨＣＭ，必须借助负荷超声心动图技术。
总之，超声心动图仍是目前筛查与评价ＨＣＭ的主

要方法，对 ＨＣＭ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可以准确判断左心室肥厚的有无、程度以及范围，

结合Ｍ型超声心动图，彩色血流成像和多普勒频谱成
像可以全面了解 ＨＣＭ血流动力学异常的整体表现。
易于在基层医院推广。危急值报告制度作为一项重要

制度，增强了医务人员的责任心，促进医技科室与临床

之间的沟通，各医院超声科的危急值报告指标不尽相

同，需不断完善和补充。可将室间隔厚度 ＞３０ｍｍ，静
息状态下左室流出道压差＞３０ｍｍＨｇ，Ｅ／Ｅａ＞１５做为
ＨＣＭ超声检查危急值报告指标，特别是年轻患者，一
般来说年轻患者发生猝死率较年长患者高［１０］，这一点

要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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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儿童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影像诊断
陈旺强，卢华君，陈久尊，陈博，周胜法，何家维，程建敏

摘要：目的　探讨儿童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ｂｅｎｉｇｎｆｉｂｒｏｕｓ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ｍａ，ＢＦＨ）的临床及影像诊断。方法　回顾
性分析７例儿童ＢＦＨ的临床及影像资料。结果　３例 ＢＦＨ发生在股骨干骺端，３例在胫骨干骺端，１例生在肱
骨，临床上患者以局部疼痛为主，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平均５个月），大部分患者疼痛同病理性骨折没有联系，影
像上病灶呈分叶状溶骨性破坏，其内可见骨性分隔，边缘大部分有厚薄不一的硬化边，或没有硬化边，本组病例均

位于长骨干骺端，均局限于骨内，无骨膜反应及软组织肿块，１例术后复发。结论　２０岁以下ＢＦＨ患者可能被低
估了。儿童及青少年患者影像表现类似但有别于非骨化性纤维瘤伴不可解释的疼痛应该考虑为骨ＢＦＨ。
关键词：儿童；骨肿瘤；骨纤维组织细胞瘤；体层摄影术；Ｘ线计算机；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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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ｎ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ｅｒｉｏｓｔｅａｌｏｒｓｏｆｔ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ｅｃａｓｅｗａ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ｎｉｇｎｆｉｂｒｏｕｓ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ｍａ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ｇｅ．Ｔｈ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ａｎｙｃｈｉｌｄｏｒ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ｗｈｏ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ｎｏｓｓｉｆｙｉｎｇｆｉｂｒｏｍａ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ａｂｌｅｐａｉｎｏｒａ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
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Ｂｏｎｅｔｕｍｏｒ；Ｂｅｎｉｇｎｆｉｂｒｏｕｓ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ｍａｏｆｂｏｎ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Ｘｒａ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ＭＲＩ

　　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ｂｅｎｉｇｎｆｉｂｒｏｕｓ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
ｍａ，ＢＦＨ）是一种罕见的骨肿瘤，约占所有良性骨肿瘤
的１％［１］。ＢＦＨ也称为黄色纤维瘤、纤维黄瘤或原发
性黄瘤［２－５］。临床上患者疼痛可持续数月甚至数

年［３－４］。通常大家认为其发生在 ２０岁以上的患
者［６－７］。同非骨化性纤维瘤的鉴别主要是依靠临床，

因为两者的组织学特征一致［７］。ＢＦＨ诊断标准对于
患者的年龄是非常严格的，很少诊断２０岁以下患者，
国内外关于儿童 ＢＦＨ的文献报道甚少［８－１０］。本文回

顾性分析儿童或青少年 ＢＦＨ７例，探讨其临床、影像
学特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搜集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我院
７例儿童ＢＦＨ，男５例，女２例，年龄７～１７岁，平均１１
岁。７例临床上均表现为局部疼痛明显，病程３ｄ～４
年，平均５月。２例有摔倒的外伤病史，经询问患者外
伤前有长短不一的疼痛史。肿瘤均进行手术切除，其

中１例２次复发共做了３次刮除术。
１２　影像学检查方法　Ｘ线和ＣＴ检查：６例行Ｘ线、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５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
（陈旺强，陈久尊，陈博，周胜法，何家维，程建敏），儿

科（卢华君）

通讯作者：程建敏，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ｊｍ＠ｗｚ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

５例行 ＣＴ检查和 ２例行 ＭＲＩ检查。ＣＴ检查：采用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ｃｅ１６排螺旋 ＣＴ扫描机，矩阵 ５１２×５１２，视野
（ＦＯＶ）为（２５ｃｍ×２５ｃｍ）～（３５ｃｍ×３５ｃｍ），层厚、
层间距均为２ｍｍ或５ｍｍ，１２０ｋＶ，２００～４００ｍＡ，扫描
时间１ｓ，行横轴位扫描及矢状位或冠状位重建。ＭＲ
检查：采用 ＰＨＩＬＴＰＳＴ５／ＮＴ１．５ＴＭＲ扫描仪。肱骨采
用矩阵２５６×２５６，ＦＯＶ２１０×２１２ｃｍ，层厚３．３ｍｍ，层
间距３．０ｍｍ，ＴＳＥ序列 Ｔ１ＷＩ（ＴＲ４７０ｍｓ、ＴＥ２０．０
ｍｓ）、Ｔ２ＷＩ（ＴＲ４０００ｍｓ、ＴＥ８２ｍｓ）及 Ｔ２ＷＩ（ＴＲ４０００
ｍｓ、ＴＥ２８ｍｓ）ＳＴＩＲ序列。膝关节采用膝线圈，矩阵
２５６×２５６，ＦＯＶ３０×３０ｃｍ，层厚 ５ｍｍ，层间距 ５．５
ｍｍ，ＴＳＥ序列Ｔ１ＷＩ（ＴＲ６１７ｍｓ、ＴＥ１５ｍｓ）、Ｔ２ＷＩ（ＴＲ
３６３８ｍｓ、ＴＥ１００ｍｓ）及Ｔ２ＷＩ（ＴＲ３１７６ｍｓ、ＴＥ１００ｍｓ）
ＳＴＩＲ序列。

２　结　果
　　本组７例发生于７～１７岁间，多发生在四肢长骨
干骺端，其中胫骨干骺端３例（胫骨上段２例、胫骨下
段１例），股骨干骺端３例，肱骨骨干１例。３病灶呈
分叶状，２例类圆形，２例骨折病例病灶形态显示欠清。
６例均未见膨胀性改变，１例轻度膨胀。
２１　Ｘ线及 ＣＴ表现表现　本组６例行 Ｘ线，５例行
ＣＴ检查，１例无硬化环（见图１～２），４例伴有硬化环，
３例内见骨性分隔影（结合 ＣＴ其中１例为骨嵴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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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均无骨膜反应。病灶大小为（３．６ｃｍ×２．２ｃｍ×
１．８ｃｍ）～（７．２ｃｍ×２．５ｃｍ×１．６ｃｍ）不等。
２２　ＭＲ表现　２例 ＢＦＨ同时行 ＭＲ检查：１例位于
肱骨骨干上段，信号均匀ＴＩＷＩ呈较低信号，Ｔ２ＷＩ呈高
信号，ＳＴＩＲ序列示病灶旁髓腔内及周缘软组织内反应
性水肿信号影（见图１）。另一例位于胫骨上段，Ｔ１ＷＩ
呈等信号，Ｔ２ＷＩ及 Ｔ２ＷＩ压脂像呈稍高及较高混杂信
号，边界清楚，周围示低信号的硬化环，内有低信号骨

性分隔影。

　　注：患者，男，７岁，诊断：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黄色纤维瘤）；图
１Ａ～图１Ｂ示右肱骨上段囊性膨胀性骨质破坏，病灶未见明显硬化边，
其内未见骨性分隔及骨嵴，呈较均匀低密度灶；图１Ｃ～图１Ｄ示ＴＩＷＩ呈
较低信号，ＳＴＩＲ序列呈高信号，ＳＴＩＲ序列病灶旁髓腔内及周缘软组织
内反应性水肿信号影。

图１　骨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ＭＲ表现
２３　手术及病理所见　手术见较多深褐色、鱼肉样及
淡黄色脂肪样病灶，质软，肿瘤呈分叶状，有硬化环，可

有骨性分隔。病理以梭形成纤维样细胞为主要成分，

呈车轮状、席纹状及编织状排列，其间散在数量不等的

泡沫细胞及多核巨细胞，１例中间型病例其细胞生长
活跃，部分细胞有轻度异型，但未见明显病理性核分裂

及瘤巨细胞。

３　讨　论
　　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系发生于躯体软组织的肿
瘤，原发于骨内者报道较少［７，１０］。发生于骨内的 ＢＦＨ
仍有很多争议，很多作者认为它不一定是个独立的疾

病［４］。部分争执源于病理学者对什么组织可以确定

ＢＦＨ缺乏一致［４］。事实上 ＢＦＨ究竟是一个真正的肿
瘤，一个发育性缺陷，还是一个反应性过程，并没有达

成一致意见［４］。ＢＦＨ被认为是一个自限性发育过程，
不会恶变和转移，可是 ＢＦＨ有局部侵袭性，病灶刮除
术后可能复发［３］，本组一病例复发 ２次共 ３次手术。
临床上病人常有局部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３－６］。

疼痛可以由病理性骨折引起，但是仔细询问，大部分病

人骨折前有几个星期的疼痛史。病灶局部可以有触

痛，但是软组织肿块常不明显，病灶局部常不明显膨

胀，邻近关节未见功能障碍。

影像学表现骨 ＢＦＨ经常发生在脊柱、肋骨、骨
盆［１，８－９，１１］或长管状骨的骨干或干骺端［３，７］。有些学者

报道肿瘤好发于膝关节周缘的股骨、胫腓骨［１０］。ＢＦＨ
为边缘清楚的溶骨性破坏区，没有钙化或骨化，边缘没

有骨膜反应［４，６］，但边缘有时伴有明显的硬化边或没

有硬化边，局部骨皮质稍膨胀，肿瘤生长缓慢［５－６，１０］，

病灶多呈分叶状，边缘可见骨嵴，其内可见骨性分隔

影，ＭＲ信号可均匀或不均匀，Ｔ１ＷＩ呈稍低或等信号，
Ｔ２ＷＩ呈稍高甚至高信号。传统Ｘ线ＢＦＨ的影像表现
类似非骨化性纤维瘤，但 ＣＴ示 ＢＦＨ有更明显的硬化
边或没有硬化边，邻近皮质的病灶可以有骨膜反

应［３－４］，ＭＲＳＴＩＲ序列周缘髓腔及周缘软组织甚至可
以有反应性水肿。

很多学者认为骨 ＢＦＨ不应该同非骨化性纤维瘤
鉴别，因为两者组织学上是相同的，但是临床上及影像

学上两者不同。疼痛是ＢＦＨ的主要症状，２０岁以上的
年龄是ＢＦＨ同干骺端的纤维性病变如非骨化性纤维
瘤鉴别的重要因素［６］。非骨化性纤维瘤几乎总是发生

于２０岁以下的患者，是一个生长发育缺陷，有一个自
限性的发育过程。临床上非骨化性纤维瘤大部分时间

没有临床症状，除非发生病理性骨折，然而 ＢＦＨ常常
因为疼痛而就诊，常持续几个月［４，６］。非骨化性纤维

瘤可随着骨骼的成熟而退变。比较大的非骨化性纤维

瘤才进行外科手术，经常是在病理性骨折后。此外，这

两个病变在临床上是不一样的，ＢＦＨ有局部侵袭性，
可以复发。

笔者不赞同骨 ＢＦＨ的诊断标准严格限定患者的
年龄。事实上本组都发生在儿童或青少年，他们有长

时间的临床症状。疼痛大部分时间是局部的深在的疼

痛，不以晚上为主，不伴有局部关节功能障碍。有时患

者对消炎药反应良好。每个患者在手术后疼痛消失，

这种现象不好完全归因于病理性骨折。本组大部分病

变有明显的完整或不完整硬化边，抑或没有硬化边，这

与非骨化性纤维瘤的影像表现不一样。我们认为ＢＦＨ
的诊断标准忽视了２０岁以下的患者。因此影像上类
似但有别于非骨化性纤维瘤的年轻患者伴有不可解释

的疼痛或病灶生长迅速时，要考虑ＢＦＨ的诊断［３］。

鉴别诊断：骨 ＢＦＨ应该同骨纤、软骨粘液样纤维
瘤、骨巨细胞瘤、嗜酸细胞性肉芽肿、恶性纤维组织细

胞瘤、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鉴别。儿童及青少年源自骨

骺及干骺端ＢＦＨ最困难的鉴别诊断是骨巨细胞瘤，后
者总是好发于干骺端，但在骨骼成熟前病灶很少生长

在骨骺，在１５岁前的儿童和青少年骨巨细胞瘤是一种
罕见的肿瘤，特别是在软骨仍在生长期。这些骨巨细

胞瘤可以和良性纤维组织细胞瘤有同样的组织学特

征；诊断通常仅依靠小片骨巨组织的典型组织学特点

来鉴定［６］。

治疗与预后：病灶内刮除或边缘切除，预后较好，

少数复发［７］，但多次复发并软组织浸润者建议截肢。

本组随访１例２次复发，共进行了３次刮除术。
综上，年龄小于２０岁的患者中，良性纤维组织细

胞瘤可能被低估了。我们看来，骨ＢＦＨ的诊断标准不
应该很严格地限定患者的年龄，儿童及青少年表现类

似但有别于非骨化性纤维瘤患者伴随不可解释的疼痛

应该考虑为ＢＦ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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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９３页）
　　由于恶性肿瘤内新生血管与正常组织及良性病变
内血管存在明显的差异，ＣＴ灌注成像对于头颈部良恶
性病变的鉴别有重要作用。本组实验显示，头颈部恶

性肿瘤组的ＢＶ值、ＢＦ值及 ＰＳ值均大于良性病变组
（Ｐ＜０．０５），这可能由于恶性肿瘤新生血管数量多，存
在广泛吻合的血管网及血管池，血容量增加，因而导致

ＢＶ值、ＢＦ值增大。同时，恶性肿瘤新生血管形成的速
度快、血管不成熟、基底膜不完整，导致其渗透性高，所

以ＰＳ值亦会增大。而恶性肿瘤组的 ＭＴｔ值小于良性
病变组（Ｐ＜０．０５），可能与恶性肿瘤血管杂乱不规则、
内径粗细不等、弯曲狭窄、血管内压增大导致ＭＴｔ值降
低相关。

大量研究表明，恶性肿瘤的 ＶＥＧＦ表达较良性病
变高［１，３］，可以评价肿瘤血管的生成、发展及预后，对

肿瘤术前评估、抗肿瘤血管生成等非手术治疗的疗效

评价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本组实验结果显示，

头颈部良恶性肿瘤 ＶＥＧＦ均可有表达，但是恶性肿瘤
组的ＶＥＧＦ表达强阳性率明显大于良性病变组（Ｐ＜
０．０５），ＭＶＤ计数与 ＶＥＧＦ得分呈正相关关系（ｒ＝
０．６９７，Ｐ＜０．０５），符合ＶＥＧＦ高表达的肿瘤，其微血管
丰富，即肿瘤组织的 ＶＥＧＦ得分越高，ＭＶＤ计数也越
高的相关文献报道［１，５］。本组实验结果还显示，ＭＶＤ
计数与 ＢＦ值、ＢＶ值呈正相关（ｒ＝０．５６３、０．３５５，Ｐ＜
０．０５），与ＭＴｔ值呈负相关（ｒ＝－０．５３５，Ｐ＜０．０５），提
示头颈部ＣＴ灌注参数可以间接反映肿瘤的分级、转
移及预后情况，而且获得头颈部病变的 ＣＴ灌注参数
简便易行、无创伤，临床应用受到限制较少［２，６－８］。

３３　不足　ＣＴ灌注成像存在Ｘ线辐射剂量较高的问
题已经引起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注意。最近，出现较多

ＭＲ灌注成像的文献报道［９－１０］。但是，ＭＲ设备昂贵，

检查费用较高，成像空间分辨率不及ＣＴ，ＭＲ灌注成像
技术很难在临床推广应用。目前，随着 ＣＴ设备的更
新以及扫描技术的改进，ＣＴ灌注检查患者接受的辐射
剂量逐步下降，其所得结果对临床实际工作有一定指

导价值，较易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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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的老年心肌梗死患者心脏超声的临床分析
刘夏天，鲁建兴，张丽琼，王华，石鹏

摘要：目的　分析不同年龄的老年心肌梗死（ＡＭＩ）患者心脏超声特点。方法　３０８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按年龄
分为Ａ（６０～６９岁）、Ｂ（７０～７９岁）Ｃ（８０岁以上）３组，分析各组患者一般资料及超声指标。结果　随着年龄的增
大，高血压、心力衰竭、心房颤动、后下壁心梗、再发心梗死亡及心源性死亡的患者显著增多（Ｐ＜０．０５），各组患者
ＬＶＥＦ以５０％为节点、左心房内径以 ３９ｍｍ为节点、左心室内径以 ５０ｍｍ为节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冠状动脉狭窄≥７０％ ３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于７０岁以上的高危 ＡＭＩ
患者，具有重要的临床筛查诊疗意义，但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及冠状动脉严重钙化等患者，还尚且有一

定的局限。

关键词：心肌梗死；超声；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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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急症之
一，由于该病进展迅速、病情凶险，如未得到及时、合理

的治疗，可促使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及病死率的升

高，严重威胁人们生命健康安全［１］。ＡＭＩ的病因常由
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血栓性的斑块，或斑块破裂引起

局部形成急性血栓，造成血管的堵塞。该病部分患者

可伴有循环衰竭及心律失常等，严重影响 ＡＭＩ患者的
转归［２］。本研究对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月我院收
治的不同年龄段的 ＡＭＩ患者采用多普勒超声及冠状
动脉造影进行检查，以期为临床心血管疾病的诊查与

治疗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月
收治的老年ＡＭＩ患者３０８例，其中，男性２２４例，女性
８４例，年龄６０～８９岁，平均（７３．８±１１．６）岁。根据年
龄分为６０～６９岁组６７例（Ａ组），７０～７９岁组１３２例
（Ｂ组），≥８０岁组１０９例（Ｃ组）。所有入选的患者均
调查病史、常规体检，均经过心电图、心肌酶谱及肌钙

蛋白等确诊为ＡＭＩ。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及非透壁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ＬＱ１２Ｈ１８００２）；浙江省公益技
术应用研究项目（２０１１Ｃ３３０４７）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超声科
通讯作者：刘夏天，Ｅｍａｉ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２００５＠１６３．ｃｏｍ

性心肌梗死患者。所有患者中，发生前壁心梗为１４１
例，前壁＋后壁为８１例，下壁心梗为３９例，后下壁心
梗为４７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分析方法　详细记录各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
年龄、性别、是否合并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疾病种类、是

否伴有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等。所有患者均在就诊后

的１～３ｄ进行多普勒超声检查。仪器型号为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Ｅ３３，探头频率为１～５ＭＨｚ。所有患者均经过彩色多
普勒超声及冠状动脉造影后，对各组患者的左心房室

内径、左心室肥厚程度、左心射血分数（ＬＶＥＦ）、二尖瓣
舒张早期和晚期血流峰值之比（Ｅ／Ａ）及冠状动脉狭窄
程度等指标进行比较。患者随访１～３年，平均（２．１±
０．６）年。发生心源性死亡记录为终点事件。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及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３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３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
较如表１所示，３组患者当中，性别、患有糖尿病例数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的升高，伴有高血压、心

力衰竭、心房颤动等患者例数明显升高，年龄≥８０岁
组的患者伴有高血压、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的比例明显

高于 ８０岁以下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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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表１　３组老年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高血压 糖尿病 心力衰竭 心房颤动

Ａ组 ６７ ５４（８０．６） １３（１９．４） ３９（５８．２） １９（２８．３） ２３（３４．３） ９（１３．４）
Ｂ组 １３２ ９４（７１．２） ３８（２８．８） ５６（４２．２） ４１（３１．１） ７２（５４．５）１９（１４．４）
Ｃ组 １０９ ７６（６９．７） ３３（３０．３） ７１（６５．１） ２９（２６．６） ６６（６０．５）３７（３３．９）
χ２值 ２．７４ ２．７４ １３．０４ ０．５９ １１．９１ １６．７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３组患者心肌梗死部位对比　３组患者的心肌梗
死部位比较如表２所示，结果可见，３组患者当中，前
壁和下壁处的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后下壁处及

前壁＋下壁处出现心梗的例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８０岁的患者后下壁处出现心梗的例数
明显高于年龄在８０岁以下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２３　３组患者预后情况比较　３组患者的预后情况比
较如表３所示，结果可见，３组患者中再发心梗及首次
心梗死亡患者的比例无明显差异，而７０～７９岁患者及
≥８０岁的患者再发心梗死亡及心源性死亡的比例明
显高于７０岁以下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４　３组患者心脏超声各指标比较　３组患者心脏超

声各指标比较见表 ４，结果可见，各组患者 ＬＶＥＦ以
５０％为节点，左心房内径以３９ｍｍ为节点、左心室内
径以５０ｍｍ为节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３组老年心肌梗死患者心肌梗死部位对比分析（ｎ，％）

组别 例数 前壁 下壁 后下壁 前壁＋下壁

Ａ组 ６７ ３２（４７．８） ８（１１．９） ９（１３．４） １８（２６．９）
Ｂ组 １３２ ５６（４２．４）１６（１２．１） ２３（１７．４） ３７（２８．０）
Ｃ组 １０９ ４７（４３．１）１５（１３．８） ３１（２８．４） １６（１４．７）
χ２值 ０．５５ ０．１９ ７．０５ ６．７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３组老年心肌梗死患者预后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再发心梗 首次心梗死亡 再发心梗死亡 心源性死亡

Ａ组 ６７ ５（７．５） ２（３．０） ３（４．５） ２（３．０）
Ｂ组 １３２ ６（４．５） ４（３．０） １６（１２．１） １５（１１．４）
Ｃ组 １０９ ６（５．５） ８（７．３） １９（１７．４） １７（１５．６）
χ２值 ０．７３ ３．０４ ６．４５ ６．７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３组患者冠状动脉病变及血管狭窄程度比较　３
组患者单支、双支、３支冠状动脉病变例数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６０～６９岁组冠状动脉狭
窄≥７０％的例数明显少于其余 ２组（Ｐ＜０．０５），见
表５。

表４　３组老年心肌梗死患者心脏超声各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ＬＶＥＦ

＜５０％ ≥５０％
Ｅ／Ａ指数

≥１ ＜１ ＝０
房室内径

左心房内径＜３９ｍｍ 左心房内径≥３９ｍｍ 左心室内径＜５０ｍｍ 左心室内径≥５０ｍｍ
Ａ组 ６７ ２６ ４１ ３９ １８ １０ ３７ ３０ ３８ ２９
Ｂ组 １３２ ７４ ５８ ８１ ３２ １９ ３９ ９３ ３０ １０２
Ｃ组 １０９ ６７ ４２ ５５ ２３ ３１ ３３ ７６ ２７ ８２
χ２值 ８．９０ ８．８５ １４．７５ ２６．９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５　３组老年心肌梗死患者冠状动脉病变
及血管狭窄程度对比

组别 例数 单支病变 双支病变 ３支病变
冠状动脉

狭窄＜７０％
冠状动脉

狭窄≥７０％
Ａ组 ６７ １４ １７ ２０ ３１ ３６
Ｂ组 １３２ ２５ ３５ ５２ ２１ １１１
Ｃ组 １０９ ２１ ３２ ４３ ２３ ８６
χ２值 ０．１１ ０．４０ ２．０５ ２３．２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ＡＭＩ起病突然，严重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是重要
的心血管病事件，近年来发病率及病死率呈不断上升

趋势［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ＡＭＩ的病因较为复
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代谢异常、家族史等均为影响

ＡＭＩ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４］。冠脉造影虽然是临床诊

断冠脉病变的金标准，可以较为全面的诊断冠状动脉

病变，但不可忽略的是，对于罪犯病变的具体斑块形态

及其病理组成判断等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ＡＭＩ的发
病群体主要集中于中老年患者，青年患者发病率较低，

约占同期ＡＭＩ患者的５％左右［５］。因此本研究选取的

研究对象为６０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分别探讨６０～６９
岁、７０～７９岁及高于８０岁的患者超声各指标、心肌梗
死部位、患者冠状动脉病变、血管狭窄程度及患者预后

的情况，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对６０岁以上的高危患者
进行心脏结构、功能筛查的临床价值，为其临床应用提

供参考。

本研究对３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分析，随着年
龄的升高，伴有高血压、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等患者例

数明显升高，年龄高于８０岁组的患者伴有高血压、心
力衰竭、心房颤动的比例明显高于８０岁以下的患者。
具体来说，与６０～６９岁的患者相比，高于７０岁的患者
心力衰竭的例数明显增多，而８０岁以上高龄患者的心
房颤动比率则明显高于其余２组，以上结果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年龄越高，发生ＡＭＩ的可能
性越大，本结果与李毓萍等的报道一致［６］。

结合心肌梗死部位的结果来综合分析，可能是由

于本研究入选的患者梗死部位大多在前壁 ＋下壁，因
此发展成左心功能不全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更大。而且

由于心房颤动的发生率高，导致心力衰竭的比例也升

高。ＳａｌｍａｎＪＢ等［７］研究结果发现，２０％的房颤患者左
心射血分数＜４５％，当患者行导管射频消融后，左心射
血分数高于１５％。持续的房颤可能导致ＬＶＥＦ的明显
降低，从而引发心力衰竭，影响患者的预后，甚至增加

患者的病死率。心房颤动预示心血管事件的出现率升

高，病死率及风险均上升，因此伴有心房（下转第８０３页）

·００８·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５月第１２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５



·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心包转移瘤的 ＣＴ表现
周涛，宋迪

摘要：目的　分析和总结心包转移瘤的ＣＴ表现特征，为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方法　对３７例经临床病理
确诊的心包转移瘤的ＣＴ图像以及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主要观察指标包括：有无心包增厚、心包积液、纵隔淋巴
结肿大以及直接侵犯等。结果　３２例（８６．５％）出现心包积液（其中轻度心包积液有２１例，中 －重度积液为１１
例）；２８例（７５．６％）有心包增厚或结节，其中弥漫性不均匀增厚者有１５例，厚度为４～７ｍｍ；出现结节或肿块者
１３例，结节的直径为５～１２ｍｍ，其中９例为实性结节、另４例为囊实性结节；１５例（４０．５％）并纵隔淋巴结肿大
（肿大的淋巴结主要分布于隆突下、主肺动脉窗和肺门等处）。共１０例直接侵犯心包，表现为心包壁层被突破、
肿块突入心包腔。结论　心包转移癌在ＣＴ上多表现为心包积液、心包增厚、纵隔淋巴结肿大以及心包直接受侵
犯等。ＣＴ对心包转移癌的诊断及治疗方法选择有帮助，但最终确诊仍需依靠病理学检查。
关键词：心包；转移瘤；体层摄影术；Ｘ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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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ｌａｒｇｅｉｎ１１／３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２８（７５．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ｏｒｎｏｄｕｌｅｓ；ａｎｄ１５（４０．５％）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ｏｓ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Ｃ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ｓｔｉｎａｌ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ＣＴｗｅｒｅ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ｕｍ；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Ｘｒａ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心包转移瘤早期无明显临床症状或临床表现不典
型，易被忽视和漏诊，最终确诊时多已产生心包积液、

心包填塞和心功能下降等，预后较差，有效治疗原发肿

瘤并早期发现和治疗肿瘤的心包转移可提高生存率和

生存质量［１－５］，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ＣＴ由于图像分
辨率高、扫描速度快，可在早期发现心包转移方面发挥

作用，但目前关于心包转移癌 ＣＴ诊断的报道尚不多
见，我们收集了３７例心包转移患者的 ＣＴ和临床资料
进行分析，以了解心包转移的 ＣＴ特征，为早期诊断和
治疗提供帮助。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搜集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７
例心包转移癌患者的 ＣＴ图像及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２７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３５～８１岁。主要临床症状包
括：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端坐呼吸等。原发肿瘤包括

肺癌２３例、恶性胸腺瘤７例、乳腺癌１例、恶性淋巴瘤
５例、肾癌１例。所有患者均经心包穿刺获得病理证
实，３０例在心包液内找到肿瘤细胞，另７例由于心包
积液较少或无心包积液而心包结节较大、故从心包结

节上取材找到肿瘤细胞。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设备与参数　采用东芝 Ａｑｕｉｌｉｏｎ６４排 ＣＴ进
行胸部扫描，扫描范围为胸廓入口至膈肌。扫描参数：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００浙江省嘉兴市，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放射科
通讯作者：周涛，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ｔａｏｈｕａｉｂｅｉ＠１６３．ｃｏｍ

准直１．０ｍｍ，螺距２７．０，有效层厚为１．０ｍｍ，管电压
１００ｋＶ，管电流１１２ｍＡ，旋转时间０．５ｓ。２１例仅作平
扫，１６例行平扫加增强扫描。增强扫描者经肘前静脉
以３～４ｍｌ／ｓ流率团注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醇３５０
ｍｇＩ／ｍｌ）８０ｍｌ。
１２２　诊断与测量　主要观察有无心包积液，心包积
液的多少，心包增厚的程度及形态，纵隔淋巴结的情

况，心脏周围恶性肿瘤直接侵犯心包的情况。将心包

厚度大于３ｍｍ定义为异常心包增厚。将纵隔淋巴结
的短径大于１０ｍｍ定义为纵隔淋巴结肿大［６－７］。积液

最大的层面厚度 ＜１５ｍｍ时为少量积液，１５～３０ｍｍ
为中量积液，＞３０ｍｍ为大量积液［８］。根据心包壁层

被突破、肿块突入心包腔、心包局部或弥漫增厚并结

节、心包积液来诊断心包直接受侵。由２名有经验的
放射科医生分别观察后，协商得出一致的诊断结果。

２　结　果
　　３２例（８６．５％）患者出现心包积液（其中轻度心包
积液有２１例，中 －重度积液为１１例），见图１。有２８
例（７５．６％）有心包增厚、结节或肿块；其中弥漫性不
均匀增厚者有１５例，厚度为４～７ｍｍ；出现结节或肿
块者１３例，结节的直径为５～１２ｍｍ，其中９例为实性
结节（图２，见封三）、另４例为囊实性结节（见图３）。
同时出现心包积液和心包增厚者有２５例。
　　１５例（４０．５％）并纵隔淋巴结肿大，肿大淋巴结分
布的部位主要为隆突下（１３处）、主肺动脉窗（１２处）、
肺门（９处）和主动脉弓旁（４处）；６例淋巴结中心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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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的坏死区（见图１）。

　　注：肺癌心包转移，心包见囊实性结节（箭头）并隆突下及肺门淋巴
结肿大（箭头），淋巴结中心有低密度坏死区，同时有大量心包积液。

图１　胸部ＣＴ增强图像
　　共１０例直接侵犯心包（包括５例肺癌、２例恶性
淋巴瘤、３例恶性胸腺瘤），见图４，均有心包壁层被突
破、肿块突入心包腔的 ＣＴ表现，心包局部或弥漫增厚
并结节有９例、心包积液有８例。

　　注：恶性胸腺瘤心包转移，
心包弥漫增厚并囊实性结节

（箭）。

图３　胸部 ＣＴ增强冠状面
重建图像

　　注：左下肺癌直接侵犯心
包，心包弥漫不均匀增厚。

图４　胸部ＣＴ平扫图像

　　１６例行增强扫描者，增厚的心包或结节的强化值
约２０～７０ＨＵ，囊实性结节者囊液部分无强化。

３　讨　论
　　心包是转移瘤较常见的部位，多经由淋巴道播散、
血行播散或直接侵犯而来，在恶性肿瘤患者中根据穿

刺发现约１０％～１２％存在心包转移［９］，其典型临床症

状多为心包积液和心包填塞引起的呼吸困难、端坐呼

吸等。心包转移瘤的ＣＴ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３１　心包积液　心包转移瘤常由于淋巴回流受阻引
起心包积液，有时心包直接受侵或心包结节还会导致

出血，使恶性心包积液的成份较复杂，其密度常高于单

纯的水。但恶性肿瘤患者还可能因为心衰、肾衰、抵抗

力下降导致心包炎、某些化疗药物的应用或放疗等造

成心包积液，需要对此进行鉴别。ＳｕｎＪＳ等［７］比较了

恶性和良性心包积液时心包的厚度，发现两者存在明

显差异［分别为（７．２５±２．９１）ｍｍ和（４．１１±１．３９）
ｍｍ］，同时前者常伴发淋巴结肿大。本组病例中有２５
例（６７．６％）同时出现心包积液以及心包增厚、结节或
肿块。因此，如恶性肿瘤患者出现心包积液且心包厚

薄不均时建议心包穿刺。另外，本组病例显示心包积

液以轻度为主，提示其转移途径为血行或直接侵犯；而

１１例中－重度心包积液者均伴纵隔淋巴结肿大。

３２　心包增厚　心包增厚可表现为弥漫不均匀增厚、
心包结节或突入心包腔的肿块，心包结节较常见的部

位为心尖部及左右心室游离壁。心包结节多呈密度均

匀的实性灶，但某些肿瘤（如肺腺癌、恶性胸腺瘤等）

的转移灶可因病灶中心有坏死而呈囊实性。由于转移

瘤的血供大多相对丰富，增强后心包结节有不同程度

的强化，且强化程度多高于正常心包，病灶中心有坏死

的结节则呈环形强化。尤其是无心包积液或仅有少量

积液者，多无明显临床症状，心包转移瘤易漏诊，此时

更需注意心包厚度的改变，如局部心包厚度超过 ４
ｍｍ，建议增强扫描，如增厚处呈结节状强化提示转移
灶的可能性较大。

３３　纵隔淋巴结肿大　纵隔淋巴结肿大是由原发肿
瘤转移引起，肿大淋巴结的位置与原发肿瘤的引流途

径有关，如支气管肺癌多为肺门、隆突下等，乳腺癌多

见内乳、腋下淋巴结等，最常见的部位为隆突下和主肺

动脉窗［７，１０］。部分肿大淋巴结中心可因缺血坏死呈低

密度，增强后呈环形强化。将纵隔淋巴结的短径大于

１０ｍｍ作为纵隔淋巴结肿大的标准较合适［６］。纵隔淋

巴结转移后可通过淋巴返流导致心包转移，因此两者

常同时出现，本组患者中纵隔淋巴结肿大的出现率为

４０．５％。
３４　直接侵犯　直接侵犯多见于靠近心脏的支气管
肺癌、食管癌、乳腺癌、恶性胸腺瘤或者血液系统的恶

性淋巴瘤、白血病等，ＣＴ表现为心脏周围软组织肿块
或肿大的淋巴结与心包粘连或直接突入心包腔、局部

壁层心包的中断、心包积液等［９－１０］。发现贴近心脏的

肿瘤时应注意观察心包的情况，增强扫描对判断是否

有壁层心包的中断和侵犯有帮助。心包如受侵，需在

手术时与原发肿瘤一并切除，ＣＴ尽早发现心包侵犯，
可对制定准确的手术方案提供帮助。

由于我院并非所有患恶性肿瘤伴心包积液或心包

增厚者均进行心包穿刺，故无法准确统计心包转移瘤

的发病率，但根据文献报道其发病率并不低，需引起重

视。本组患者中原发肿瘤以肺癌居多，一方面与肺癌

易发生心包转移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几乎所有肺

癌患者均进行胸部 ＣＴ扫描、易于附带发现心包积液
和心包增厚有关；这也说明恶性肿瘤患者进行胸部扫

描的必要性，放射科医师除了要注意观察肺部转移情

况外，同时需注意观察心包病变。本组患者中有１２例
是ＣＴ首先发现心包病变，提示临床医师后，进行心包
穿刺得以证实，从而对肿瘤的分期及后续治疗均带来

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ＣＴ的作用。另外，ＣＴ与目
前常用的超声对比，除了同样可以在心包转移癌的诊

断和鉴别诊断上发挥作用外，ＣＴ还能同时显示纵隔及
肺部的病变，具有优于超声之处。

总之，心包转移瘤的主要 ＣＴ表现包括心包积液、
心包增厚、纵隔淋巴结肿大以及心包直接受侵等；再结

合恶性肿瘤的病史，应考虑到心包转移瘤，但最终确诊

仍需依靠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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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动及左心射血分数低的患者预后不良的风险最高。

ＮｏｒｉａｋｉＩ等［８］学者研究认为，ＡＭＩ患者预后取决于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及左心室功能不全的程

度，且左心室功能不全的程度是预测死亡强有力的因

素之一。７０～７９岁的患者及年龄高于８０岁的患者，
从预后情况来看，病死率明显高７０岁以下的患者，分
析其原因，可能是７０岁以上的患者除了患 ＡＭＩ之外，
伴有高血压、心瓣膜病变等，而上述疾病均与左心室基

础损伤有关，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导致心肌梗死存活

率明显降低，因此，当患者出现 ＡＭＩ的时候，往往受到
的心肌损害比７０岁以下的患者更为严重，因此出现心
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等的发病率升高，因此病死率也随

之上升。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与 ６０～６９岁 ＡＭＩ患者相
比，７０岁以上患者的心脏结构发生明显的异常改变，
左心房内径≥３９ｍｍ、左心室内径≥５０ｍｍ、ＬＶＥＦ＜
５０％比例明显升高，此外，冠状动脉血管狭窄≥７０％的
比例也明显升高（Ｐ＜０．０５）。分析原因可能是本研究
对象全部为老年患者，其冠状动脉病变较为常见，且年

龄越高，累计病变的支数越多，狭窄程度也越重，因此

心肌缺血的范围越大，左心室收缩及舒张功能均受损，

心力衰竭比例明显升高，与高敬等得出一致的结果［９］。

对于老年心肌梗死患者而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状况

较为严重，所累及的动脉病变相对广泛，病变血管的支

数也相对较多，因此心肌缺血更为严重，导致左心室的

舒张和收缩功能均受到损伤［１０］，心力衰竭的病死率也

明显增加。本研究发现７０岁以上患者出现再发心梗
死亡、心源性死亡的概率均明显高于 ７０岁以下的患
者，预后明显不良。

综上所述，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于７０岁以上的高危
ＡＭＩ患者而言，具有重要的临床筛查诊疗意义，但对于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及冠状动脉严重钙化等患

者，还尚且有一定的局限，需合理配合其他诊疗手段进

一步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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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ＭＲＩ与 ＣＴ对乙型肝炎肝硬化继发
小肝癌诊断价值对比分析

祁克信，张宏霞，周煜奇

摘要：目的　探讨磁共振成像与螺旋ＣＴ扫描对乙型肝炎肝硬化背景上小肝癌的诊断价值，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
借鉴。方法　收集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均经过组织学确诊肝脏局灶性病变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４３例
临床资料，行腹部螺旋ＣＴ与ＭＲＩ检查，经过２名以上有经验影像科医师共同诊断，对比分析２组患者诊断符合
率，统计学处理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统计学方法采用χ２检验。结果　检查ＣＴ组检出４３个病灶，ＭＲＩ组检出４６
个病灶，ＭＲＩ组平扫检出率为８２．６％显著高于ＣＴ组平扫检出率６２．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ＭＲＩ增
强扫描后检出率为９１．３％，与平扫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ＣＴ增强扫描后检出率为９０．７％，与平扫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组增强扫描后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ＭＲＩ平扫
对乙型肝炎肝硬化背景上小肝癌的诊断能力优于螺旋ＣＴ平扫，两者有效结合能够优势互补提高诊断准确率。
关键词：乙型肝炎；肝硬化；对比；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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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肝癌主要由乙型肝炎、肝硬化发展而来，其
比例高达８５％ ～９０％，我国肝癌患者发病人数占全球
的５８％左右［１－２］，并且致死致残率高，严重威胁患者

身心健康。目前手术切除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尤其

是早期小肝癌的切除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本文旨在

研究螺旋ＣＴ与ＭＲＩ对肝炎肝硬化背景的小肝癌的诊
断价值，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有效借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医院在 ２００７年 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４３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性２６例，女性 １７例，年龄 ３９～７６岁，平均（５４．８±
６．４）岁。所有患者均予肝脏 ＣＴ和 ＭＲＩ检查，并经过
连续的随访，随访期间经过组织学或者临床影像等综

合诊断获得最终良恶性诊断。检查前行肝脏手术或者

介入治疗的患者不在本次研究的范畴。

１２　ＣＴ诊断技术　所有患者采用 ＳＩＥＭＥＮＳＳＯＭＡ
ＴＯＭ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ＣＴ机检查，探测器为１２８×０．６ｍｍ，螺
距为１．０，旋转时间０．５ｓ，采用２６０ｍＡ球管电流，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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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Ｖ球管电压，５ｍｍ层厚和５ｍｍ层间距。先行常规平
扫，后行动态增强扫描，肘静脉注射碘比醇（Ｉｏｂｉｔｒｉｄｏｌ，
３５０ｍｇＩ／Ｌ）１００ｍｌ，流率２．５ｍｌ／ｓ，行动脉期、门脉期和
平衡期全肝层面扫描，重建厚度为１ｍｍ，根据需要行
多平面重组诊断。

１３　ＭＲＩ技术　采用ＧＥ３ＴＳｉｇｎａＨＤＭＲＩ仪器，腹部
８通道相控阵线圈，行常规横断面扫描，快速扰相梯度
回波序列双回波 Ｔ１ＷＩ同反相位，横断面呼吸激发快
速翻转快速自旋回波或快速自旋回波序列抑脂 Ｔ２ＷＩ，
和冠状面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或抑脂快速成像稳态

采集序列 Ｔ２ＷＩ。常规扫描后，采用 ＧｄＤＴＰＡ进行了
横断面动态增强扫描，于肺动脉显影后约７ｓ采集动
脉期，动脉期完成后约１５ｓ采集门脉期，注药开始后
约３ｍｉｎ采集平衡期。所有患者的 ＣＴ与 ＭＲＩ均有２
名以上有经验影像科医师共同诊断，对病灶尽可能做

出准确诊断。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或率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ＣＴ平扫及各期增强扫描病灶检出情况　Ｃ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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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的检出率为６２．８％（２７／４３），动脉期、门静脉期和延
迟期的检出率分别为９０．７％、６７．４％和７２．１％，增强
扫描检出率显著高于平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９．３８，Ｐ＜０．０１）。

表１　ＣＴ平扫及各期增强扫描病灶检出情况比较

项目 病灶数 平扫 动脉期 门静脉期 延迟期

等密度 ４３ １６（３７．２） ４（９．３） １４（３２．６） １２（２７．９）
低密度 ４３ ２２（５１．２） １（２．３） ２６（６０．５） ３１（７２．１）
高密度 ４３ ５（１１．６）３８（８８．４） ３（７．０） ０（０．０）
检出 ２７（６２．８）３９（９０．７） ２９（６７．４） ３１（７２．１）

２２　ＭＲＩ平扫及各期增强扫描病灶检出情况　ＭＲＩ
检查发现 ４６个病灶，平扫 Ｔ１ＷＩ、Ｔ２ＷＩ检出率为
７３．９％和８２．６％，动脉期、门静脉期和延迟期的检出
率分别为９１．３％、６５．２％和８０．４％，平扫与增强期扫
描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８４，Ｐ＜０．０５）。

表２　ＭＲＩ平扫及各期增强扫描病灶检出情况比较

项目 病灶数 Ｔ１ＷＩ Ｔ２ＷＩ 动脉期 门静脉期 延迟期

等信号 ４６ １２（２６．１） ８（１７．４） ４（８．７） １６（３４．８） ９（１９．６）
低信号 ４６ ２６（５６．５） ３（６．５） １（２．２） ２４（５２．２）３５（７６．１）
高信号 ４６ ８（１７．４）３５（７６．１）４１（８９．１） ６（１３．０） ２（４．３）
检出 ３４（７３．９）３８（８２．６）４２（９１．３） ３０（６５．２）３７（８０．４）

２３　２组检查方法检出情况比较　ＣＴ组平扫与 ＭＲＩ
组平扫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４３，Ｐ＜
０．０５），ＣＴ组增强与ＭＲＩ组增强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０．０７，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检出率比较

组别 病灶数 平扫 增强

ＣＴ ４３ ２７（６２．８） ３９（９０．７）
ＭＲＩ ４６ ３８（８２．６） ４２（９１．３）
χ２值 ４．４３ ０．０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乙型肝炎是在长期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基础
上，逐渐形成肝组织的弥漫性纤维化、假小叶和再生结

节为特征的肝硬化，最终发展成为肝癌。长期的临床

实践表明，肝炎、肝硬化以及肝癌三者之间存在着迁移

演变［３］、肝炎肝硬化是小肝癌发生的重要原因，８０％以
上的小肝癌是在肝炎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的。

超声、螺旋 ＣＴ和 ＭＲＩ是肝炎肝硬化肝癌筛查的
重要检查方法，超声检查方便经济，但易受机器灵敏

度、医师诊断水平及检查存在盲区等因素影响，对小病

灶敏感性低，但也有报道经验丰富超声医师能探测到

大部分１～５ｃｍ小结节病灶［４］。ＣＴ和 ＭＲＩ都是诊断
肝炎肝硬化肺癌的重要方法，螺旋 ＣＴ为容积式扫描，
速度快，一次屏息即可完成肝脏扫描，能降低呼吸伪影

导致的漏诊。双期扫描对病灶血供敏感，能够提高检

出水平，ＣＴ多期扫描与肝动脉血供有关，注射对比剂
在动脉期表现为明显的强化，延迟期可增加病变组织

与正常肝组织间的对比度，提高了分化好、乏血供的小

肝癌的检出率［５］。门脉期肝实质强化，而癌肿对比剂

消退迅速，密度降低，呈现快进快出的现象，但这种现

象维持时间很短，并且由于个体不同对比剂出现时间

不同，准确把握扫描时间有一定难度，并且对一些血液

循环相对较慢以及脂肪肝背景下的肝癌患者和分化良

好的小肝癌以及肝硬化再生结节血供不太容易区别，

易发生误诊。

ＭＲＩ采用序列扫描，分辨率高，能清晰地显示病灶
以及周边组织病理学变化，尤其是肝内 ＜１ｃｍ的结节
病变，对小肝癌诊断优势明显，但是序列扫描时间相对

较长，易受呼吸、心脏搏动及主动脉伪影影响，肝左叶

和膈顶病灶不易被发现。ＭＲＩ的良性病灶在 Ｔ１ＷＩ上
显示为低信号，通常说来其病灶的信号强度与病灶良

恶性分化程度呈正相关［６］，常规 ＭＲＩ扫描检出率约为
７０％～８０％，动态增强扫描可以使检出率达到９０％以
上，更能对小肝癌病灶周围的纤维假包膜典型征象具

有较高的敏感性。２种诊断方法各有特点，也都有一
定局限，不论何种检查方法，都应当掌握检查关键，尽

量发挥检查优势。螺旋 ＣＴ应当增强扫描时机，尤其
是动脉期表现，同时选择合适的造影剂和合理的使用

方法。对难以确定的病灶，首选多种影像学检查联合

诊断，仍难以确诊则需进一步采取增强影像学检查或

者病理学支持［７］。

ＭＲＩ相对ＣＴ而言，是无辐射无创的检查方法，可
多次多期随访跟踪病灶扫描，多项研究表明，ＭＲＩ和
ＣＴ对肝炎肝硬化背景上肝癌各具优势，各观点不尽相
同。本研究显示，ＭＲＩ的诊断检出率较 ＣＴ诊断检出
率高，尤其是对 ＣＴ诊断不确定病变性质的不典型病
灶，其组织分辨率高［８］，多种序列成像和血管内对比剂

敏感性好，具有不可替代性。ＭＲＩ还可以选择不同的
造影剂以获得对小肝癌检出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研究还显示直接的多层面成像ＬＡＶＡ序列的应用更是
较ＣＴ具优势。

综上，ＭＲＩ对乙型肝炎肝硬化背景上小肝癌的诊
断准确率要高于螺旋 ＣＴ的诊断［９］，但是在确诊过程

中对一些不典型的小肝癌仍然存在误诊、漏诊情

况［１０］，可采取多种手段与螺旋 ＣＴ检查以及病理诊断
相结合，以提高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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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Ｊ］．Ｇｕｔ，２０１０，５９（５）：６３８６４４．

［８］　于咏梅，宋岫峰，金艳霞．小肝癌的ＣＴ及 ＭＲＩ诊断价值［Ｊ］．中国
ＣＴ和ＭＲＩ杂志，２００９，７（４）：４０４３．

［９］　张天柱．ＣＴ、ＭＲＩ对原发性肝癌诊断比较研究［Ｊ］．中国临床实用
医学，２０１０，４（１０）：１３１１３３．

［１０］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ＪＬ，ＢｅａｔｔｙＲＬ，ＨｉｒｓｃｈＷＬ，ｅｔ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ｈａｍ
ｂｅｒ：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ａ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ｇｌｏｂｅ［Ｊ］．ＡＪＮＲ，２００９，１６（４Ｓｕｐｐｌ）：
３９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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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述·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病情进展与 ＨＨＶ８
病毒载量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陈婧弘，帕丽达·阿布力孜

关键词：Ｋａｐｏｓｉ肉瘤；人类疱疹病毒８型；病毒载量；病情进展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３．０　Ｒ３７３．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０６０３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Ｋａｐｏｓｉ’ｓｓａｒｃｏｍａ，ＫＳ）、部分多中心
血管滤泡淋巴增生症（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ｉｃ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ｓｄｉｓ
ｅａｓｅ，ＭＣＤ）和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ｆｆｕｓｉｏｎ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ＰＥＬ）等和 ＡＩＤＳ相关恶性肿瘤的发生与人
类疱疹病毒 ８型（Ｈｕｍａｎ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８，ＨＨＶ８）密切
相关［１］。ＨＨＶ８是一种重要的具有高度致癌性的人
类肿瘤病毒，在 ＨＨＶ８相关的疾病中，ＫＳ最为多见。
研究表明，在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的瘤组织中，ＨＨＶ８
ＤＮＡ检出率为 ８０％ ～１００％［２］。随着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技术的发展，从定量角度分析和探讨ＨＨＶ８病毒
载量在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病程即斑片 －斑块 －结节等
顺序演进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已有不少研究。

１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和ＨＨＶ８概述
１１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是一种来源于血管内
皮细胞、多病灶的血管源性炎症新生物，又称多发、特

发性出血性肉瘤；按照临床差异目前分为４种类型：经
典型Ｋａｐｏｓｉ肉瘤，全身皮肤及内脏血管广泛受累，紫
色的结节性皮肤皮损，多见于地中海老年人和东欧犹

太人，呈无痛性进展，生存期长；地方型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
主要发生于接近赤道非洲地区的儿童和年轻人，为侵

袭性恶性肿瘤；移植型（医源性）Ｋａｐｏｓｉ肉瘤，主要见
于器官移植后或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受体，此类患者

多半有严重脏器损伤，快速易致死；ＡＩＤＳ相关型（流行
型）Ｋａｐｏｓｉ肉瘤，多见于北美及欧洲发达国家有免疫抑
制的男性同性恋，易侵及脏器且病程进展迅猛；经典型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往往皮肤受侵，余３种类型则受侵害部位
较多，除了皮肤损害以外，淋巴系统、胃肠道和呼吸道

等也是ＨＨＶ８常侵袭的靶器官［３］。四种临床类型的

ＫＳ组织病理学以梭形细胞增生、血管瘤样结构、红细
胞外渗、含铁血黄素沉积以及慢性炎性细胞浸润为基

本表现。但组织病理学表现也因疾病的进展程度和皮

肤损害程度的不同而有一定差异。Ｓａｎｔｕｃｃｉ等认为ＫＳ
和其他皮肤肿瘤（如蕈样肉芽肿）一样，临床上呈一连

续发展过程，在组织病理学上也是一个早期以非特异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感染与免疫联合开放实验室种子基金

（ＧＲＭＹ２０１１０２）；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
奖励基金（２０１０ＹＦＹ１９）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５４乌鲁木齐市，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
肤科

通讯作者：帕丽达·阿布力孜，Ｅｍａｉｌ：ｐａｌｉｄａｅ＠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性炎症表现和晚期以肉瘤样表现为特征的连续的组织

病理学谱系。关于ＫＳ的治疗目前有局部治疗和全身
治疗；局部治疗包括手术切除、物理治疗、局部注射（有

细胞毒性药物、α干扰素、粒细胞－巨噬细胞聚落刺激
因子、９－顺维 Ａ酸凝胶等）、放疗等；全身治疗包括：
干扰素、化疗药物（长春新碱、博来霉素、阿霉素、柔红

霉素、紫杉醇）、抗血管生成药物（ＡＧＭＩ４７０、ｔｅｃｏｇａｌａｎ
ｓｏｄｉｕｍ、沙利度胺）、维Ａ酸类药物、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等的应用。因 ＫＳ的进展速度存在很大差异，可以非
常稳定，也可以进展迅速导致患者死亡，因其临床表现

的多样性决定了ＫＳ的治疗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１２　ＨＨＶ８　ＨＨＶ８是１９９４年ＣｈａｎｇＹ等运用代表
性差异分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ＡＤ）
技术在ＡＩＤＳ相关型Ｋａｐｏｓｉ氏肉瘤活组织检查中鉴定
到的一种新的疱疹病毒 ＤＮＡ分子，当时被定名为 ＫＳ
相关疱疹病毒（Ｋａｐｏｓｉ’ｓｓａｒｃｏｍ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ｈｅｔｐｅｓｖｉｒ
ｕｓ，ＫＳＨＶ），又名 ＨＨＶ８。成熟的 ＨＨＶ８病毒内有病
毒核心，呈球形，从外向内依次为包膜、内膜和病毒衣

壳。病毒衣壳为４种结构蛋白构成的２０面体，其中３
种由开放阅读框（即 ＯＲＦ２５、ＯＲＦ２６和 ＯＲＦ６２）编
码［４］。该病毒基因组为线性双链 ＤＮＡ，长约１７０ｋｂ，
由中间长１４０ｋｂ的低 ＧＣ（５３．５％）ＤＮＡ区和两侧长
３５ｋｂ的高ＧＣ（８５．０％）ＤＮＡ区构成；至少含９０个开
放阅读框（ｏｐｅ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ＯＲＦ），病毒特有基因被
命名为 Ｋ１～Ｋ１５，其他则用 ＯＲＦ表示。目前常用的
ＨＨＶ８亚型分析的基因片段为 ＯＲＦ２６、ＯＲＦ７５和 Ｋ１、
Ｋ１５等；其中，ＯＲＦ２６和 ＯＲＦ７５分别编码次要衣壳蛋
白和包膜蛋白，此 ２种序列突变率较低（１．５％ ～
２．０％），Ｋ１和Ｋ１５分别位于 ＨＨＶ８基因组最左端和
最右端，Ｋ１是近年来研究的较详尽的一种亚型分型易
变序列，基于 Ｋ１研究进一步将 ＨＨＶ８分为７个亚型
（Ａ、Ｂ、Ｃ、Ｄ、Ｅ、Ｆ和 Ｚ）和２４个以上分支，基于 Ｋ１５分
为Ｐ型与Ｍ型和Ｎ型［５］。

ＨＨＶ８属Ｒｈａｄｉｎｏ病毒，有着与人类细胞基因同
源性很高的ＯＲＦ，天然宿主是 ＣＤ１９＋Ｂ淋巴细胞；根
据存在状态不同，ＨＨＶ８生命周期有潜伏（ｌａｔｅｎｔ）和裂
解（ｌｙｔｉｃ）复制感染２个阶段［６］。目前认为 ＨＨＶ８引
起Ｋａｐｏｓｉ肿瘤发生的机制有３方面：一方面是细胞因
子诱导细胞生长和增殖，另一方面是病毒基因作用，此

外还有机体免疫功能失调。细胞因子参与的机制有：

血管内皮细胞生成因子（ＶＥＧＦ）诱导肿瘤血管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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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病毒白细胞介素６（ｖｉｒｕ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ｖＩＬ
６）可直接同 ｇｐｌ３０相结合，激活 ｓＴＡＴ／ＭＡＰＫ通路，也
起到促血管内皮细胞生长的作用，从而加速肿瘤的生

长；ＶＭＩＰ具有对炎细胞的化学趋化性及促血管生成作
用。病毒基因作用机制有：ＨＨＶ８编码的病毒干扰素
调节因子（ｖｉ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ｖＩＲＦｓ）不仅
有助病毒感染细胞逃避免疫监视的左右，而且通过原

癌基因的特性可对肿瘤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病毒细胞

周期素（ｖＣｙｃｌｉｎ）通过干扰ＣＤＫ抑制蛋白的细胞循环
调节作用促进肿瘤形成，同时也涉及到 Ｐ５３蛋白功能
和Ｖ２ｂｃｌ２水平的调节；潜伏核抗原１（ｌａｔｅｎｃｙ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ＬＡＮＡ１）和病毒 Ｇ蛋白偶联受体（ｖｉｒａｌ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ｒｏｒ，ｖＧＰＣＲ）可通过调节病毒和
细胞基因的表达，在肿瘤血管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最后，通过多种途径的免疫逃逸肿瘤细胞在宿主体

内不断增殖而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７］。同时有大量研

究发现，ＨＨＶ８感染细胞后细胞因子合成和分泌增
加，促进细胞增殖分化；其中内皮细胞增生引起 Ｋａｐｏｓｉ
肿瘤，而Ｂ细胞增生则发展为淋巴细胞瘤，上皮细胞的
增生导致鳞状上皮细胞癌的发生［８］。

ＨＨＶ８感染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具有明显地域
特征和种族特征，其流行特征与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发生率呈
正相关。非洲、亚马逊盆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 ＫＳ中
ＨＨＶ８抗体阳性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９］。研究发

现不同种族的ＨＨＶ８感染率不相同，南疆柯尔克孜族
是ＨＨＶ８感染率最高的民族（阳性率４８％），其次是
维族（阳性率３０．４％）、哈族（阳性率１２．５％）和汉族
（阳性率１６．９％）［１０］。有文献报道，在南美洲、东非、
中非和南亚地区，ＨＨＶ８有水平传播倾向，病毒的血
清变化与家庭聚居的方式相关，母亲和孩子以及兄弟

姐妹．之间相关性随居住时间长短而有变化：ＨＨＶ８
血清传播在母子及兄弟姐妹之间比夫妻之间更具有相

关性。有研究者调查９６５户埃及农家后发现，血吸虫
感染率为６８．６％而 ＨＨＶ８感染率为１４．２％；在男性
人群中抗血吸虫的抗体与ＨＨＶ８感染无明显关联，但
在女性人群中则有一定相关性。目前 ＨＨＶ８的研究
国外主要集中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高流行人

群主要为性工作者、同性恋者、使用毒品者等。

ＨＨＶ８的实验检查方法目前有培养法、血清免疫
法和核酸检测法３种。培养法为最可靠的病原学诊断
技术，但该法操作繁琐，操作成功率低，目前临床已不

使用。血清学检测法广泛用于ＨＨＶ８感染的诊断，其
局限性为缺乏在病毒激活期出现、在潜伏期消失的可

靠抗体，该法主要包括免疫荧光测定法法（ＩＦＡ）、酶联
免疫吸附测定法（ＥＬＩＳＡ）、免疫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ＷＢ），其中 ＥＬＩＳＡ最为敏感（９４％），ＷＢ法最为特异
（９４％）。核酸检测法目前在组织和体液的病毒检测
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巢式
ＰＣＲ、基因芯片（ＤＮＡｃｈｉｐ）、荧光定量 ＰＣ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ＣＲ，ＲＴＦＱＰＣＲ），核酸检测
法中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近年来已获得较大进展，在疱
疹病毒检测技术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１１］。

２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临床表现和ＨＨＶ８病毒载量关系
２１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临床分期　１９８３年ＫｒｉｇｅｌＲＬ根据患
者病情的轻重程度把卡波西肉瘤分为４期：Ⅰ期，无痛
皮损；Ⅱ期，局部侵蚀性皮损；Ⅲ期，多处皮损及淋巴结
受累；Ⅳ期，上颚及内脏受累。目前大部分研究依据此
标准进行病情分级。

２２　ＨＨＶ８病毒载量　病毒载量一般指每毫升血清
中病毒拷贝数，反映了血浆中的病毒浓度，是病毒复制

和机体免疫清除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研究表明２
μｇ的ＨＨＶ８病毒便可以感染人群并可作为 ＫＳ病原
学诊断因素之一［１２］。同时也有观点表明，ＨＨＶ８病毒
载量在不同患者、不同发病阶段、不同发病类型中，相

同大小的病毒载量可能表示不同的临床意义。

２３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发病和 ＨＨＶ８关系　体外培养 ＫＳ
肿瘤细胞的实验发现，ＫＳ细胞可产生支持其本身生长
的多种因子，如白细胞介素１（ＩＬ１）、白细胞介素６
（ＩＬ６）、干扰素（ＩＦＮ）、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颗粒一巨
嗜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血管通透因子
（ＶＰＦ）、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裸鼠体内注入这种培养的 ＫＳ肿瘤细胞，接受实
验的裸鼠会受到类似于 ＫＳ的肿瘤的侵袭。也有研究
显示，体外培养的微血管内皮细胞被纯化的 ＫＳＨＶ颗
粒作用后，该类细胞增殖旺盛同时其生存时间亦延长；

类似ＫＳ皮损中的梭形细胞出现在内皮细胞被 ＫＳＨＶ
感染后，内皮细胞失去接触性抑制同时维持其独立生

长能力特征；正是这种细胞生长抑制受限和长期独立

生长的能力导致了ＫＳ的发生。这些均提示ＨＨＶ８感
染在Ｋａｐｏｓｉ肿瘤发病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ＨＨＶ８是Ｋａｐｏｓｉ肉瘤的致病因子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依据：①４种类型的几乎所有病例中可检测到
ＨＨＶ８ＤＮＡ序列；②ＨＨＶ８感染率与该地区 Ｋａｐｏｓｉ
肉瘤发病率正相关；③患者病情发展与其体内的
ＨＨＶ８病毒含量正相关；④受ＨＨＶ８感染的宿主细胞
被看成是肿瘤细胞的前身［１３］。同时 ＫＳ发病率与
ＨＨＶ８感染在世界各地分布情况基本相一致［１４］。

２４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病情进展和 ＨＨＶ８病毒载量关
系　目前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病情轻
重和ＨＨＶ８病毒载量呈正相关。国外研究检测Ｋａｐｏ
ｓｉ肉瘤患者血浆外周单核细胞ＰＢＭＣ（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
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ｓ）中的ＣＤ４淋巴细胞计数、血浆ＨＩＶ
１病毒载量和 ＨＨＶ８ＤＮＡ量，结果显示，Ｋａｐｏｓｉ肉瘤
患者临床分期与 ＣＤ４淋巴细胞计数和血浆 ＨＩＶ１
ＲＮＡ量无明显相关性，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ＰＢＭＣ）
中ＨＨＶ８病毒载量密切相关；内脏型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
（Ⅳ期）的发生与外周血单核细胞（ＰＢＭＣ）中 ＨＨＶ８
ＤＮＡ高载量水平显著相关［１５］。Ａｎｎｅ等研究者类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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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提示：ＡＩＤＳ型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ＰＢＭＣ中，ＨＨＶ
８ＤＮＡ载量在活动期 ＫＳ（Ⅲ期Ⅳ期）（平均值 ４０５４
ｃｏｐｉｅｓ／μｇ）显著高于缓解期 ＫＳ（Ⅰ期Ⅱ期，＜１０ｃｏｐ
ｉｅｓ／μｇ）［１６］。此外，Ｊａｎｇ等将经典型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
按实验前有无接受放化疗分组，结果发现，Ⅰ期和Ⅱ期
患者ＰＢＭＣ中ＨＨＶ８载量无明显差异，实验前未接受
治疗和实验前接受治疗的患者 ＰＢＭＣ中 ＨＨＶ８载量
无明显差异；Ⅲ期和Ⅳ期患者 ＰＢＭＣ中 ＨＨＶ８显著增
高，实验前未接受治疗的患者 ＰＢＭＣ中 ＨＨＶ８载量高
于接受治疗的患者，即 ＨＨＶ８病毒载量与 ＫＳ病情进
展相关性限于肿瘤后期［１７］。Ｒｏｓａｍａｒｉａ等研究表明：
ＨＨＶ８载量和ＨＩＶ病毒载量密切相关，两者之间有协
同增效的作用，即 ＨＨＶ８可刺激 ＨＩＶ的复制，高 ＨＩＶ
量可直接或间接通过免疫抑制激活 ＨＨＶ８；同时提出
了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病灶中ＨＨＶ８ＤＮＡ载量与血清中
ＨＩＶＲＮＡ复制状况、裂解态抗原表达密切相关；与
ＣＤ４淋巴细胞计数也紧密相关，当高效逆转录疗法作
用于外周血 ＨＩＶ１ＲＮＡ时，ＣＤ４＋Ｔ细胞增加，ＨＨＶ８
载量受到影响；因此，ＨＨＶ８载量可用于检测 Ｋａｐｏｓｉ
肉瘤患者的治疗反应，评价抗病毒治疗疗效［１８］。有数

据显示，ＨＨＶ８病毒载量与血清中抗ＨＨＶ８高效价抗
体显著相关，两者可作为预测病毒血症和肿瘤发生的

关键指标［１９］。以上研究结论大部分一致，即①ＨＨＶ８
病毒载量与 ＫＳ的病情分级存在相关性；②ＨＨＶ８病
毒载量随着ＫＳ患者病情进展而增加，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
后期病毒载量的升高更为明显。

虽然依据同样的病程分级标准，但也存在不少病

毒载量与临床分级、治疗和预后不相关的报道。Ａｎｎｅ
等研究者发现，非 ＡＩＤＳ型 ＫＳ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血浆、淋巴组织和唾液中 ＨＨＶ８ＤＮＡ载量在活动期
和缓解期未见明显差异［１６］。Ｐａｗａｎ等提出 ＨＨＶ８载
量与患者是否淋巴结受累、病灶的大小均无相关

性［２０］。Ｐｅｌｌｅｔ等认为 ＫＳ病程即斑片斑块结节的进
展顺序与ＨＨＶ８病毒载量的变化无关，有病情轻载量
大的可能性［２１］。

综上所述，ＨＨＶ８病毒载量及其动态变化与 ＫＳ
患者临床表现的关系比较复杂，目前大部分研究者有

了基本共识，即：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临床表现与 ＨＨＶ８
病毒载量呈正相关。但是目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

决，如：ＨＨＶ８病毒载量和其它影响因子（如民族、地
理环境等）的组合对于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的病程进展尚
无概括性结论；既往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标本相对

易于收集的 ＡＩＤＳ型和经典型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而有
关病情进展迅猛的器官移植型 Ｋａｐｏｓｉ肉瘤患者的情
况知之甚少等。随着 ＡＩＤＳ患病率呈逐年增长趋势，
ＫＳ患者也有逐年增多趋势［２２］，因此，需要更多更深入

的研究为临床根据 ＨＨＶ８病毒载量解释 ＫＳ病情变
化、检测患者治疗效果、是否有耐药性发生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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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性脑病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
尹彪，陈垦，杨元生，王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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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性脑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ＰＥ）是重症
急性胰腺炎（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ＳＡＰ）出现中枢
神经系统症状的疾病，发病率为１８．２％，预后差，病死
率高达６７％［１］，主要临床表现为定向力障碍、意识模

糊、烦躁、反应迟钝、表情淡漠、抑郁症等中枢神经系统

症状。目前，尚没有成熟稳定的 ＰＥ动物模型，当前研
究ＳＡＰ并发ＰＥ的方法主要包括注射牛黄胆酸钠（ｓｏ
ｄｉｕｍｔａｕｒｏｃｈｏｌａｔｅ，ＳＴＣ）和雨蛙素（Ｃａｅｒｕｌｅｉｎ，ＣＡＥ）诱
导动物急性坏死性胰腺炎（Ａｃｕｔｅｎｅｃｒｏｔｉｚｉｎｇ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
ｔｉｓ，ＡＮＰ）ＰＥ模型来实现，此外有直接将ＳＡＰ患者血液
中的活性物质［胰蛋白酶和磷脂酶Ａ２（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２，
ＰＬＡ２）］注入血管或脑室内来研究 ＳＡＰ脑损伤。本文
就近年来ＰＥ发病机制和模型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如下。

１　牛黄胆酸钠诱导法
　　通过逆行胰胆管注射ＳＴＣ建立ＡＰ模型已被广泛
认可［２－３］。据报道用４％ＳＴＣ建模后大鼠胰腺组织出
现中度水肿、大量炎性细胞渗出、中度出血、胰腺腺泡

细胞坏死，脑组织出现水肿、细胞变性、脑组织凋亡以

及出血，脑及胰腺细胞中线粒体肿大，血清中髓鞘碱性

蛋白（Ｍｙｅｌｉｎ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ＢＰ）和紧密连接蛋白１
（Ｚｏｎｕｌａｏｃｃｌｕｄｅｎｓ１，Ｚｏ１）水平，以及促凋亡基因 Ｂａｘ
和半胱天冬氨酸蛋白酶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均明显升高，而
Ｂｃｌ２降低及ＺＯ１的降解可能是血脑屏障（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ＢＢＢ）完整性破坏的第一步，由此推断 ＭＢＰ和
ＺＯ１是脑损伤的重要的生物标记物，而细胞凋亡加重
是脑损伤的重要机制，促凋亡基因 Ｂａｘ是细胞基因调
控Ｂａｌ基因家族成员之一，它的重要作用是抑制 Ｂｃｌ２
和促进细胞凋亡。Ｂｃｌ２是秀丽隐杆线虫（Ｃａｅｎｏｒｈａｂ
ｄｉｔｉｄｅｌｅｇａｎｓ）中抗凋亡基因 ｃｅｄ９的哺乳类动物中类
似基因，是Ｂｃｌ２家族的典型成员，其主要作用是抑制
凋亡，其机制可能为通过清除氧自由基（ｏｘｙｇｅｎ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ＯＦＲ）、抑制钙离子（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ａ２＋）从内质网
的释放和线粒体致凋亡因子（如细胞色素Ｃ（ｃｙｔｏ
ｃｈｒｏｍｅ，Ｃｙｔｃ）和凋亡诱导因子）释放到胞浆，氧自由
基、Ｃａ２＋、Ｃｙｔｃ和诱导凋亡因子进入的到胞浆后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社会发展项目（２０１２Ｂ０６０３０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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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激活细胞蛋白导致细胞凋亡变化的级联反应［１］。

ＦｕＱ等［４］发现模型组在透射电子显微镜下出现

核固缩、神经细胞边集、内质网扩张、神经细胞凋亡、有

髓神经纤维脱髓鞘、神经细胞线粒体空泡化和额叶组

织中的胶质细胞，通过计算凋亡指数发现在 ＳＡＰ模型
组中凋亡指数明显升高，而低分子量肝素（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ｈｅｐａｒｉｎ，ＬＭＷＨ）通过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Ｉｎｔｅｒ
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６）、血淀粉酶释放，从而抑制炎症激活，ＬＭ
ＷＴ能有效减少线粒体空泡化和神经细胞凋亡从而改
善ＳＡＰ并发的脑损伤。ＴｕＸＫ等［５］研究表明黄岑苷

经减少神元损伤发挥减轻脑水肿和 ＢＢＢ通透性的作
用，可能与抑制基质金属蛋白９（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ｓｅ９，ＭＭＰ９）和ＭＭＰ９介导的紧密连接蛋白降解有
关。ＯｕＪＭ等［６］通过与模型组对比，发现黄岑苷、大剂

量的地塞米松、奥曲肽治疗组脑组织中核转录因子κＢ
（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ＫａｐｐａＢ，ＮＦκＢ）蛋白表达降低。研究
表明，ＮＦκＢ具有诱发局部损伤及全身炎症反应综合
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７］

作用。学者们认为上述物质可能通过抑制 ＮＦκＢ的
激活这一机制，从而发挥减轻大鼠 ＳＡＰ模型脑损伤的
作用。据报道，羟乙基淀粉 （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ｓｔａｒｃｈ，
ＨＥＳ）可有效降低血清ＴＮＦα、水通道蛋白４（Ａｑｕａｐｏｒ
ｉｎ４，ＡＱＰ４）ｍＲＮＡ蛋白表达，其机制可能为 ＨＥＳ抑
制ＴＮＦα的释放及内皮细胞活化从而阻断白细胞的
粘附及迁移，减轻其对脑血管细胞及血脑屏障的损伤，

间接下调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 ＡＱＰ４的表达，缓解
脑毛细血管的渗漏［８］。袁伟燕等［９］建立模型后在ＳＡＰ
组发现大鼠海马尼氏体减少，神经元受损，于１２ｈ最
严重；同时发现 ＳＡＰ组３、６、１２ｈ大鼠脑组织均存在
ＮＦκＢ、ｐ６５及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表达增强，均在６ｈ达到高
峰，且 ＮＦκＢ、ｐ６５表达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表达具有正相关
性，故认为 ＮＦκＢ、ｐ６５在 ＰＥ早期和中期起重要的作
用，其可能通过上调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表达促进神经元凋
亡，以进一步引起脑损伤。

ＤｉｎｇＺ等［１０］发现ＳＡＰ组存在显著的 ＢＢＢ通透性
改变，据统计７７．５％的大鼠 ＢＢＢ发现通透性改变，由
此可见ＢＢＢ开放并不少见，在轻度急性胰腺炎（Ｍｉｌｄ
ａ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ＭＡＰ）组中轻度胰腺损伤和 ＢＢＢ开
放不显著，但是在 ＳＡＰ组中可观察到严重的胰腺损伤
和显著的ＢＢＢ开放，表明胰腺损伤与ＢＢＢ通透性改变
密切相关，且胰腺病理学评分与 ＢＢＢ通透性呈正相
关，推断ＢＢＢ通透性增加是 ＰＥ的重要风险因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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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发现 ＳＡＰ组脑组织中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１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ｃ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ＭＣＰ１）表达增加。
ＭＣＰ１作为中枢系统炎症中最强的炎症因子之一［１１］，

其与ＢＢＢ通透性紧密相关，ＢＢＢ通透性增加则ＭＣＰ１
表达显著。研究发现，硝苯地平治疗组 ＢＢＢ通透性显
著降低，且脑组织中 ＭＣＰ１表达减少，推断硝苯地平
可能通过改变ＢＢＢ的通透性，抑制ＭＣＰ１的表达这一
途径以减轻脑损伤。

由此可见该法用于研究 ＰＥ具有重要实验价值，
其亦存有诸多不足之处，如遗留穿刺孔易出现肠瘘和

腹腔感染，穿刺针容易损伤肠壁及乳头处血管引起出

血，注射物易经“假道”返流影响复制成功率等，但其

重复性好，有利于批量建立 ＰＥ模型，建模后大鼠表现
与临床ＰＥ病人相似度高，有利于研究脑损伤并发症
与其它脏器损伤时的相关性及可能机制，是目前较为

理想的建模方式。

２　磷脂酶Ａ２诱导法
　　ＰＬＡ２是脂解酶之一，在 ＡＰ相关的局部和全身炎
症反应中，脂解酶具有极为重要作用［１２］。ＰＬＡ２介导
ＰＥ主要机制如下：胰性 ＰＬＡ２被胰蛋白酶及胆酸激活
后，可将胰液中的卵磷脂与脑磷脂转变成溶血卵磷脂

与溶血脑磷脂，且都能使细胞的磷脂层破坏，而透过

ＢＢＢ进入脑循环，引起脑组织出血、脑软化及中枢神经
系统白质的髓鞘结构破坏引发脱髓鞘，而诱发 ＰＥ，为
导致ＰＥ的主要物质。在病理条件下膜耦联性 ＰＬＡ２
激活及过度分泌，致使改变膜的结构及功能，导致体内

炎性反应细胞过度激活，从而使之释放过量的细胞因

子和炎性介质如 ＴＮＦα、ＩＬ６，引发 ＳＩＲＳ，甚至多器官
功 能 障 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ｇａ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ＭＯＤＳ）［１３－１５］。ＴＮＦα在 ＰＥ中的发病机制：①ＴＮＦα
直接激活 ＰＬＡ２，也刺激 ＰＬＡ２分化；②ＴＮＦα激活白
细胞并导致白细胞积聚，激活的白细胞可使增强毛细

血管通透性的炎性介质释放，炎性介质又可正反馈而

促进ＴＮＦα等细胞因子产生，从而促使“瀑布”样级联
反应的形成；③ＴＮＦα直接诱导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
增加，且间接通过巨噬细胞而发挥作用；④ＴＮＦα上调
血管内皮的黏附分子如白细胞内皮粘附分子１（Ｅｎ
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ＥＬＡＭｌ）和细胞
间粘附分子（Ｉｎｔｅ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ＩＣＡＭｌ），
上调黏附分子可促进白细胞的黏附及收缩，造成毛细

血管组织损害及渗漏；⑤ＴＮＦα可直接对髓鞘产生毒
性破坏作用，也可造成髓鞘炎性损伤，活化免疫细胞，

使得髓鞘破坏；⑥ＴＮＦα通过刺激血小板活化因子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ＰＡＦ）生成，促使血小板聚集
和释放，诱导内皮细胞的破坏及脑微血管血栓形

成［１３］。

杨玉柱等［１６］认为环孢素（Ｃｙｃ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ｅ，ＣｓＡ）作为
常见的免疫调节剂［１３］，选择性的抑制代表 Ｔｈ１的
ＴＮＦα，反之对代表Ｔｈ２的ＩＬ１０有升高作用。在 ＳＡＰ

中，该物质发挥可促进 Ｔｈ１向 Ｔｈ２漂移，而促进 ＡＰ的
治愈；促使Ｔｈ１向Ｔｈ２转换，拮抗Ｔｈ１产生的前炎症性
介质介导的炎症作用，阻止 ＡＰ由局部向 ＳＡＰ、多器官
功能障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ｒｇａ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Ｓ）和 ＰＥ发
展。β七叶皂甙钠可显著降低ＰＥ大鼠的血管通透性，
其可能通过阻止血液中水、炎症介质及炎症细胞向脑

组织渗出，减轻脑组织水肿和炎症反应，达到保护脑组

织的作用［１７］。赵平等［１８］用 ＰＬＡ２复制 ＰＥ模型后，发
现ＰＬＡ２对中枢神经系统有较强毒性作用，经免疫组
化和蛋白印迹测定，证实脑组织 ＡＱＰ４表达明显增
强，推断ＡＱＰ４参与ＰＥ脑水肿的损伤过程。ＰＥ发生
后，ＢＢＢ胶质细胞足突上 ＡＱＰ４表达增加，ＡＱＰ４在
ＰＥ中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血脑屏障的完整性的破坏相
关，上调ＡＱＰ４引发血管源性脑水肿［１９］。

此种建模方法虽然可以成功建造脑病模型，但

ＰＬＡ２建模成本较高，且胰腺本身病变跟临床相似度不
高，仅仅是单纯出现脑病模型，不利于进一步研究ＳＡＰ
并发其它脏器损伤及ＰＥ的合并症现象。

３　胰蛋白酶诱导法
　　过早的胰蛋白酶原激活能够引起全身并发症的
ＡＰ［２０－２１］；胰酶的激活可导致胰腺细胞损伤［２２］。彭波

等［２３］首次用胰蛋白酶复制出ＳＡＰ脑损伤模型，大量胰
蛋白酶激活，破坏胰腺；且大量活化的蛋白酶进入血液

循环，血管壁的蛋白结构破坏，引起血管壁完整性破坏

及通透性增加，最终导致器官局部的出血及坏死性改

变；ＺＯ１升高，体现紧密连接蛋白降解，造成细胞间隙
显著增大，血液中的各种成分通过细胞间隙进入组织

中，从而引起脑组织损害，该机制可能为 ＳＡＰ并发脑
损伤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模型组死亡率明显低于

ＳＡＰ组，但脑损伤的程度并不比 ＳＡＰ组低，可见该法
通过胰蛋白酶诱导 ＰＥ模型，此法可以成功建造脑病
模型，但胰腺本身病变跟临床表现稍不同，仅仅是单纯

出现脑病模型，不利于进一步研究 ＳＡＰ并发其它脏器
损伤及ＰＥ的合并症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

４　雨蛙素诱导法
　　ＣＡＥ为多肽类物质，可诱导非创伤性大鼠 ＡＰ模
型［２４－２５］，ＣＡＥ渐在实验动物 ＡＰ模型中应用；ＣＡＥ与
胆囊收缩素（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ｏｋｉｎｉｎ，ＣＣＫ）药理作用及化学结
构类似，具有较强的刺激胰酶分泌和胆囊收缩作用。

在 ＣＡＥ诱导的胱硫醚裂解酶（ｃｙｓｔａｔｈｉｏｎｉｎｅｌｙａｓｅ，
ＣＳＥ）基因敲除大鼠胰腺中的硫化氢（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ｌ
ｆｉｄｅ，Ｈ２Ｓ）降低，胰腺细胞中 ＮＦκＢ降低炎症反应明
显减轻，而在ＣＡＥ诱导胰腺炎的胰腺中 Ｈ２Ｓ升高，胰
腺细胞中ＮＦκＢ表达增加，表明 Ｈ２Ｓ对 ＮＦκＢ激活
起着重要的促炎作用［２６］。据报道，应用 ＣＡＥ诱导
Ｂａｌｂ／ｃ小鼠模型，于建模９ｈ后发现丙二醛（Ｍａｌｏｎｄｉ
ａｌｄｅｙｄｅ，ＭＤＡ）含量增高，推断ＭＤＡ在ＳＡＰ伴发ＰＥ的
发病机理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其可能机制为：①胰
酶激活黄嘌呤氧化酶，后者催化次黄嘌呤产生 Ｍ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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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Ｂ通透性改变而损害脑组织。②炎性介质、损伤的
血管内皮细胞和 ＰＬＡ２均可活化血小板，ＯＦＲ释放。
③在 ＰＥ晚期随着 ＭＯＤＳ的发生，脑组织破坏并继发
微血管血栓形成，脑组织缺氧加剧，产生 ＯＦＲ加重脑
损伤［２７］。该法可致大鼠发展为轻型 ＡＰ，ＣＡＥ诱导的
ＡＮＰ病理改变和严重程度差异性较大，不利于研究胰
性脑病发病机制，且建模药物价格相对较贵；但此法操

作相对容易，批量建模方便，更多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总而言之，探索尽可能重现人类 ＰＥ发病过程的
理想动物模型，应具备操作简单、重复性好、价格低廉

特点，且其发病机制和治疗反应均与人类 ＰＥ发病相
似，目的是进一步探究 ＰＥ的发病机制及有效治疗途
径。通过建立动物 ＰＥ模型发现 ＢＢＢ通透性改变，诱
发脑损伤，通过检测脑损伤相关指标：ＭＢＰ，ＺＯ１，
ＡＱＰ４，ＢＢＢ通透性和凋亡因子等可进一步反映脑损
伤的严重程度。因此，这些指标可以作为判断药物疗

效及评价ＢＢＢ的通透性改变情况的重要指标。ＰＥ脑
损伤首先是 ＮＦκＢ、炎症介质及 ＰＬＡ２等物质通过改
变ＢＢＢ通透性，透过 ＢＢＢ从而导致损伤脑组织，可观
察他们与脑损伤指标的相关性，有利于进一步研究 ＰＥ
的发病机制，故有效阻止或减少ＮＦκＢ、炎症介质（如
ＴＮＦα、ＩＬ６等）及ＰＬＡ２透过ＢＢＢ的相关药物值得进
一步进行试验探索，各种建模方法均有利弊，根据不同

实验要求选择不同建模方法，近年来有通过联合建模

方法建立胰腺炎模型，是否也可通过联合建模方法建

立ＰＥ模型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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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调节同型半胱氨酸的疗效观察
黄月芳，楼招欢，陈坚翱

摘要：目的　观察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对气虚血淤证急性脑梗死患者同型半胱氨酸的影响及临床疗效，为揭示
急性脑梗死中医“证”的本质规律及特异性客观指标寻找提供依据，为脑梗死患者的病情程度了解、治疗效果和

预后的判断提供检测方法，并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中医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方法　选择符合中西医诊
断标准及辨证属气虚血淤证的急性脑梗死患者１２０例，随机分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治疗组用补阳还五汤合
牵正散加常规西医治疗法，对照组用常规西医疗法，观察时间为３周。比较２组治疗前后的疗效、中医证候积分、
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结果　治疗组在临床疗效、调节同型半胱氨酸方面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治疗组显效率５３．３３％，总有效率８５．００％；对照组显效４８．３０％，总有效率７３．３０％。治疗组治
疗前后血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分别为（２４．６０±５．１８）μｍｏｌ／Ｌ和（１１．２０±３．７３）μｍｏｌ／Ｌ，对照组治疗前后血同型半
胱氨酸含量分别为（２３．９０±３．４３）μｍｏｌ／Ｌ和（１６．６０±６．５１）μｍｏｌ／Ｌ。结论　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能提高气虚
血淤证急性脑梗死的临床治疗效果，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对急性脑梗死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急性脑梗死；同型半胱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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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梗死（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ＣＩ）又称为缺血性脑卒
中，多发于老年人，致残及病死率均较高，严重危害人

类健康。其发病后 ３ｈ内溶栓治疗可取得较好的疗
效，但由于各种原因，多数患者错过了溶栓最佳时机或

达不到溶栓治疗条件［１］。针对脑血流阻断导致的细胞

内钙离子超载、自由基、炎症损伤、能量代谢衰竭、细胞

凋亡以及兴奋性氨基酸毒性等造成一系列级联损伤采

取的神经保护剂治疗疗效不确切［２］，因此如何针对脑

梗死进行有效防治是医生面临的重大难题。我科对

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ＫＹＡ１２２）；浙江
省中医药管理局项目（２０１０ＺＡ０３７；２０１３ＺＡ０４６）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浙江省中医院神经内科（黄月芳）；
３１００５３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药物研究所（楼招
欢）；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陈坚翱）

通讯作者：黄月芳，Ｅｍａｉｌ：ｈ８５５７１６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８月收治的辨证属气虚血淤证
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ｉｎｅｍｉａ，ＨＨｃｙ）
的患者，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结合传统的西医治疗，得

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结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８月期间
在我院治疗的脑梗死患者中筛选，选择符合标准的

１２０例进行研究。纳入标准：①符合脑梗死临床诊断
标准；②患者年龄在 ３５～６５岁之间；③发病过程在
１０ｄ内；④属于气虚血淤证、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脑
梗死患者；⑤无其他合并症者。患者中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症者所占比例为 ４３．２％，由阴虚风动型
（１７．４％）、风痰淤血痹阻型（２５．８％）组成。气虚血淤
型占１６．２％，风痰火亢型占 １１．７％，痰热腑实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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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痰湿蒙神型占 ６．０％，风火上扰型占 ９．５％。
１２０例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２组均为
６０例。治疗组：男性３４例，女性２６例，年龄在３５～６０
岁之间，病程８ｈ～１０ｄ；对照组：男性３２例，女性２８
例，年龄在３８～６５岁之间，病程７ｈ～１２ｄ。２组患者
各指标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脑
梗死临床诊断标准：中医诊断脑梗死的标准参照２００２
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３］、《中风病辨证

诊断标准》［４］；西医诊断脑梗死的标准参照１９９５年第
４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各类脑血管疾病
诊断要点》［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超早期溶栓
治疗，急性期抗血栓治疗以及保护脑、对症治疗，包括

甘露醇脱水降颅压、脑保护剂、促脑代谢剂，有高血压

者降血压。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补阳还五汤合牵正

散（生黄芪６０ｇ，当归尾１０ｇ，赤芍１０ｇ，炒川芎１５ｇ，
地龙１５ｇ，桃仁１０ｇ，杜红花１０ｇ，净全蝎５ｇ，白附子
４．５ｇ，白僵蚕１０ｇ），温水煎服，１剂／ｄ，分２次服用，疗
程为３周。分别观察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体征、
进行神经功能缺失程度评分、中医证候积分评分、血浆

同型半胱氨酸血浓度、血液流变学指标测定。

１３　评定标准　根据１９９５年全国第４届脑血管病学
术会议通过的标准［６］分为：基本治愈（神经功能缺损

评分减少≥９０％）、显著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４６％～８９％）、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１８％ ～
４５％）、无变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１８％）、恶化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增加 ＞１８％）。中医证候积分评
定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急症脑病的中

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ｔ检验，结果以（ｘ±ｓ）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对比　治疗组显效率为５６．６７％，总有效率
为９０．００％；对照组显效４８．３４％，总有效率７３．３０％；２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对比　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
评分均较前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而治疗组在治疗后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组急性脑梗死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基本治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变化 恶化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６０ １５（２５．００） １９（３１．６７） ２０（３３．３３） ６（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４（９０．００）ａ

对照组 ６０ １３（２１．６７） １６（２６．６７） １５（２５．００） １６（２６．６７） ０（０．００） ４４（７３．３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

表２　２组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治疗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７．９４±９．２７
治疗后 １１．６７±８．１２ａｂ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６．３６±１０．３７
治疗后 １２．９９±９．５１ａ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３　中医证候积分变化比较　治疗前后２组的中医
证候均有明显改善，治疗组的中医证候改善程度较对

照组更为明显，见表３。
２４　２组血同型半胱氨酸含量比较　治疗后同型半
胱氨酸均较治疗前下降明显（Ｐ＜０．０５），而治疗组下
降程度较对照组更为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２组治疗前后血流变指标变化比较　详见表５。

表３　２组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变化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半身不遂 偏身麻木 言语蹇涩 少气懒言 舌质淡紫

治疗组 ６０ 治疗前 ２．８２±０．３５ １．７１±０．４２ ２．２５±０．４１ １．７１±０．６１ １．８１±０．５６
治疗后 １．７９±０．３５ｂｃ １．１５±０．２７ｂｃ １．２４±０．３１ａｃ ０．８１±０．３４ｂ ０．７６±０．４５ｂｄ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２．３６±０．２１ １．７２±０．３１ ２．０７±０．６８ １．７７±０．８５ １．７９±０．４３
治疗后 １．５７±０．３２ａ １．３３±０．３５ａ １．５８±０．３５ａ ０．９３±０．３１ｂ １．３３±０．８１ａ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组间治疗前后比较，ｃＰ＜０．０５，ｄＰ＜０．０１。
表４　２组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

血同型半胱氨酸含量比较（ｘ±ｓ，μｍｏｌ／Ｌ）

组别 例数 时间 同型半胱氨酸含量

治疗组 ６０ 治疗前 ２４．６０±５．１８
治疗后 １１．２０±３．７３ａｂ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２３．９０±３．４３
治疗后 １６．６０±６．５１ａ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ａＰ＜０．０５；组间治疗前后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粘度等血液流变学指标存在异
常［８］，纤维蛋白原（Ｆｇ）和红细胞压积（Ｈｃｔ）升高，脑血
流量（ＣＢＦ）降低及血小板聚集性增强可能是引起脑梗

死病理性损伤的重要因素［９］。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

（ＦＤＰ）是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单体与不稳定交联纤
维蛋白的降解产物，参与凝血过程，是血栓的主要成

分。

急性脑梗死疾病过程中，血浆中同型半胱氨酸水

平升高是一个独立危险因素［１０］，这一观点已受到医学

界广泛关注。研究表明，脑梗死的机制有以下几

点［１１］：促进血小板聚集、促进平滑肌细胞迁移与增殖、

破坏血管内皮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影响溶血系统。同型

半胱氨酸是一种反应性血管损伤性氨基酸，是甲硫氨

酸代谢过程中重要中间产物，参与体内能量代谢，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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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甲基化转变为蛋氨酸，经转硫作用转变为胱硫脒。

体内维生素Ｂ１２、Ｂ６及叶酸缺乏均有可能引起高同型
半胱氨酸血症。有研究发现，血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

老年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病情相关，参与了动脉粥样硬

化形成发展过程，也是青年急性脑梗死的一个重要的

独立危险因素。

表５　２组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全血低切粘度（ｍｐａ．ｓ）全血低切粘度（ｍｐａ．ｓ） 血浆粘度（ｍｐａ．ｓ） 红细胞压积（％） 纤维蛋白（ｇ／Ｌ）

治疗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２．１１±０．１７ ５．７３±０．１２ ２．１７±０．１８ ０．４９±０．１５ ４．８５±０．４４
治疗后 １０．５２±０．２３ａ ５．４３±０．４４ｂ １．１６±０．３１ｂ ０．２４±０．０５ｂ ２．５８±０．６０ｂ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２．０６±０．１２ ５．２２±０．３８ ２．３２±０．２６ ０．５４±０．３９ ４．８３±０．４６
治疗后 １１．２３±０．３４ａ ５．０８±０．２５ａ １．９２±０．１４ａ ０．４３±０．０８ａ ３．５３±０．４１ａ

　　注：本组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组间同期比较，Ｐ＜０．０５。

　　本研究发现，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两方合用，既显
著降低了高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血粘度，还能针

对脑梗死疾病进行有效干预，充分显示了中医药防治

中风的优势。急性脑梗死患者在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

补阳还五汤合牵正散，能有效改善患者半身不遂、偏身

麻木、言语蹇涩、少气懒言，舌淡紫或有紫斑，苔薄，脉

沉涩等中医证候，显著降低患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降

低血黏度，其作用优于单用西药组；提示结合补阳还五

汤合牵正散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能更有效地防治急性脑

梗死，预示其在急性脑梗死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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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效果，但其最佳治疗时间窗尚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 ＰＣＡＳ患者肾功能血清标记
物、肾主动脉血流动力学、动脉血气及电解质以及急性

肾功能衰竭的发生率４个方面对ＣＲＲＴ的作用进行了
综合考察，认为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心脏骤停后

综合征患者早期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有助于保护患者

的肾功能，对改善患者预后有正向意义，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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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中药与免疫调节剂辅助治疗复治肺结核临床研究
王怀冲，徐颖颖，张相彩，王翠莲，曹佳薇

摘要：目的　观察中药制剂、免疫调节剂联合化疗与单纯化疗，３种方案治疗复治涂阳肺结核的临床疗效及不良
反应。方法　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１０５例、免疫组１０３例和对照组９９例，对照组采用３ＨＬ２ＺＶ／５ＨＬ２Ｖ治
疗方案，中药组３ＨＬ２ＺＶ／５ＨＬ２Ｖ＋康复新液，免疫组３ＨＬ２ＺＶ／５ＨＬ２Ｖ＋母牛分枝杆菌菌苗。观察治疗３、８个月后
的效果，包括痰菌阴转情况、病灶吸收情况、空洞闭合情况、症状改善情况、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中药组和免疫
组的８个月痰菌阴转率分别为９３．３％、９２．２％，３个月病灶吸收率为８２．９％、７８．６％，两项指标与对照组８０．８％、
５０．５％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药组 ８个月空洞关闭率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复治肺结核患者采用中药或免疫调节剂联合西药化疗，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降低不良反应发生
率，改善治疗结果，且中药组效果更明显。

关键词：肺结核；复治；化疗；中药；免疫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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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治肺结核引起原因复杂多变，治疗效果一般比
初治差，是结核病控制的主要问题之一。探索如何改

善病人的体质、增强免疫力、减少化学药物的毒副反

应、增加病人规律服药和坚持全程治疗的顺应性，对结

核病控制十分重要。国外采用包括二线药物在内的多

药联合化疗，并给予母牛分支杆菌菌苗、草分支杆菌等

免疫调节剂，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１］。国内更注重中医药功能，采用化疗联合肺泰胶

囊、康复新液等中药制剂辅助治疗，对复治肺结核有良

好的疗效［２－３］。但关于中药与免疫调节剂的对比研究

未见报道，本文以我院最主要的免疫调节剂母牛分支

杆菌菌苗和中药制剂康复新液为研究对象进行队列研

究，观察两者在辅助治疗复治肺结核方面疗效差异，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医院住
院及门诊复治肺结核痰菌阳性患者。入选者为非孕妇

基金项目：杭州市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Ａ０４９）；浙江省中西
医结合学会科研项目（２０１２ＬＹ０１６）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杭州市，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药剂科
通讯作者：徐颖颖，Ｅｍａｉｌ：ｘｕ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２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或哺乳者，无严重心、肝、肾疾患，无精神病、癫痫、糖尿

病病史，无明显免疫功能低下者。共选择病例３８０例，
采用随机分组法将患者分为３组，其中由于各种原因
终止治疗或更改治疗方案，未满８个月疗程的７３例，
不作统计。符合统计条件的３０７例，年龄１８～６５岁，
男性２０５例，女性１０２例。分组情况为对照组９９例、
中药组１０５例、免疫组１０３例。３组资料的性别、年龄、
结核病史经统计学检验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案　３组治疗方案均为强化期３个月，巩
固期５个月。对照组：３ＨＬ２ＺＶ／５ＨＬ２Ｖ（Ｈ：异烟肼，Ｌ２：
利福喷丁，Ｚ：吡嗪酰胺，Ｖ：左氧氟沙星）；中药组：
３ＨＬ２ＺＶ／５ＨＬ２Ｖ ＋康 复 新 液；免 疫 组：３ＨＬ２ＺＶ／
５ＨＬ２Ｖ＋母牛分枝杆菌菌苗。用药方法及剂量：异烟
肼片０．３ｇ／次，１次／ｄ，口服；利福喷汀胶囊０．４５ｇ／次
（体重＜５５ｋｇ者）或０．６ｇ／次（体重≥５５ｋｇ者），每周
２次，口服；吡嗪酰胺片０．５ｇ／次，３次／ｄ，口服；左氧氟
沙星片０．５ｇ／次，１次／ｄ，口服；康复新液１０ｍｌ／次，３
次／ｄ，口服；母牛分枝杆菌菌苗２２．５μｇ／次，每２周１
次，肌肉注射。

１３　观察项目　①治疗前、治疗后３、５、８个月行胸部
Ｘ线检查，每月行痰涂片查抗酸杆菌、结核分支杆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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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②每月复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③详细记录治
疗前、后临床症状的变化，记录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理情

况。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①痰菌阴转：以连续２个月痰抗
酸杆菌阴转且不再复阳为阴转。②病灶：病灶全部吸
收为全吸，病灶吸收≥１／２原病灶为显吸，病灶吸收 ＜
１／２原病灶为吸收，病灶无明显变化为不变，病灶扩大
或播散为恶化。显效 ＝全吸 ＋显吸，有效 ＝全吸 ＋显
吸＋吸收。③空洞：空洞闭合或阻塞闭合为闭合，空洞
缩小≥原空洞直径１／２为缩小，空洞缩小或增大 ＜原
空洞直径１／２为不变，空洞增大 ＞原空洞直径１／２为
增大。④症状：以治疗后症状消失为有效。
１５　研究者工作　临床药师深入临床一线，全程参与
治疗过程，工作内容包括：治疗方案拟定，临床建议，疗

效观察，观察指标和检查数据记录，电话随访，患者复

诊、复查及用药提醒，不良反应处理，病例和药历记录，

档案管理，数据分析等［４］。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进行统计分析，主
要采用ｔ检验及χ２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痰菌阴转情况　中药组治疗３个月、８个月时痰
涂片阴转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免疫组治疗３个月、８个月时痰涂片阴转率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药组
阴转率高于免疫组，但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
表１。

表１　３组肺结核患者治疗３个月、８个月
痰菌阴转情况（ｎ，％）

组别 例数 ３个月 ８个月

对照组 ９９ ６３（６３．６） ８０（８０．８）
中药组 １０５ ８５（８１．０）ｂ ９８（９３．３）ｂ

免疫组 １０３ ８１（７８．６）ａ ９５（９２．２）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２２　病灶改变情况　治疗３个月后，中药组显效率和
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免疫组和对照组比较，仅在有效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治疗８个月后，中药组和免疫组显
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
有效率和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药
组治疗过程中病灶吸收率均高于免疫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３组肺结核患者治疗３个月、８个月

病灶改变情况（ｎ，％）

组别 例数
３个月

显效 有效

８个月
显效 有效

对照组 ９９ １４（１４．１） ５０（５０．５） ５４（５４．５） ９０（９０．９）
中药组 １０５ ３１（２９．５）ａ ８７（８２．９）ａ ８６（８１．９）ａ １０２（９７．１）
免疫组 １０３ ２２（２１．４） ８１（７８．６）ａ ７７（７４．８）ａ ９７（９４．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

２３　空洞关闭情况　中药组和免疫组治疗过程中空

洞关闭率均高于对照组，但仅中药组在治疗８个月后
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药组空
洞关闭率高于免疫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详见表３。

表３　３组肺结核患者治疗３个月、８个月
空洞关闭情况（ｎ，％）

组别 伴空洞患者例数 ３个月 ８个月

对照组 ５４ ４（７．４） ２１（３８．９）
中药组 ５９ １０（１６．９） ３６（６１．０）ａ

免疫组 ５６ ９（１４．３） ２８（５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４　症状改善情况　中药组和免疫组患者发热、乏
力、盗汗、食欲下降、咳嗽、咳痰等症状大多在２周内消
失，中药组、免疫组症状消失率分别为 ６５．４％、
６２．３％，较对照组 ２４．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中药组较免疫组症状消失百分率有所提高，但
２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　不良反应情况　药物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
呕吐、肝功能异常、血象改变、皮疹、头晕等。中药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３．３％，为３组中发生率最低一组；
免疫组为３８．８％，低于对照组的４５．５％；３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４。
表４　３组肺结核患者治疗中发生不良反应情况（ｎ，％）

组别 例数 消化道反应 ＷＢＣ减少 ＡＬＴ升高 头晕 过敏反应 总例数（％）

对照组 ９９ １４（１４．１） ３（３．０） １２（１２．１） ７（７．１） ９（９．１） ４５（４５．５）
中药组 １０５ １０（９．５） ２（１．９） ９（８．６） ６（５．７） ８（７．６） ３５（３３．３）
免疫组 １０３ １２（１１．７） ２（１．９） １０（９．７） ６（５．８） １０（９．７） ４０（３８．８）

３　讨　论
　　虽然肺结核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
病程较长，病灶组织破坏较为广泛、严重，病灶部位血

管破坏，使药物不能在病理组织内达到有效的抑菌浓

度，细菌耐药，患者依从性差等原因，造成患者病情时

有反复；再加上一些患者合并症较多，如糖尿病、肿瘤、

ＨＩＶ感染等，加重了肺结核的防治难度。研究发现，肺
结核的发病和好转与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有很大关

系，而复治肺结核患者其机体的保护性免疫处于劣势，

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减低，不利于组织修复，是肺结核

防治中的难题。对于这些患者，在西药化疗基础上增

强机体细胞免疫功能日益受到临床重视，积极纠正和

改善机体细胞免疫功能，有利于改善病情和预后［５］。

免疫调节剂和中药制剂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方面都显

示出了较强的作用，母牛分枝杆菌菌苗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ＷＨＯ推荐的免疫调节剂，其作用已经得到临床
的验证和认可。中药康复新液在治疗创面感染、溃疡

等方面广泛应用，近年来发现它对复治肺结核的治疗

有很好的功效。

母牛分枝杆菌菌苗富含结核分枝杆菌相似的共同

抗原，是一种良好的双向免疫调节剂［６］。它主要通过

激活促进巨噬细胞和 Ｔ淋巴细胞的增殖，并使二者的
活性增加，明显提高机体 ＣＤ３、ＣＤ４值，降低 ＣＤ８值，
提高巨噬细胞产生过氧化氢和一氧化氮的水平，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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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功能［７］。因此可以显著改变患者细胞免疫功能，

有效抑制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过强变态反应，减轻变

态反应所造成的病理损害，增强机体抗菌能力［８］。本

研究中，免疫组的痰菌阴转率在强化期和治疗结束较

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病灶吸收方面其强化期的有

效率和治疗结束的显效率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空

洞闭合方面，治疗过程中较对照组未见明显差异性；２
周的症状改善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免疫组在缩短

疗程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免疫组可以减少不良反

应发生，但母牛分枝杆菌菌苗偶见注射部位疼痛、硬

结［９］，经热敷对症处理均可消失，２周一次的肌肉注射
患者一般能够耐受。

康复新液主要成分系美洲大蠊干燥虫体提取物，

含有多元醇类、表皮生长因子、黏氨酸、黏糖氨酸及多

种氨基酸等活性物质，具有清热养阴、消瘀散结等多种

功效［１０］。本研究中药组采用康复新液辅助西药化疗

方案可以起到加快痰菌阴转，促进病灶吸收，提高免疫

功能，加快临床症状的改善作用。特别是空洞型肺结

核的关闭情况较对照组在治疗结束时有显著性差异，

较免疫组高出１０％之多。这可能与康复新液促进创
面坏死组织脱落，促进肉芽组织增生和血管新生，改善

创面微循环，加速病损组织修复作用有关。中药组发

生不良反应的概率较比对照组降低了１０％左右，表明
康复新液可以减少服用西药化疗的毒副反应，具有很

好的协同作用。

中药和免疫调节剂为复治肺结核患者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有推广应用的前景。本研究中，

中药组和免疫组在治疗结果和有效率方面均较对照组

有明显差异，特别是中药组效果更明显，患者耐受性更

好，有利于患者全程、规范性用药。但辅助用药势必增

加患者治疗成本，再加上中药对结核病的防治研究理

论依据、评价体系尚有不足，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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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高压氧治疗腔隙性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
障碍的疗效及护理体会

张月荣，杨桂美

摘要：目的　分析高压氧治疗对腔隙性脑梗死伴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及护理措施。方法　
选择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２０１３年１—９月脑梗死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１００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一
般治疗组及对照组，每组５０例。２组患者均接受脑卒中常规治疗和护理，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２
个疗程，使用Ｍｏｃａ评分评价２组患者治疗后认知功能的改善情况。结果　治疗前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年龄、性
别、教育程度、高血压、糖尿病及 Ｍｏｃ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３个月后，治疗组 Ｍｏｃａ总分
（２４．２５±２．４６ｖｓ．２２．７２±２．５６，Ｐ＝０．０００）及空间与执行功能（３．５４±０．８５ｖｓ．２．９６±０．９６）、注意（５．４２±０．９７
ｖｓ．４．３５±１．４２，Ｐ＝０．００１）、语言（１．５５±０．７８ｖｓ．１．２３±０．６８，Ｐ＝０．００６）及定向力（５．５７±０．７２ｖｓ．５．０８±
１．１７，Ｐ＝０．０４１）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压氧治疗无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高压氧治疗对
脑梗死后认知功能障碍具有治疗作用。

关键词：高压氧；腔隙性脑梗死；认知功能障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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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腔隙性脑梗死是大脑半球或脑干深部的小穿深动
脉管腔闭塞形成的小的梗死灶，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一

种亚型，但由于临床症状相对轻微，在预防及治疗方面

未受到重视。近年来研究发现，腔梗不仅仅影响到运

动及感觉系统，还会严重影响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腔

隙性脑梗死如果得不到及时诊疗，最终将会发展为痴

呆［１］，严重影响到人的社会功能。高压氧治疗是将患

者置于一个密闭高压的环境中，吸入高浓度的氧气，以

治疗各种疾病的一种方法。高压氧治疗在腔隙性脑梗

死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有重要价值，本研究旨在探讨高

压氧治疗对认知功能障碍的脑梗死患者的康复治疗作

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９月南京军区南京总医
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腔隙性脑梗死并伴有认知功能障碍

患者１００例。腔隙性脑梗死定义为急性起病，临床主
要表现为纯运动性偏瘫、构音障碍－手笨拙综合征、纯
感觉性卒中等，症状轻微２４ｈ内神经缺损症状持续存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２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高压氧科（张月荣）；
２１３０００江苏省常州市，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杨桂美）

通讯作者：杨桂美，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ｊｕｅｍｉｎｇ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在不消失，并且头颅 ＭＲＩ或 ＣＴ提示为深穿支动脉供
血区的直径＜１．５ｃｍ的腔隙性病灶，病灶与神经功能
缺损症状相一致［２］，所有患者符合文献［３］的 ＭＣＩ诊断
标准。排除标准：①有严重颅内外大动脉粥样硬化、同
侧颅外颈内动脉狭窄率大于５０％、心源性栓子脱落引
起的小梗死；②脑皮质或皮质下梗死灶面积大于１．５
ｃｍ的患者；③既往存在血管性痴呆、阿尔兹海默病等
认知功能障碍者；④失语或严重视听障碍而影响认知
功能评分者；⑤伴焦虑、抑郁及各种精神疾病等；⑥既
往有出血性脑卒中病史及 ＭＲＩ显示颅内团片状出血
灶者、脑血管畸形、脑肿瘤、烟雾病、脑外伤、多发性硬

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本研究经南京军区南京总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或其家属签属知情同

意书。

１２　认知功能检测　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定量表
（ＭｏＣＡ）评估认知功能，２组均在治疗３个月后进行，
检测统一由同一专职人员在同一测验室施测并记分。

ＭｏＣＡ检测量表包括视空间执行能力、命名、注意、抽
象思维、语言流畅、记忆、延迟记忆、定向力８项，共计
３０分。受教育年限少于１２年的患者在测试结果上加
１分。得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好，大于２６分为正常。总
分为３０分的 ＭｏＣＡ检查量表大约在１０ｍｉｎ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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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参照ＭｏＣＡ使用与评分指导手册。ＭｏＣＡ量
表跨文化差异较小，仅语言流畅项目加以修改，由说出

以“Ｆ”开头的单词改为以“发”开头汉语组词，故不需
要进行特殊的修订。

１３　治疗方法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高压氧治疗组
及一般治疗组。高压氧治疗组进行高压氧治疗及一般

治疗，对照组仅行一般治疗。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

包括抗血小板聚集、活血化瘀、稳定斑块、扩张脑血管、

改善脑代谢等。高压氧治疗方法：患者生命体征稳定，

采用大型高压氧舱，空气加至 ０．２ＭＰａ，全程吸入纯
氧，稳压６０ｍｉｎ，中间休息５ｍｉｎ，１次／ｄ，１０ｄ为１个
疗程，共２个疗程。
１４　护理措施
１４１　入舱前护理　在患者进入高压氧舱之前要详
细询问病史，并认真仔细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瞳孔

等生命体征。对有气胸、严重肺部感染、高热等禁忌症

的患者禁止入舱。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高压氧治疗

的目的、方法以及整个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可

能发生的不适等，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使患者及家属

能够积极地配合高压氧治疗。

１４２　舱内护理　注意患者的面罩与面颊贴紧，陪舱
人员协助患者戴好面罩，避免漏气。随时清除呼吸道

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避免窒息发生，同时要注意

观察吸氧后患者有无不良反应，并且注意防止管道折

叠，保证氧气有效吸入。在整个吸氧过程中，陪舱人员

应密切观察患者意识、生命体征、面色、瞳孔等变化，发

现异常及时与医师联系。后期减压过程中，舱内人员

做好配合工作，指导患者进行正常的呼吸运动。开放

空调并调整舱内温度，注意患者的保暖。减压速度要

缓慢，注意观察患者的一般情况及病情变化，防止在减

压过程中颅内压出现反跳现象，必要时可根据情况给

予糖皮质激素或脱水剂等。

１４３　出舱后护理　观察患者的意识、瞳孔、面色、呼
吸等，如有异常应报告医生处理。将呼吸回路连接装

置、三通管与吸排氧波纹管分离，用含有效氯 １０００
ｍｇ／Ｌ的消毒剂浸泡消毒３０ｍｉｎ，冲洗后晾干备用。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一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
件。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的 ２组比较用独立样本 ｔ检
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的比较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

的比较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治疗组与联合高压氧治疗组入院时比较　
高压氧组与对照组相比，年龄、性别、高血压病史、糖尿

病病史、高脂血症病史及入院时Ｍｏｃａ评分２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间一般临床资料及危
险因素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２组脑梗死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男性 高血压病 糖尿病史 高脂血症 入院时Ｍｏｃａ

高压氧组 ５０ ６６．１８±６．８９ ３０（６０．０） ４０（８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６（３２．０） ２０．３０±２．２３
对照组 ５０ ６６．１０±６．７７ ２８（５１．７） ４１（８２．０） ２０（３９．０） １７（３４．０） ２０．１４±２．１１
ｔ值／χ２值 ０．０５９ａ １．１６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 ０．３６８ａ

Ｐ值 ０．９５３ ０．６８５ ０．７９９ ０．８３８ ０．８３２ ０．７１３

　　注：ａ为ｔ值。

２２　一般治疗组与联合高压氧治疗组治疗３个月后
Ｍｏｃａ评分比较　治疗３个月后，高压氧组与对照组相
比，Ｍｏｃａ总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注意、语言及定向

力方面有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
认知功能比较见表２。

表２　２组脑梗死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Ｍｏｃａ量表比较

组别 例数 视空间与执行功能 命名 记忆 注意 语言 抽象 定向 总分

对照组 ５０ ２．９６±０．９６ ２．８６±０．４６ １．８５±０．９５ ４．３５±１．４２ １．２３±０．６８ １．５５±０．６２ ５．０８±１．１７ ２２．７２±２．５６
高压氧组 ５０ ３．５４±０．８５ ２．９８±０．１７ ２．３１±１．０２ ５．４２±０．９７ １．５５±０．７８ １．７１±０．６９ ５．５７±０．７２ ２４．２５±２．４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研究发现，早期高压氧治疗可明显改善腔隙性脑
梗死患者认知功能，尤其是视空间与执行功能、记忆、

注意及语言等方面。

腔隙性脑梗死与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不同，好

发于微小动脉，一般动脉直径在２００～８００μｍ之间。
这些血管主要指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等，包括大

脑中动脉的豆纹穿深支、大脑前脉络膜动脉的穿支、大

脑后动脉丘脑穿支等［４］。年龄增加、长期血压增高及

长期糖代谢紊乱与腔梗的发生及发展密切相关。既往

研究发现，年龄在６０岁左右人群中，腔梗的发生率约
为６％～７％左右，而年龄到 ８０岁时，发生率可高达
３０％左右，随着年龄的增长，腔梗发生率明显增加。

既往病理学研究证实，腔梗的颅内小动脉发生了

严重的血管重构，包括血管壁显著增厚，血管内皮细胞

功能紊乱，从而导致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５］。因此，腔

梗是高级认知功能缺损的独立危险因素，是今后发生

痴呆的预测因素。

高压氧治疗在腔梗的治疗方面有重要的价值。高

压氧环境下患者颅内血管发生明显收缩，血管内液体

渗出显著减少，乳酸生成减少，细胞钠钾泵的正常转运

功能恢复，从而使得神经细胞肿胀减轻，降低血脑屏障

的通透性，对缺氧缺血的神经组织具有较好的保护作

用［６－８］。高压氧吸入可改善脑组织的缺氧状态，可以

有效增加氧气在血液中的弥散能力，延长氧的有效弥

散距离，有利于加快脑组织微循环血流速度，促进脑组

织侧支循环的建立。高压氧治疗还可以显著降低血细

胞的容积，增加红细胞的变形能力，使红（下转第８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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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血液透析相关红眼综合症的预防与护理
马璐璐，娄奕萌，刘毅，徐玉兰

摘要：目的　总结血液透析相关红眼症的护理要点，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患者长期存活率。方
法　对血液净化中心１０例血透相关红眼患者问诊和眼科检查，包括裂隙灯检查，血生化检查。采取相应的护理
与预防措施：严格控制血磷；充分透析；做好饮食、用药、心理护理；注意用眼卫生；保持大便通畅。结果　患者经
治疗与护理４周后，复查血磷均明显下降，５例患者红眼症状明显改善，４例双眼球结膜轻度充血，１例双眼球结
膜仍有中度充血；治疗８周，患者血磷基本达标，球结膜未见充血，红眼症状完全消失，但球结膜和角膜钙化评分
无改善。结论　血透相关的红眼症状应引起医护人员的关注。对于透析相关红眼症状，定期监测血钙、血磷和甲
状旁腺激素变化，严格控制钙磷饮食，充分透析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血液透析；红眼症；预防；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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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学者认为结膜和角膜钙化是尿毒症患者常见
的一种转移性钙化。严重的球结膜和角膜钙化预示着

患者会在１年内死亡［１］。血透相关红眼症状是结膜和

角膜钙化的重要表现，临床尚无见相关报道。本研究

通过对１０例透析相关红眼症状的护理，取得较好临床
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０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７例，女性 ３例；年龄
２３～７４岁，平均５３．１岁；透析龄：６个月 ～７年；原发
病：慢性肾炎４例，高血压肾病１例，糖尿病肾病４例，
多囊肾１例。本组１０例患者经眼科医师诊断均排除
细菌性或病毒性等其他原因所致的红眼症状。

１２　观察方法　观察本组患者眼部症状，进行裂隙
灯、血生化检查。根据 Ｔｏｋｕｙａｍａ［２］分级，将结膜和角
膜钙化分为 ６级。０级（无沉淀），１级（仅球结膜沉
淀），２级（球结膜与边缘沉淀），３级（球结膜与角膜缘
部沉淀），４级（清晰的一行角膜与球结膜沉淀），５级
（更广泛的角膜与球结膜沉淀），总评分（０～２０分），分
别在４个区域，鼻、颞两侧。裂隙灯检查：１０例患者结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净化
中心

通讯作者：马璐璐，Ｅｍａｉｌ：８１８５２０２２＠１６３．ｃｏｍ

膜和角膜钙化得分：平均得分１１．１分，其中６～９分４
例，１０～１４分３例，１６～２０分３例。１０对眼均伴有球
结膜充血及球结膜血管扩张，球结膜和角膜缘部有灰

白色斑块（转移性钙沉积），多形、质硬，角膜钙沉积大

多发生在角膜结合部３点、９点位置。其中有５只眼
不仅有明显球结膜充血及球结膜血管扩张，而且还存

在周围色素沉着，４只眼球结膜灰白色斑块位于球结
膜充血及扩张的血管之上。血生化检查：１０例患者均
有高钙、高磷血症，其中血磷＞４．０ｍｍｏｌ／Ｌ１例，＞３．０
ｍｍｏｌ／Ｌ２例，＞２．６ｍｍｏｌ／Ｌ７例。
１３　临床表现　１０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双眼球结
膜充血，表现为明显红眼症状，双眼无分泌物，无刺痒、

灼热感及疼痛。其中２例患者有异物感。
１４　护理方法
１４１　加强饮食与用药健康宣教　饮食方面：本组
１０例患者近一周均有明显的高蛋白食物，高磷食物摄
入史，加强对患者饮食指导。一是告知患者红眼症状

与高磷的关系，高磷的危害性，含磷高的食物种类，指

导其饮食。二是指导患者记饮食日记，护理人员根据

患者每日蛋白需求量，根据血钙、血磷指标严格控制钙

磷饮食。以优质低蛋白饮食为原则，多给予低钙、低

磷、高纤维素饮食，保持膳食的合理性。多为患者提供

新鲜蔬菜、水果等富含纤维素、维生素类的食物，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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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胃肠蠕动，同时嘱患者禁烟、禁酒［３］。用药方面：２
例服用碳酸钙患者告知避免与含金属离子（如铝、钾

等）的药物和多种食物（如牛奶、酒精、咖啡因等）同

服，监测血钙变化，其中 １例患者使用低钙透析液，２
例患者均没有出现高钙血症。指导患者进餐时咀嚼药

物后与主餐同食，充分结合食物中的磷，减少磷的吸

收。

１４２　眼部护理　注意眼部休息，为减轻不适，要避
免阳光、风、尘等刺激，出门时可戴太阳镜，不要过度看

书或看电视。保持眼部清洁，细心地护理眼部，避免过

度劳累。保证睡眠质量，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长期

存活率［４］。本组１０例患者均未影响视力，８周红眼症
状消失，但眼结膜和角膜钙化无明显改善，我们将继续

追踪观察。

１４３　心理护理　在护理患者时发现大部分患者存
在焦虑恐惧等情绪，医护人员应当主动关心患者及其

家属，及时沟通交流，倾听其不适自诉，耐心做好解释

工作，与患者家属共同做好心理护理和精神支持，帮助

患者稳定情绪［５］。加强心理护理，更好配合治疗。红

眼症影响患者外表，多数患者误认为是结膜炎，怕传染

他人，较为紧张、自卑，做好患者安慰与解释工作，告知

患者引起红眼症的病因，临床表现，只要及时控制钙

磷，红眼症状会逐渐消失。１０例患者配合良好。
１４４　保持大便通畅　维持性血液透析是尿毒症患
者主要的替代疗法，能明显提高尿毒症患者的长期生

存率。但也存在较多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是便秘［６］，便秘通畅可增加肠道磷的吸收，故日常护

理时应嘱患者保持大便通畅，嘱患者每天晨起定期顺

时针按摩下腹部，以刺激肠蠕动保持大便通畅。

２　结　果
　　１０例中经治疗４周后，血磷均明显下降，其中５
例血磷降至正常水平，红眼症状明显改善，１例血磷仍
维持在２．３９ｍｍｏｌ／Ｌ，红眼症状仍较明显，追踪饮食，
再次给予宣教、指导，加强血液透析与血液滤过；治疗

８周，患者血磷基本达标，球结膜未见充血，红眼症状
完全消失，但１０例患者球结膜和角膜钙化评分无明显
改善。

３　讨　论
　　血液透析患者易并发血管或软组织钙化，正常情
况人体血清钙磷浓度均处于波动状态，有时会导致少

量磷酸钙晶体形成，这些晶体可与钙化抑制蛋白结合，

使自身生长受抑，继而被网状内皮系统清除或从泌尿

系统排出。但在血液透析患者中，血清钙、磷浓度常高

于正常水平，并伴有钙化抑制蛋白如白蛋白等的减少，

从而导致促进磷酸钙晶体形成的因素增加，相反地，抑

制磷酸钙晶体生长和促进其排出的因素减少，这可能

加速了血清中磷酸钙晶体的形成。血管钙化可表现为

小动脉血管壁中层钙化、内膜增生、血管纤维化伴周围

组织缺血性坏死以及皮肤溃疡甚至坏疽等。体外研究

发现，在暴露高磷环境下，部分血管平滑肌细胞可出现

矿化，另有部分细胞表达成骨细胞表型，最终引起细胞

钙化［７］。软组织钙化多因继发性甲状旁腺分泌亢进、

钙磷代谢紊乱、高血清磷等所致，高磷血症普遍存在于

尿毒症患者中，且同时存在高钙磷乘积，从而导致异位

钙化［８］。钙化部位常见于动脉、眼、内脏、关节和皮肤

等部位。

眼钙化是尿毒症患者最常见软组织钙化，主要表

现为结膜和角膜钙化。除引起眼部炎症和局部刺激，

出现尿毒症“红眼”，易复发外，尿毒症患者尚可能出

现骨组织软化，心肌、肺部转移性钙化等症状。在出现

了眼钙化后，应引起医护人员的注意，应全面体检，追

踪是否出现了动脉、内脏及关节等部位的钙化，及时对

症治疗，因此，医护人员对其危险性征兆应有全面的、

提早的认识，可有效对症治疗，提高患者长期存活率，

具有一定临床意义。

早期发现。对于血透患者出现红眼症状，早期应

与结膜炎或其他疾病引起的眼底出血相鉴别，警惕结

膜和角膜钙化的可能。裂隙灯检查可作为结膜和角膜

钙化的筛查方法。检查方法简单、易行、无创伤、价格

便宜。早期治疗。血透患者出现红眼症状，医护人员

应仔细观察，预先判断。及时请眼科医师会诊，必要时

需要眼科医师相应处理，减少患者不适［９］，同时应明确

是否有球结膜损伤及视力的下降，排除细菌性、病毒性

结膜炎，排除高血压或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等，及时

评估眼结膜和角膜钙化的等级，血生化检查，为血透科

医师的治疗提供临床依据。除了对症治疗还应加强对

因治疗。本组８例患者给予碳酸镧５００ｍｇ，３次／ｄ，口
服，２例患者碳酸钙２片，３次／ｄ，口服；３例患者遵医
嘱予更换面积大的透析器，加强血液滤过，每周一次，

充分排出毒素和水分，增加磷的清除。

Ｋ／ＤＯＱＩ指南指出，控制血透患者软组织钙化，必
须以预防为主。饮食控制是最基本控制高磷血症的措

施，一般建议每天磷控制在８００～１０００ｍｇ［１０］。经护理
人员对饮食追踪观察，耐心讲解，有效评估，本组１０例
患者治疗期间，配合良好，血磷基本达标。

综上所述，对于透析相关红眼症状，医护人员应加

以重视，定期监测血钙、血磷和甲状旁腺激素变化，充

分透析，针对性使用磷结合剂及低钙透析液，严格控制

钙磷饮食，加强患者饮食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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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住院精神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护理
肖媛媛

摘要：目的　为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对住院精神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了有计划的护理干预措施，并探讨实施后
的效果。方法　对３５例住院精神病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实施饮食控制、心理护理、运动锻炼、健康教育、药物护理、
预防并发症的护理等护理干预措施。结果　护理措施实施后，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３０例（８５．７％）患
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空腹血糖得到有效控制；２８例（８０％）患者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糖尿病；２例（５．７％）患者
饮食控制不良，藏食、偷食，空腹血糖控制不理想。３５例患者均无并发症发生。结论　对住院精神病合并糖尿病
患者进行有计划的综合护理干预，能有效降低患者的血糖水平，控制糖尿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改

善生活质量，促进全面康复。

关键词：精神病；糖尿病；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７４　Ｒ５８７．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２２０２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
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患病人数逐年增多，全球

糖尿病患者已达２．８５亿［１］。精神疾病患者由于遗传

学因素、环境因素、抗精神病药物等导致糖尿病的患病

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的２～４倍［２］。糖尿病的治疗包

括健康教育、药物治疗、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血糖监测

等，但由于精神病患者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异常，

控制能力较差，治疗依从性低，常因不能严格遵循糖尿

病治疗方案而导致血糖控制不理想，最终引起严重的

并发症。因此，做好精神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有

着重要的意义。现将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院
收治的３５例精神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护理体会，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院收
治精神病合并糖尿病患者３５例，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３
例。年龄２７～６８岁，平均（４９．０６±１０．９８）岁；病程２～
４５年，平均（２０．００±１０．５５）年。根据《精神与行为障
碍分类（ＩＣＤ１０）》的相关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 ２４
例，情感性精神障碍１０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 １例。
文化程度：文盲２例，小学８例，初中２１例，高中４例。
入院 时 空 腹 血 糖 为 ７．１８～１４．７８ｍｍｏｌ／Ｌ，平 均
（１０．７７±１．８２）ｍｍｏｌ／Ｌ，均符合Ⅱ型糖尿病诊断标准。
１２　护理干预
１２１　饮食控制　饮食治疗是基本措施［３］。如何对

合并精神疾病的糖尿病患者进行合理的饮食控制是护

理工作中的重点，更是难点，因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症状

的支配下出现不规律饮食，拒食，不利于血糖控制。首

先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体力活动情况确定每日热能

需要量，制定丰富的、多样化的食谱；指导患者进食由

营养饭堂提供的适宜蛋白质、适宜热量、低脂、低盐、富

含维生素及粗纤维的清淡易消化饮食［４］。对身体消瘦

的患者，可适当增加瘦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质的

摄入。若血糖控制理想，可适当吃些新鲜水果、蔬菜

等，以减轻餐后饥饿感，同时降低血脂，预防便秘发生。

对精神症状未控制导致不知饮食和偏食、贪食、抢食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４００安徽省怀远县，安徽省荣军医院门诊部

患者，要耐心劝导，协助其进食；必要时安排患者单独

进餐，重点看护。

１２２　心理护理　精神疾病不光要靠药物来维持正
常的精神状态，心理护理也很重要［５］，良好的护患关系

是进行有效心理干预的基础。护士要主动接近患者，

经常与患者谈心，充分运用沟通技巧，鼓励患者说出心

中的烦恼，及时加以疏导和干预，用科学知识帮助患者

解决问题，以减少不良情绪对糖尿病病情及治疗的影

响。鼓励患者参加娱乐活动，引导患者把精神和注意

力转向外界。同时积极争取患者家庭成员的支持配

合，消除患者的无助感，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１２３　药物护理　糖尿病的治疗目标是通过降低血
糖来减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６］。精神病患者大都自

知力不全，治疗依从性较差，护理人员应熟悉各类降糖

药的特性及用法，指导患者按时、按量服药，等到患者

服下药物后仔细检查其口腔、手、水杯等处，做到看服

下肚，防止藏药、漏服药，以免影响疗效。对无自知力

拒绝服药患者，设立专人发放［７］。监测血糖、尿糖，协

助医生调整药物剂量，确保用药安全。

１２４　健康教育　糖尿病健康教育不仅是治疗的一
部分，它本身就是一种治疗［８］。在精神症状控制稳定

的情况下，通过群体或个体指导相结合的方法，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患者介绍糖尿病的基本知

识，如糖尿病的发病、症状、治疗，降糖药的服用方法，

发生低血糖反应的临床表现及处理措施等，使患者对

精神病以及糖尿病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加强自我管理，

主动向医护人员反映自身病情变化，配合治疗，达到满

意控制血糖，以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１２５　运动锻炼　运动锻炼是糖尿病治疗的基本措
施之一。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取，增加热

量消耗、利于减轻体重，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减

少降糖药物用量［９］。适当的运动使患者糖代谢状态得

到改善，使机体血糖水平明显降低［２］。根据患者的年

龄及个人爱好和医院的实际条件，指导患者选择适合

自己的运动项目，如打太极拳、慢跑、散步、跳舞、做广

播操、打乒乓球等，每天坚持锻炼的时间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避免剧烈运动，以不疲劳为宜，要循序渐进，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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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恒，以促进病情稳定，恢复健康。

１２６　预防并发症的护理
１２６１　预防感染　加强生活护理，尤其注意皮肤护
理。受精神症状的影响，许多病人又是长期反复住院，

生活懒散、被动，糖尿病可使机体抵抗力下降，皮肤常

干燥发痒易感染。护士必须督促或协助患者做好生活

护理，定期帮助病人洗澡更衣，修剪指（趾）甲，检查皮

肤有无破损，如发现局部皮肤有破损应立即用红霉素

软膏外涂，无菌纱布覆盖，预防感染发生。同时还要注

意足部的保护，不要穿太紧的鞋，动态观察足部皮肤颜

色的变化，检查有无水肿、皮损、脚病等，防止糖尿病足

的发生。加强卫生知识宣教，早晚各刷牙一次，保护牙

齿，训练其生活自理能力，协助患者戒烟以减少呼吸道

感染［１０］。

１２６２　预防不良反应　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的常
见症状，但严重时出现意识丧失，若不及时抢救可致死

亡［１１］。精神病患者反应迟钝、不能及时准确描述躯体

不适，导致低血糖早期症状未被及时发现而出现低血

糖昏迷。因此，护理人员在给患者服用降糖药时，要掌

握剂量和时间，仔细观察患者的症状表现，询问有无不

适主诉，防止意外发生，尤其在夜间应提高警惕［１２］。

如患者出现头晕、心慌、饥饿、出汗、意识模糊等症状，

提示发生低血糖，应立即扶上床平卧，及时给食用糖

果、蛋糕等甜食，或喝糖水，严重者立即静点或推注

１０％葡萄糖。

２　结　果
　　通过以上综合护理措施，３５例患者均未发生并发
症。空腹血糖维持在 ４．０～６．１ｍｍｏｌ／Ｌ２９例
（８２．９％），空腹血糖维持在 ６．１～７．０ｍｍｏｌ／Ｌ４例
（１１．４％），空腹血糖在 ７．２ｍｍｏｌ／Ｌ及以上 ２例
（５．７％）。３０例（８５．７％）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空腹血糖得到有效控制，２８例（８０％）患者能正确认识
和对待糖尿病，２例（５．７％）患者饮食控制不良，藏食、
偷食，空腹血糖控制不理想。

３　讨　论
　　精神疾病是在理化、生物、心理社会因素作用下，
导致大脑功能紊乱，产生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精神

活动障碍的疾病［１３］。糖尿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终

身性疾病，如不能良好控制血糖，可引起多种并发症。

国外研究认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１５．８％，大约为正常人的４倍。精神病患者进食热量
高、活动减少、烟草依赖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易导致肥

胖，以及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影响糖脂代谢，是糖尿

病的危险因素［１４］。由于２种疾病均需遵医嘱长期治
疗（如对药物治疗、饮食控制、运动锻炼不配合等），患

者极易出现依从性差，导致糖尿病加重。因此，制定行

之有效的护理计划，可以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

发展。从本文结果来看，经过有计划的护理，患者自我

管理能力有所提高，空腹血糖水平得到改善。充分说

明，对于合并糖尿病的精神病人来说，除了保持稳定的

精神症状外，还要进行有效的饮食控制、适当的体育锻

炼、心理护理、基础护理、健康教育等综合护理措施，让

精神病患者对糖尿病形成比较客观、正确的认识，提高

保健意识，对控制或降低血糖，延缓糖尿病慢性病变的

发展，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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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品管圈活动在 ＩＣＵ人工气道管理中的作用
郭学珍，方敏，邓春艳，马小芳，张浩明

摘要：目的　探讨在ＩＣＵ人工气道管理中开展品管圈活动的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１０月在重症医学科
建立人工气道进行治疗的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２组，观察组６０例实行品管圈工作模式，对照
组６０例按常规模式干预，比较２组患者人工气道的堵管率、非计划拔管率及对 ＩＣＵ护理工作满意度情况。结
果　观察组患者人工气道的堵管率、非计划拔管率和对ＩＣＵ护理工作满意度分别为８．３３％、１０．００％和８８．３４％，
与对照组的２３．３３％、１８．３３％和７３．３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品管圈活动在预防人工
气道堵管及非计划拔管方面效果明显，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对ＩＣＵ护理工作满意度。
关键词：品管圈活动；ＩＣＵ；人工气道；护理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２４０２

　　随着危重症医学事业的迅速发展，人工气道的建
立在临床上的应用日益重要［１］。人工气道是为保证气

道通畅而将导管经鼻／口或气管切开插入气管内，在生
理气道与空气或其他气源之间新建立的气体通道，它

对于保证患者的急救效果有着较高的临床价值［２］。传

统的人工气道管理存在着堵管率、非计划拔管率等不

良反应发生率高等缺陷。品管圈（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ｉｒ
ｃｌｅ，ＱＣＣ）是指工作性质相近或相关的人共同组成一
个圈，本着自动自发的精神，运用各种改善手法，启发

个人潜能，透过团队力量，结合群体智慧，持续从事各

种问题的改善，使每位成员有参与感、满足感、成就感，

从而认识到工作的意义和目的［３－４］。我科自２０１２年３
月开展品管圈活动对人工气道患者进行管理以来，取

得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１０月在我科建立人
工气道进行治疗的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２组。对照组６０例按常规模式干预，其中男性２８
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２２～６８岁，平均（４８．６±３．２）岁，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２３例，高中２５例，大专及以上
１２例。患者中脑外伤１５例，脑出血２８例，重症肌无
力５例，呼吸衰竭８例，其他４例，建立人工气道时间
９８．５～６３８．５ｈ，平均（３７２．８±１６．２）ｈ。观察组６０例
实行品管圈工作模式，其中男性３０例，女性３０例，年
龄２１～６９岁，平均（４７．９±２．８）岁，文化程度：初中及
以下２５例，高中或中专２２例，大专及以上１３例。患
者中脑外伤１８例，脑出血２６例，重症肌无力６例，呼
吸衰竭５例，其他 ５例，建立人工气道时间 １０２．５～
６１７．５ｈ，平均（３７６．５±１５．８）ｈ。２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学历、病种及建立人工气道时间方面相比，均 Ｐ＞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获得本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家属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除进行疾病方面的对症护理

作者单位：４４２０００湖北省十堰市，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通讯作者：郭学珍，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ｂａｏｙｉｇｏｄｆｒｅｄ＠１２６．ｃｏｍ

外，主要进行常规的临床治疗和护理干预，主要包括抗

炎、肺通气功能监测、雾化吸入、吸痰等措施，密切观察

患者的通气情况等。观察组则在上述治疗和护理的基

础上开展品管圈活动，由参与护理上述患者的所有护

理人员组成气道管理小组，此小组成员定期对近期人

工气道管理的综合情况进行评估，制定下一步护理工

作的重点，解决平时气道护理工作中发生的不良情况，

对护理过程中的护理细节提出建议并共同评估其可行

性，探讨其进一步的优化措施，最终使对患者的护理效

果达到最佳化［５］。

１３　观察指标　待患者转出ＩＣＵ时，统计患者人工气
道的堵管情况、非计划拔管情况，并由患者家属填写本

科根据临床经验及参考文献自行设计的护理工作满意

度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对ＩＣＵ工作
的建议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调查等部分。问卷当场回

收，共发放问卷１２０份，回收１２０份，回收率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
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人工气道堵管情况及非计划拔管情况
比较　见表１，观察组人工气道的堵管率及非计划拔
管率分别为 ８．３３％和 １０．００％，均低于对照组的
２３．３３％和１８．３３％（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明开展品管圈活动可以降低患者人工气道的堵管率和

非计划拔管率。

表１　２组建立人工气道进行治疗的患者人工气道堵管
情况及非计划拔管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堵管情况 非计划拔管情况

观察组 ６０ ５（８．３） ３（１０．０）
对照组 ６０ １４（２３．３） １１（１８．３）
χ２值 ５．１ 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对 ＩＣＵ护理工作满意情况比较　见表
２，观察组患者对 ＩＣＵ护理工作满意度高达８８．３４％，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３．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
明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患者对ＩＣＵ护理工作满意情况有
所提升。 （下转第８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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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１例胃浆细胞瘤失血性休克的护理体会
林芳琴，杨飞英

关键词：髓外；浆细胞瘤；手术；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７３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２５０２

　　浆细胞肿瘤是单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性疾病。按
照 ＷＨＯ分类，浆细胞肿瘤被分为浆细胞骨髓瘤
（ＭＭ）、骨孤立性浆细胞瘤（ｓｏｌｉｔａｒｙｐｌａｓｍａｃｙｔｏｍａｏｆ
ｂｏｎｅ，ＳＰＢ）和髓外浆细胞瘤（ｅｘｔｒａｍｅｄｕｌｌａｒｙｐｌａｓｍａｃｙｔｏ
ｍａ，ＥＭＰ）［１］。髓外浆细胞瘤指原发于骨髓造血组织
以外的浆细胞肿瘤，是恶性单克隆浆细胞病变中较为

罕见的一种，占全部浆细胞肿瘤的 ５％ ～１０％。ＥＭＰ
可发生于任何髓外组织或器官，其中约８０％发生在上
呼吸道，胃肠道约占１０％［２－４］。本例髓外浆细胞瘤发

生在胃，瘤体直径１５ｃｍ×１２ｃｍ，侵出胃壁侵犯周围组
织，术后并发症多，病程凶险，护理报道较少，现将本科

收治的１例结合相关文献复习报道如下。

１　病例介绍
　　患者，男，７９岁，汉族，农民，因进食后梗噎感１月
余伴剑突下隐痛，于２０１３年４月入院。入院查体：体
温３６．２℃，脉搏７５次／ｍｉｎ，呼吸２０次／ｍｉｎ，血压１３０／
８６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全身浅表淋巴结
无肿大，扁桃体无肿大，副鼻窦有压痛，两肺呼吸音清，

腹软，全腹无明显压痛，无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

鸣音正常。入院后胃镜提示“胃体贲门部癌”，病理提

示“符合浆细胞瘤”，腹部ＣＴ提示“胃贲门部至胃小弯
占位，首先考虑胃癌伴胃小弯旁多发淋巴结肿大”，头

颅、胸部ＣＴ未见明显异常。
入院后行骨髓活检未见明显肿瘤细胞。４月 ２９

日开始解黑便多次，精神软弱，感乏力明显，急查血常

规血红蛋白由入院时的１２７ｇ／Ｌ下降至６８ｇ／Ｌ，红细
胞比容由０．３７下降至０．２０，考虑消化道出血，经输
血、止血治疗后出血暂时得到控制。２ｄ后再发出血，２
ｈ内解黑便４次，量约６００ｇ，血红蛋白进行性下降，考
虑患者持续活动性消化道出血。急诊行剖腹探查术，

术中见肿瘤位于胃底后壁贲门处，约１５ｃｍ×１２ｃｍ，侵
出胃壁，后方侵犯胰腺体尾部及横结肠系膜、右肾上

腺、膈肌角，肿瘤累及食道下段，胃腔、小肠大肠肠腔内

均有大量积血。行全胃切除 ＋胰腺体尾 ＋脾脏切除，
食管空肠 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中患者血压一直偏低，
创面渗血严重，小便呈血性。术中输红细胞７．５Ｕ，血
浆８４０ｍｌ，术后送 ＩＣＵ监护治疗。术中诊断：胃肿瘤
（浆细胞瘤），上消化道大出血。血压在生理盐水 ３２
ｍｌ＋多巴胺针１８０ｍｇ微泵静推，以２～２０ｍｌ／ｈ维持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
院）胃肠外科

通讯作者：杨飞英，Ｅｍａｉｌ：０５７５ＣＪＭ＠１６３．ｃｏｍ

下，波动在（１０６～１０８）／（５０～５７）ｍｍＨｇ。术后诊断：
胃浆细胞瘤，上消化道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失血

性休克，凝血功能障碍，急性肾损伤，急性呼吸衰竭），

失血性贫血。经积极抗休克、纠正凝血。对症支持治

疗，术后第２天血压平稳撤多巴胺针，呼吸锻炼后停机
械通气、拔除气管插管后转普通病房，继续抗感染、对

症支持治疗，加用肠内营养滴注。５月２０日再次骨髓
活检未见明显肿瘤细胞，２１日腹部拆线后出院休养。
６月１８日ＰＥＴＣＴ检查发现术区周围及肠系膜间隙多
发淋巴结肿大伴ＦＤＧ代谢异常升高，首先考虑转移灶
可能，纵隔及双侧肺门淋巴结肿大，ＦＤＧ代谢异常升
高。ＰＤ方案化疗（硼替佐米针２．７ｍｇｄ１，８，１５，ＤＸＭ２０
ｍｇｄ１～２，８～９，１５～１６）化疗４周期，目前访视无阳性体征。

２　护理方法
２１　术前护理　①加强病情观察。消化道出血期间
密切观察患者全身状况，包括意识、表情、生命体征、皮

肤色泽及温度、便血量及尿量［５］，注意是否有精神紧

张、烦躁不安、面色苍白、脉搏细速、皮肤湿冷、呼吸浅

速等休克早期表现，有无呕血导致窒息发生。活动性

出血时每１０～３０ｍｉｎ测量Ｐ、Ｒ、ＢＰ一次，留置导尿，准
确记录各项指标，掌握病情动态变化，发现异常及时报

告医生并协助处理。②加强心理护理。由于患者缺乏
对出血的心理准备，容易出现紧张、恐惧心理，特别是

对死亡的恐惧。本例患者在术前４ｈ便血时就已向家
属交待身后事宜，所以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非常重要。

我们的体会是在出血间歇期做心理护理工作，患者不

仅容易接受，而且可以增强治疗信心，消除紧张恐惧，

防止高度紧张诱发或加重出血。医护人员除适时做好

病情解释外，鼓励家属陪护，及时传递正面消息，使其

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③输液护理。抢救失血性休克
首先的治疗是大量输血、补液，才能保证有效循环血

量，也是纠正休克引起的组织低灌注和缺氧状态的关

键。建立两条以上静脉通路，快速输液输血［６］。本例

患者建立３条静脉通路，一路输血，一路微泵静推生长
抑素，另一路为其他液体输入。输液同时密切观察患

者面色、呼吸及咳嗽、咳痰情况，预防急性肺水肿发生。

④饮食护理。少量出血时给予温凉流质，同时予冰 ＮＳ
１００ｍｌ＋去甲肾上腺素１６ｍｇ分次口服。大出血时禁
食禁饮，同时积极做好急诊手术准备。

２２　术后护理　①一般情况观察及护理。密切观察
患者的血压、脉搏、呼吸、体温、尿量等生命体征变化，

检测中心静脉压、血氧饱和度、肢端温度、凝血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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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液颜色、量、性质、切口渗血等情况。术后生命体

征不稳定时取平卧位，呼吸机治疗时保持气道通畅，及

时清除痰液，生命体征平稳后取半卧位，鼓励患者床上

活动，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发生。保持中心静脉通路及

各引流管路通畅，注意倾听患者主诉。②活动性出血
的观察及护理。观察胃管、腹腔引流管的引流量，若胃

管、腹腔引流管持续引出新鲜血性液体，１ｈ引流量大
于２００ｍｌ［７］；观察有无面色苍白、脉搏细速、四肢湿冷
及原因不明的低血压征象；观察血常规检测红细胞计

数、血红蛋白数、红细胞比容等进行性下降，凝血酶原

时间进行性延长，检测结果进行动态分析。③观察重
要脏器功能。因患者术后有多脏器功能衰竭、失血性

休克、ＤＩＣ，导致心、肺、肝、肾等脏器功能受损。因此，
患者撤呼吸机后继续给予常规吸氧５～７ｄ，增加重要
器官的供氧量，利于组织再生和修复。术后常规进行

心电监护，及早发现血液动力学变化。保留 ＣＶＣ导
管，根据血液检测报告及时输注抗生素、血液制品、肠

外营养液等［８］。肠蠕动恢复后进行肠内营养液滴注，

拔除胃管后早期进食流质，保护胃肠黏膜屏障功能，防

止肠道细菌移位，观察患者肠道功能恢复情况，有无消

化道出血发生。④加强基础护理。做好口腔、皮肤、尿
管护理，保证各引流管引流通畅，预防感染发生。⑤加

强出院后随访工作。浆细胞肿瘤患者的５年生存率约
５０％～７０％，治疗后的中位生存期为６～８年，浆细胞
肿瘤常于２年内转化为多发性骨髓瘤，故术后及化疗
后应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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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建立人工气道进行治疗的患者对ＩＣＵ

护理工作满意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６０ ４３（７１．７） １０（１６．７） ７（１１．７）
对照组 ６０ ３２（５３．３） １２（２０．０） １６（２６．７）
χ２值 ５．３
Ｐ值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品管圈活动可以有效预防人工气道管理中的不
良事件　人工气道的建立可保证危重症患者呼吸道通
畅，挽救患者的生命，是急救常用措施。它的堵塞或是

意外脱出会加重患者病情，延长入住ＩＣＵ时间，甚至危
及患者生命［６］。品管圈活动使小组成员认识到在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大家的积极努力来预防和纠

正的［７］，可以通过找出一种科学的方法来有针对性地

进行解决［８］。本研究中采用品管圈工作模式的实验组

患者人工气道堵管率及非计划拔管率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这充分说明开展品管圈活动可以有效的预防此类

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了护理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小组成员内部之间的凝聚力。

３２　品管圈活动可以提高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　患者对医疗护理不满意是导致医疗纠纷的主要因
素，如果从各方面增加患者的满意度，就可以减少医疗

护理纠纷的发生［９］。品管圈活动的开展，可以及时发

现并处理当前患者主要的意见，以最快的反应给予患

者满意的答复，不但将可能发生医疗纠纷的风险降到

了最低，同时也提高了患者对 ＩＣＵ医务人员的信任度
及满意度。本研究中观察组８８．３４％的满意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的７３．３％，说明开展品管圈活动可以显著提
升患者对ＩＣＵ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与周凯云等［１０］的研

究结果“开展品管圈活动有效地提高了护理工作质量

和患者对护士服务的满意度”相一致，再次印证了开展

品管圈活动的意义所在。

总之，在ＩＣＵ人工气道管理过程中开展品管圈活
动，不仅提升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风险，提高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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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剖宫产术中单次使用头孢唑啉预防感染的疗效分析
王银雪，夏胜男，徐世维，程文君，骆爱武，朱燕飞，申屠飞兰

摘要：目的　探讨剖宫产围手术期应用抗菌药物预防感染的有效、合理的用药方案。方法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在永康市妇幼保健院行剖宫产的产妇２１２６例，随机分为Ａ、Ｂ、Ｃ３组，分别给予不同的给药疗程，Ａ组
于术中断脐后静脉应用头孢唑啉２．０ｇ；Ｂ组术中断脐后静脉应用头孢唑啉２．０ｇ，术后继续使用头孢唑啉２．０ｇ
静滴，２次／ｄ，共４８ｈ；Ｃ组术中断脐后静脉应用头孢唑啉２．０ｇ，术后继续使用头孢唑啉２．０ｇ静滴，２次／ｄ，共７２
ｈ。比较３组的临床疗效和经济学指标。结果　３组孕妇切口感染的发生率、术后最高体温均无明显差别（Ｐ＞
０．０５）；Ａ组西药费较Ｂ、Ｃ组下降（Ｐ＜０．０５），术后住院天数方面较Ｂ、Ｃ组明显缩短（Ｐ＜０．０５）。结论　剖宫产
术中钳夹脐带后单次使用头孢唑林２．０ｇ静滴预防感染疗效确切，方便经济，值得推广。
关键词：剖宫产术；围手术期；单次；头孢唑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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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作为解决难产、抢救产妇和胎儿生命的一
种有效措施，目前被广泛使用，近年来我国剖宫产率一

直居高不下。基于多年的推广，剖宫产围手术期预防

性应用抗生素目前已成为预防术后感染的常规。但如

何合理的使用抗生素，既达到预防术后感染的目的，又

避免抗生素滥用，仍是目前产科医师所面临的难题。

本文对剖宫产术中采用不同疗程应用头孢唑啉预防感

染的效果进行比较，以期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

指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２月在我
院行剖宫产的产妇 ２１２６例，纳入标准：年龄 １８～４０
岁、孕周３６～４０周、术前２次体温正常、无心肺肝肾病
史。排除标准：合并有妊娠期糖尿病、贫血（血红蛋白

＜１００ｇ／Ｌ）、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等妊娠合并症及并发
症；手术前已存在盆腔炎、绒毛膜羊膜炎等炎症；胎膜

早破超过２４ｈ以上；手术时间超过３ｈ，或术中失血量
超过１５００ｍｌ者；对 β内酰胺类过敏者。本研究经浙
江省永康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在受试者

知情同意原则下进行。

１２　分组与用药方案　将符合标准的孕妇随机分为
３组，研究组Ａ（９８０例）：在钳夹脐带后立即静脉应用
第一代头孢菌素头孢唑啉２．０ｇ，３０ｍｉｎ内滴完。对照
组Ｂ（５６１例）：在钳夹脐带后立即静脉应用头孢唑啉
２．０ｇ，术后继续使用头孢唑啉２．０ｇ静滴，２次／ｄ，共
４８ｈ。对照组Ｃ（５８５例）：在钳夹脐带后立即静脉应用
头孢唑啉２．０ｇ，术后继续使用头孢唑啉２．０ｇ静滴，２
次／ｄ，共７２ｈ。头孢唑啉均用０．９％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
稀释。３组产妇在进入手术室前即刻备皮，手术中均
不使用抗菌药物冲洗切口。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术后最高体温；②切口感染：切口
有红、肿、热、痛，或有脓性分泌物，裂开；③西药费；④
抗菌药物费用；⑤住院天数；⑥药物不良反应。

基金项目：浙江省永康市科技局重点科技项目（２０１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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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多组间
差异性检验采用方差分析，并做两两比较；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３组产妇基本情况比较　Ａ、Ｂ、Ｃ组平均年龄分
别为２７．５４±１０．７０、２７．７９±１３．５１、２７．１１±４．９０，３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０．６３１，Ｐ＝０．５３２）。分娩前
体重指数≥２５者比例３组分别为２１．４３％、２２．２８％、
２０．５１％，３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５３，Ｐ＞
０．０５）。３组产妇剖宫产术前未临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８０％、３１．０２％、３２．８２％，３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２．３７，Ｐ＞０．０５）。３组产妇胎膜早破的发生率分
别为４．３２％、５．１０％、４．８５％，各组之间无差别（χ２＝
０．６０，Ｐ＞０．０５）。
２２　３组术后最高体温、切口感染发生率、西药费、抗
菌药物费用、住院天数、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Ａ、Ｂ、Ｃ３
组术后最高体温分别为（３６．９８±０．２２）℃、（３６．９７±
０．２０）℃、（３７．００±０．２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２．９８０，Ｐ＞０．０５）。３组均有５例产妇发生切口感染，
感染率分别 ０．５１％、０．８９％、０．８５％，３组间无差别
（χ２＝０．９９６，Ｐ＞０．０５）。３组产妇术后平均住院天数
分别为（５．６９±０．６１）ｄ、（５．８８±０．６０）ｄ、（５．９６±
０．６４）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１．５３０，Ｐ＜０．０５）。
在西药费和抗菌药物费用的比较上，Ａ组所花费用也
较其他２组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组均未
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具体见表１。

３　讨　论
　　正常情况下，妇女子宫下段内无细菌生长，而子宫
颈部位则存在有大量细菌，妊娠妇女随着月份增加、分

娩发动、宫颈扩张、手术创伤等因素的存在，可使机体

原有的防御功能受到破坏，原存在的潜在致病菌可因

为条件的改变而大量繁殖导致内源性感染。妊娠和正

常分娩通常不会给产妇增加感染的机会，只有在机体

免疫力、细菌毒力和细菌数量３者之间的平衡失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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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增加产褥感染发生［１］。剖宫产作为一种有创操作

可增加感染的发生率，郑国英［２］报道剖宫产术后感染

率为２．８２％。本研究中，剖宫产术后切口感染发生率
为０．７１％（１５／２１２６）。

表１　３组行剖宫产产妇各指标比较结果

组别 例数 术后住院天数 西药费（元） 抗菌药物费用（元） 最高体温（℃） 切口感染（ｎ，％）

Ａ组 ９８０ ５．６９±０．６１ ５２８．５７±１９６．９５ ７．２０±０．００ ３６．９８±０．２２ ５（０．５１）
Ｂ组 ５６１ ５．８８±０．６０ ５６１．３５±２５０．２８ ２８．８０±０．００ ３６．９７±０．２０ ５（０．８９）
Ｃ组 ５８５ ５．９６±０．６４ ５７４．３５±２６７．０１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２８ ５（０．８５）
Ｆ值／χ２值 ４１．５３０ ８．０４３ １７４．８１０ ２．９８０ ０．９９６ａ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两两比较Ｐ值 Ａｖｓ．Ｂ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Ａｖｓ．Ｃ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Ｂｖｓ．Ｃ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为χ２值。

　　依据外科手术切口的分类标准，剖宫产手术属于
清洁－污染切口手术，其感染病原菌以切口皮肤表面
的革兰氏阳性球菌和深部组织中存在的革兰氏阴性杆

菌和厌氧菌为主。大量研究表明，病原菌造成感染必

须有一个在感染部位的定植、繁殖过程，病原菌入侵４
ｈ内是有效预防用药的关键期［３］。因此，围手术期预

防性的应用抗菌药物，可降低剖宫产术后切口感染的

发生［４］。有文献报道，２９３２例剖宫产术中首剂规范短
程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后，切口感染的发生率为１．００％；
而２８２４例剖宫产术后长疗程应用抗生素的，切口感染
发生率为３．２９％［５］；莫菊琴［６］报道，围手术期预防性

使用抗菌药物，短疗程者感染发生率１．３１％，长疗程者
可达１１．４７％。本研究中，３组产妇切口感染的发生率
分别为０．５１％、０．８９％、０．８５％，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目前，病原菌的耐药性变异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抗生素不合理的使用更是加快了细菌耐药产生的

速度［７－８］。为规范剖宫产手术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

菌药物的管理，减少细菌耐药的发生，促进合理用药，

降低医药费用，２００９年卫生部医管司发布了《剖宫产
手术围手术期预防用抗菌药物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

见稿）》，其中规定：择期剖宫产手术首选第一代头孢菌

素作为预防用药，在疗程上应短程用药，用药时机一般

应选择在钳夹脐带后立即静脉应用。以上所述为剖宫

产术中断脐后短程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了理论上、政策

上和循证医学方面的支持。但在实际的应用中，因多

种因素的影响，如临床医生用药习惯、用药理念、害怕

万一感染而出现医疗纠纷等，往往不能依据《细则》用

药，特别是在用药疗程上，常常存在用药疗程过长的现

象。通过采用一些干预措施，如宣教、培训、监督检查

以及行政手段等，可以有效提高临床医师合理使用抗

生素的依从性［９－１０］。

头孢唑啉是第一代头孢菌素，抗菌谱广，对不产青

霉素酶和产青霉素酶的革兰阳性球菌有良好抗菌活

性，对大肠杆菌及革兰氏阴性杆菌亦有明显作用。静

脉注射后，在肝、肾、脾、肺等器官分布，在胆汁、胸腹水

中均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有效浓度，在体内几乎不被

代谢分解，最终以活性状态从尿中排除，故常作为术前

预防用药，预防术后切口感染。由于该药可以通过胎

盘屏障，胎儿血药浓度为母体血药浓度的７０％～９０％，
因此用药时机宜选择术中断脐后开始使用。本研究

中，我们选择头孢唑啉，分别给以 ３种不同的给药疗
程，观察其预防切口感染的效果。根据我们的研究结

果显示，剖宫产术中断脐后单次给予头孢唑啉与术后

４８ｈ、７２ｈ持续用药相比，切口感染的发生率、术后最
高体温均无明显差别；而在西药费、抗菌药物费用、术

后住院天数方面却明显缩短。因此，对于无明显感染

及易感因素的剖宫产术（包括择期剖宫产和急诊剖宫

产），使用４８ｈ或７２ｈ的抗菌药物并不能减少术后切
口感染的发生，反而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手术部

位感染的控制与多种因素相关，如术前１ｄ沐浴、术前
备皮、术中严格无菌操作、手术的精细操作等。在严格

无菌操作的前提下，剖宫产术中钳夹脐带后单次使用

头孢唑林２．０ｇ静滴预防感染，因无药物积蓄，可降低
药物的不良反应，避免耐药性的产生，既可达到预防手

术感染的目的，又能防止抗菌药物滥用的后果，降低抗

菌药物的费用，降低新生儿哺乳风险，优化有限的卫生

资源，改善卫生部门的社会形象，具有良好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充分贯彻了卫生部关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

项整治活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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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感染依从性研究［Ｊ］．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２１）：１７６６
１７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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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伴罗 －阿氏窦穿孔５例误诊分析
邓海山，徐小平，冯跃，马吉泉

摘要：目的　提高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伴罗－阿氏窦穿孔术前确诊率和治愈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５例误诊的
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伴罗－阿氏窦穿孔病例的临床资料。误诊为十二指肠穿孔２例，胃穿孔１例，急性胰腺炎１
例，急性阑尾炎１例，２例先保守治疗后再手术探查，３例入院后急诊手术。术中均发现胆囊水肿及胆囊附近区域
有胆汁积聚，未见胆囊坏疽及穿孔，胆囊内无结石。４例行一期胆囊切除术；１例行一期胆囊造瘘，二期胆囊切除
术。结果　５例患者均治愈。结论　对于不明原因的急性腹膜炎积极行超声检查和腹腔穿刺能提高急性非结石
性胆囊炎伴罗－阿氏窦穿孔的确诊率。积极剖腹探查和术中选择个体化的手术方式能提高其治愈率。
关键词：非结石性；胆囊穿孔；误诊；胆囊罗－阿氏窦（Ｒｏｋｉｔａｎｓｋｙ－Ａｓｃｈｏｆ）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２９０２

　　胆囊罗 －阿氏窦（ＲｏｋｉｔａｎｓｋｙＡｓｃｈｏｆ）穿孔是一种
特殊的胆囊穿孔形式，而由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引起

的少之甚少，术前不易确诊，术中因找不到穿孔部位而

反复探查胆道和消化道，延长了手术的时间，增加了不

必要的操作，加重了手术者的心理负担。我院１９９３年
２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收治经手术证实的急性非结石性胆
囊炎伴罗－阿氏窦穿孔５例，术前均误诊，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５例，男性３例，女性２例；年龄
３１～７３岁，平均４７．８岁。既往有胆囊炎病史３例，胃
溃疡病史１例。就诊时５例均有明显腹痛，其中右上
腹疼痛２例，中上腹疼痛２例，右下腹疼痛１例；伴有
发热４例；恶心呕吐３例；腰背部疼痛３例；腹胀２例；
巩膜轻度黄染２例；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和Ｃ反应
蛋白增高５例；ＡＬＴ或ＡＳＴ增高３例；血淀粉酶轻度升
高１例。５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压痛、反跳痛和肌紧张
等腹膜炎症状。术前４例行 Ｂ超检查，均提示腹腔少
量积液，３例提示胆囊炎伴胆囊肿胀，１例因肠道气体
干扰显示不清。３例行腹腔穿刺，均穿刺出胆汁样液
体。术前误诊为十二指肠穿孔２例，胃穿孔１例，急性
胰腺炎１例，急性阑尾炎１例。
１２　治疗方法　２例先行保守治疗，即抗炎、胃肠减
压，后再手术探查。３例入院后即行急诊手术。术中
均发现胆囊水肿，未见胆囊坏疽及穿孔，胆囊内亦无结

石。腹腔内有胆汁１００～３５０ｍｌ。反复探查空腔脏器
均无穿孔，胰腺无水肿及炎性渗出物，阑尾无化脓。

２　结　果
　　４例行一期胆囊切除术；１例行一期胆囊造瘘，术
后３个月再次行胆囊切除术，５例均获痊愈。５例病例
切除的胆囊均送病理检查，病理回报描述为：胆囊明显

水肿，浆膜面局部黄染，于黄染处可见直径约０．５ｍｍ
大小的穿孔，沿穿孔处剖开，胆囊内见较粘稠的胆汁淤

积，冲净胆汁，胆囊内壁呈天鹅绒样，但较粗糙，于穿孔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００浙江省嘉兴市武警医院肝胆外科
通讯作者：邓海山，Ｅｍａｉｌ：ｄｈｓ６２２８４７５１１１＠ｓｏｈｕ．ｃｏｍ

处取材。镜下见胆囊壁明显水肿，少 －中量炎细胞浸
润，以淋巴细胞为主，可见少量中性粒细胞。穿孔处可

见上皮黏膜陷入囊壁内，深达浆膜。病理诊断：胆囊

罗－阿氏窦穿孔，慢性胆囊炎伴急性发作。

３　讨　论
３１　病理学基础　在解剖学上胆囊罗 －阿氏窦的形
成多是由于胆囊慢性炎症在修复的过程中，上皮黏膜

陷入囊壁内的固有膜或肌层，形成深在性小囊腔。当

胆囊发生急性炎症或梗阻时，导致胆囊壁水肿、胆囊内

压力升高而发生穿孔，进而胆汁溢出引起腹膜炎。而

这种罗－阿氏窦所致的穿孔由于其穿孔处内衬黏膜上
皮，所以，此处的炎症不明显，术中不易找穿孔位置。

此类穿孔是胆囊穿孔的一种特殊形式，发病率较低，文

献报道也比较少，其临床症状与许多急腹症的表现相

似，术前确诊也比较困难［１］。本组病例均无胆囊结石

合并梗阻，以致于出现术前误诊，分析原因可能与以下

因素有关［２－３］：①胆囊的解剖学因素。Ｏｄｄｉ括约肌弹
性较弱，易松弛，常发生胆汁逆流，进而发生逆行性细

菌性感染。②发生胆囊炎时，胆汁淤积导致胆囊内压
力增高，进而胆囊扩张、胆汁排空发生延迟。③胆汁排
空延迟会导致胆汁浓度升高，而高浓度胆汁会引起胆

囊上皮黏膜细胞分泌前列腺素和白介素等炎症介质，

又进一步增加胆囊水肿程度、增加胆囊的炎症反应。

３２　误诊分析　本组５例术前分别误诊为胃、十二指
肠穿孔、阑尾炎、胰腺炎疾病。误诊原因主要为［３］：①
不详细询问病史。对诱发因素、起病时间、腹痛性质、

部位及临床症状的演变询问不细致，在与阑尾炎、消化

道溃疡、胰腺炎等疾病的鉴别诊断上未能深入分析。

②过于从患者的既往史中分析此次病情的演进，忽略
细致的检查和理性思考。本组 １例既往有胃溃疡病
史，便果断的认为是胃穿孔，未进一步行腹部立位平片

检查观察有无膈下游离气体。③对临床检验结果过分
依赖。如本组１例就诊时中上腹疼痛，查血淀粉酶轻
度升高，便主观诊断为胰腺炎。如果术前仔细检查，再

结合Ｂ超等检查胰腺有无水肿、渗出，便可避免误诊。
④由于胆囊罗－阿氏窦穿孔发病较少，（下转第８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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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ＨＦＡＢＰ在早期急性心肌梗死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张文华，冯辉斌，王艳丽

摘要：目的　探讨心肌脂肪酸结合蛋白（ＨＦＡＢＰ）在早期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检测
１１１例０～３ｈ内和０～６ｈ内胸痛发作患者的血清ＨＦＡＢＰ、ｃＴｎＩ和ＣＫＭＢ水平，其中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４０例、
非急性心肌梗死（ＮＯＡＭＩ）３６例、非心源性胸痛（ＮＣＣＰ）３５例，同期选择３７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比较各组
０～３ｈ内和０～６ｈ内胸痛发作患者ＨＦＡＢＰ的表达水平，观察ＨＦＡＢＰ、ｃＴｎＩ和ＣＫＭＢ诊断ＡＭＩ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结果　０～３ｈ内和０～６ｈ内ＡＭＩ组ＨＦＡＢＰ水平表达（３８．１４±２４．１８）ｎｇ／ｍｌ和（７３．３５±５６．７３）ｎｇ／ｍｌ均
明显高于其他各组（Ｐ＜０．０１）；ＨＦＡＢＰ诊断发病３ｈ和６ｈ内 ＡＭＩ的敏感性显著高于 ｃＴｎＩ和 ＣＫＭＢ（Ｐ＜
０．０５），特异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ＨＦＡＢＰ诊断早期急性心肌梗死的敏感性优于ｃＴｎＩ和
ＣＫＭＢ，可作为一种有效诊断指标。
关键词：心肌脂肪酸结合蛋白；急性心肌梗死；心肌肌钙蛋白Ⅰ；肌酸激酶同工酶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３００２

　　急性心肌梗死（ａｃｕｔ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ＭＩ）是
一种发病率较高的急危重疾病，快速确诊 ＡＭＩ进而给
予患者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可明显降低 ＡＭＩ的致死
率，并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情况。近些年较多研究证

实心肌脂肪酸结合蛋白（Ｈｅａｒｔｔｙｐｅ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ＦＡＢＰ）可应用于ＡＭＩ的早期诊断［１－２］，故本

研究拟探讨ＨＦＡＢＰ在ＡＭＩ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例０～３ｈ内和０～６ｈ内胸痛发
作患者均为本院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期间门诊
及住院治疗患者，其中ＡＭＩ患者４０例、非急性心肌梗
死（ＮＯＡＭＩ）患者３６例，均符合相关诊断标准［３］。３５
例非心源性胸痛（ＮＣＣＰ）患者均为其他原因所致胸部
疼痛不适，同期选择３７例门诊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照
组。

１２　检测方法　分别抽取０～３ｈ内和０～６ｈ内胸痛
发作患者和对照组肘静脉５ｍｌ血液，采用微粒子化学
发光法定量检测血清 ｃＴｎＩ和 ＣＫＭＢ的表达水平，采
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一步法定量检测血清 ＨＦＡＢＰ
的表达水平。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各组０～３ｈ内和０～６ｈ内胸痛
发作患者 ＨＦＡＢＰ的表达水平，观察 ＨＦＡＢＰ、ｃＴｎＩ和
ＣＫＭＢ诊断ＡＭＩ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实验结果
予以相关分析和处理，以性别和年龄为协变量作协方

差分析，以多重比较分析各组０～３ｈ内和０～６ｈ内的
ＨＦＡＢＰ表达水平的差异性，以 χ２检验分析其敏感性
和特异性，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作者单位：４３５０００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
医院）重症医学科肾脏疾病发生与干预湖北省重点

实验室（张文华，冯辉斌）；４３００５６武汉市，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区综合外科（王艳

丽）

通讯作者：冯辉斌，Ｅｍａｉｌ：ｆｈｂ１０２２ｈｓ＠ｓｉｎａ．ｃｏｍ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ＨＦＡＢＰ表达水平比较　各组在年龄、性别
等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性别和年龄对 Ｈ
ＦＡＢＰ含量没有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５）；０～３ｈ内和
０～６ｈ内急性心肌梗死组患者 ＨＦＡＢＰ表达水平
（３８．１４±２４．１８）ｎｇ／ｍｌ和（７３．３５±５６．７３）ｎｇ／ｍｌ均明
显高于其他各组（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各组胸痛发作患者ＨＦＡＢＰ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构成

（男／女）
ＨＦＡＢＰ（ｎｇ／ｍｌ）
（０～３ｈ）

ＨＦＡＢＰ（ｎｇ／ｍｌ）
（０～６ｈ）

急性心肌梗死组 ４０ ５２．１±８．４ ２９／１１ ３８．１４±２４．１８ａ ７３．３５±５６．７３ａ

非急性心肌梗死组 ３６ ５３．２±７．８ ２７／９ ５．２４±４．１３ ８．５０±７．６４
非心源性胸痛组 ３５ ５０．６±８．７ ２５／１０ ３．８５±３．０６ ４．０７±３．２７
对照组 ３７ ５１．７±８．０ ２５／１２ ３．３５±１．５７ ３．４２±１．５３

　　注：与其他各组比较，ａＰ＜０．０１。

２２　各指标检测敏感性比较　以血浆ＨＦＡＢＰ＞１６．８
ｎｇ／ｍｌ、ｃＴｎＩ＞０．５ｎｇ／ｍｌ和ＣＫＭＢ＞４．０ｎｇ／ｍｌ为ＡＭＩ
诊断临界值，高于此值为结果阳性。ＨＦＡＢＰ对于０～
３ｈ、０～６ｈ时间段ＡＭＩ的诊断敏感性均显著高于ｃＴｎＩ
（Ｐ＝０．０３２、Ｐ＝０．０１５）和 ＣＫＭＢ（Ｐ＝０．０２３、Ｐ＝
０．０１６），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指标检测敏感性比较

时间 例数
敏感性

ＨＦＡＢＰ（％） ｃＴｎＩ（％） ＣＫＭＢ（％）
０～３ｈ １８ ６６．７（１２／１８） ２７．８（５／１８）ａ ２２．２（４／１８）ａ

０～６ｈ ４０ ８２．５（３３／４０） ５２．５（２１／４０）ａ ５５．０（２２／４０）ａ

　　注：各指标与同时间段的ＨＦＡＢＰ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各指标检测特异性比较　ＨＦＡＢＰ检测特异性
与ｃＴｎＩ、ＣＫＭＢ的检测特异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各指标检测特异性比较

时间 例数
敏感性

ＨＦＡＢＰ（％） ｃＴｎＩ（％） ＣＫＭＢ（％）
０～３ｈ １０ １００．０（１０／１０） １００．０（１０／１０） ８０．０（８／１０）
０～６ｈ ３６ ９１．７（３３／３６） ９４．４（３４／３６） ８３．３（３０／３６）

３　讨　论
　　对于临床表现主要为急性胸痛的患者，快速鉴别
诊断ＡＭＩ显得极为关键。过去急诊科医务人员主要
依靠临床症状体征、心电图检查结果以及生化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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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和排除 ＡＭＩ［４－５］，但在临床工作中可发现急性冠
脉综合征（ＡＣＳ）患者常缺乏特征性的临床症状以及心
电图改变，故难以快速予以确诊，极易导致误诊和漏诊

情况发生，最终延误患者的治疗。而目前临床诊断

ＡＭＩ的实验室生化指标主要为 ＣＫ、ＣＫＭＢ、ｃＴｎＩ及肌
红蛋白，但上述生化指标检测对起病时间在６ｈ内，尤
其３ｈ内的ＡＭＩ的诊断价值比较有限，分析原因是ＣＫ
多在起病６ｈ后才出现明显升高的现象，而 ＣＫＭＢ在
起病４ｈ后才出现明显升高的现象，而肌红蛋白由于
难以准确区分发生在骨骼肌和心肌组织的损伤，故诊

断特异性不高。

心肌脂肪酸结合蛋白（ＨＦＡＢＰ）是一种胞浆蛋白
分子，研究发现其多分布在心肌细胞的胞浆中，在健康

者的血浆和尿液中较难检测出，而当心肌细胞遭到某

些因素严重破坏时，ＨＦＡＢＰ可迅速合成和释放至血
液循环系统中，实验室检测可在短时间内发现有 Ｈ
ＦＡＢＰ的表达，且心肌的特异性相对较高［６］。有较多

研究证实，ＡＭＩ起病在１．３～３．０ｈ时间内 ＨＦＡＢＰ即
可出现显著性升高表现，起病８ｈ后血液含量可达到
最高峰，起病１２～２４ｈ时其含量可恢复至正常水平，
故ＨＦＡＢＰ可作为诊断和鉴别诊断早期ＡＭＩ的敏感性
指标［７－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０～３ｈ内和０～６ｈ内 ＡＭＩ组
ＨＦＡＢＰ水平表达均明显高于其他各组；ＨＦＡＢＰ诊断
发病３ｈ和６ｈ内ＡＭＩ的敏感性显著高于ｃＴｎＩ和ＣＫ
ＭＢ，而特异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国内外相关
研究结果相符［９－１０］。因此可知，ＨＦＡＢＰ是诊断和鉴

别诊断早期ＡＭＩ的有效实验室指标，具有较高的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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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医师对本病缺乏深入的掌握和对此病的敏感性。

在面对此类患者时，未能对病情作全面细致的分析。

另外，此类患者多为急诊就医，常因病情危、急、重而未

做全面的相关检查或未等检查结果出来便进行急诊手

术，这也是导致误诊的因素之一。

３３　诊治经验　通过对本组病例的诊治，防止本病误
诊的主要措施［４－５］有：①全面详细地收集病史和既往
史，以充分了解疾病的演进过程，防止因不适当的思考

而误入错误的思路。②认真仔细地体格检查，以对相
似的疾病进行正确的分析和鉴别。③完善术前检查，
对有腹膜炎体征又不能排除消化道穿孔、阑尾炎时，应

及时做Ｂ超、腹部立位平片等影像学检查，若发现胆囊
体积增大，腹腔积液，腹部立位平片又无膈下游离气体

应高度怀疑罗 －阿氏窦穿孔。④及时行腹腔穿刺，通
过腹腔穿刺液进行可靠的鉴别诊断。若穿刺液呈黄色

胆汁时，是诊断本病的可靠证据。⑤提高对胆囊罗 －
阿氏窦穿孔的认识。术前检查发现胆囊增大，术中见

胆囊附近区域有胆汁积聚，或伴有纤维素样渗出物，却

不含胃肠内容物残渣，周围脏器无穿孔征象者，可作出

罗－阿氏窦穿孔的诊断。
本病治疗以行胆囊切除为首选，若患者年龄大、病

情重［６－９］，或胆囊三角充血水肿及粘连严重时，可行胆

囊造瘘术，３个月后再考虑胆囊切除。本组一期胆囊
切除４例，胆囊造瘘术后二期行胆囊切除１例，效果均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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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２种方法治疗青光眼合并白内障效果比较
李剑洪

摘要：目的　观察分别采用超声乳化吸除和小梁切除术在急性原发性房角关闭和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合并白内
障中的治疗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期间笔者收治的合并有急性原
发性房角关闭和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共７６例，随机均分为Ａ、Ｂ两组。Ａ组给予超声乳化吸除，Ｂ组给予
小梁切除术。比较２组患眼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成功率、患者术后的眼压改善等。结果　Ａ组采
用超声乳化吸除术治疗急性原发性房角关闭（ａｃｕｔ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ｇｌｅ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ＰＡＣ）的成功率明显高于治疗原发性闭
角型青光眼（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ｇｌｅｃｌｏｓｕｒｅｇｌａｕｃｏｍａ，ＰＡＣＧ），χ２＝２４．３８１，Ｐ＜０．０５，而 Ｂ组采用小梁切除术治疗 ＡＰＡＣ与
ＰＡＣＧ的完全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１７６，Ｐ＞０．０５）；组间比较，２组中ＡＰＡＣ的治疗完全成功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９４，Ｐ＞０．０５），Ｂ组中ＰＡＣＧ的治疗完全成功率高于 Ａ组（χ２＝１８．６７２，Ｐ＜０．０５）。２组
患眼眼压均明显下降，术后随访一年结果显示ＡＰＡＣ患眼在２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００６５，Ｐ＞０．０５）。
而术后一年Ｂ组ＰＡＣＧ患眼的平均眼压明显低于Ａ组（ｔ＝４．７５１，Ｐ＜０．０５）。Ａ组中的视力提高情况优于 Ｂ组
（χ２＝１３．９５２，２９．６５３，Ｐ＜０．０５）。结论　超声乳化吸除术与小梁切除术在治疗 ＡＰＡＣ与 ＰＡＣＧ合并白内障中有
各自不同的优势，故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患者的实际情况、疾病类型等选择最为合适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超声乳化吸除术；小梁切除术；急性原发性房角关闭；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白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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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青光眼的危险率与患者年龄呈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重，该疾病的发病率开始出

现增加的趋势。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一旦发生通常不

会发生逆转，会逐渐引起患者的视神经发生退行性改

变，最终导致失明。急性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是眼科

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另一类急症，临床上通常被归为急

性原发性房角关闭一类，若治疗不及时亦可能导致较

为严重的后果。由于急性原发性房角关闭和原发性闭

角型青光眼多为老年患者，且常常合并有白内障，故临

床上对这类患者的治疗尚未就最适当的治疗方法达成

共识，笔者分别采用超声乳化吸除和小梁切除术进行

治疗，现将治疗相关情况作以下报道，以期为临床治疗

方法的选择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期
间笔者收治的合并有急性原发性房角关闭和原发性闭

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共７６例，随机均分为Ａ、Ｂ两组。Ａ
组中男性患者共 ５例，女性患者共 ３３例，患眼左 ２３
眼，右２１眼，患者年龄最小 ４５岁 ４月，最大 ７７岁 ３
月，平均年龄（６４．１±９．５）岁，确诊结果为急性原发性
房角关闭者共１５例，１８眼，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者共
２３例，２６眼；Ｂ组中男性患者共８例，女性患者共３０
例，患眼左２５眼，右２２眼，患者年龄最小４３岁２月，
最大７８岁７月，平均年龄（６５．６±１０．４）岁，确诊结果
为急性原发性房角关闭者共１７例，２０眼，原发性闭角
型青光眼者共２１例，２７眼。资料纳入及排除标准：①
患眼眼压不低于２２ｍｍ，超过１／２周的ＰＡＳ；②患者合
并有白内障，且视力有明显影响；③排除眼部外伤、肿
瘤等；④排除既往眼部行外科手术治疗者；⑤排除仅余
独眼者。对本资料中所有患者患眼随访均超过１年。

作者单位：３２２０００浙江省义乌市中心医院眼科

２组患者在性别比例、年龄构成以及病变种类和程度
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资料中所有
患者均被告知治疗相关情况，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

试验方法经上报医院伦理委员会论证通过后实施。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采用超声乳化吸除术。所用器
械：超声乳化主机（Ａｌｃｏｎ医疗器材有限公司，ＵＩＩ
型），人工晶体（Ａｌｃｏｎ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眼力健公
司，光学直径５．５ｍｍ）。患者入院后即开始对眼压进
行控制，控制后眼压以不超过２５ｍｍＨｇ为佳。术前
半小时以复方托品酰胺对患眼进行散瞳，每５ｍｉｎ１次
盐酸丙美卡因进行滴眼，共滴３次。分别于患眼角膜
缘３点和９点两个位置作一侧切口，将粘弹剂注入前
房内。在位于上方的角膜缘处作一隧道切口，长度大

约为３～４ｍｍ，然后将囊膜环形撕开，待核水解后利用
超声乳化吸出，在此过程中可调整灌注液的冲击方向

和力度，从而解除房角所发生的关闭或粘连状态。务

必将皮质吸尽，然后对后囊进行抛光。再次向前房注

入粘弹剂，并将人工晶体植入至合适位置。将粘弹剂

充分吸出，避免产生一过性眼高压，利用卡米可林对患

眼进行缩瞳，向辅助切口中注水，了解水密情况，可在

切口处用一棉签轻轻擦拭，观察是否发生渗漏。术后

２４ｈ观察角膜水肿情况、前房深度和炎症发生情况、人
工晶体是否发生移位以及视力、眼压等的改变情况。

术后给药，乙酰唑胺，口服，０．２５ｇ／次，３次／ｄ，连续服
用３ｄ。碘必殊滴眼液点眼，３次／ｄ，连续点眼２周。

Ｂ组：小梁切除术。采用局部麻醉，利多卡因麻醉
球周，探查上直肌并作牵引固定。作结膜瓣时基底多

位于穹窿部，作巩膜瓣时基底多位于角膜缘。结膜和

巩膜下置已预备好的丝裂霉素浸透的小绵片，５ｍｉｎ后
取出，并足量生理盐水进行冲洗。切除小梁组织，利用

粘弹剂形成前房，并对滤过量进行检测。依次缝合巩

膜、筋膜和球结膜，最后将妥布霉素与地塞米松混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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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结膜下。

１３　效果评价　治疗效果观察项目包括对各组的术
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成功率、患者术后的

最佳矫正视力等。

治疗效果标准：①治疗完全成功，在不是用降眼压
药物的情况下患眼眼压可维持在 ２１ｍｍ 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以下；②治疗部分成功，患眼需要
使用降眼压药，且１～２种即可将眼压维持在２１ｍｍ
Ｈｇ以下；③治疗失败，患眼使用超过２种降眼压药后
眼压仍超过２１ｍｍＨｇ。患眼需行进一步手术治疗［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χ２检验。等级计量资
料，采用非参数检验（Ｚ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治疗成功率情况比较　Ａ组中ＡＰＡＣ的
治疗成功率明显高于ＰＡＣＧ（χ２＝２４．３８１，Ｐ＜０．０５），Ｂ
组中ＡＰＡＣ与ＰＡＣＧ的治疗完全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０．０１７６，Ｐ＞０．０５）；组间比较，Ａ、Ｂ两组中
ＡＰＡＣ的治疗完全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００９４，Ｐ＞０．０５），Ｂ组中ＰＡＣＧ的治疗完全成功率高
于Ａ组（χ２＝１８．６７２，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眼眼压改变情况　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眼眼压改变情况（ｘ±ｓ，ｍｍＨｇ）

组别 例数
术前

ＡＰＡＣ ＰＡＣＧ
术后１年

ＡＰＡＣ ＰＡＣＧ
Ａ组 ３８ ４９．７±３．６ ３３．１±２．０ １０．７±１．９ａ １５．９±２．６ｂ

Ｂ组 ３８ ５１．０±４．２ ３５．９±２．８ １１．５±１．７ｃ １０．９±１．５ｄ

　　注：ａｔ＝３８．９４６，ｂｔ＝３８．９４６，ｃｔ＝３８．９４６，ｄｔ＝３８．９４６，均Ｐ＜０．０５。

　　从表１可以看出，经２种手术方法治疗后２组患
眼眼压均明显下降，术后随访１年结果显示 ＡＰＡＣ患
眼在２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００６５，Ｐ＞
０．０５）。而术后１年Ｂ组 ＰＡＣＧ患眼的平均眼压明显
低于Ａ组（ｔ＝４．７５１，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眼术后视力转归情况　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眼术后转归情况比较

组别 分类 视力提高 视力不变 视力下降

Ａ组 ＡＰＡＣ １６ ２ ０
ＰＡＣＧ １７ ７ ２

Ｂ组 ＡＰＡＣ ９ １０ １
ＰＡＣＧ ９ １３ ５

　　从表２可以看出，Ａ组中 ＡＰＡＣ患眼的视力提高
率为８８．８９％，ＰＡＣＧ患眼的视力提高率为６５．３８％，Ｂ
组中ＡＰＡＣ患眼的视力提高率为４５．００％，ＰＡＣＧ患眼
的视力提高率为３３．３３％。Ａ组中的视力提高情况优
于Ｂ组（χ２＝１３．９５２，２９．６５３，Ｐ＜０．０５）。
２４　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２组患者术中及
术后均未查见后囊破裂、视网膜脱离等严重并发症。

１１例患眼术后发生轻微角膜水肿，经给予相应治疗措
施后症状缓解。

３　讨　论
　　发生青光眼时过高的眼压会损伤视神经，临床上
表现为不可逆的眼盲［２］。故在诊治青光眼伴发白内障

时，首先应考虑对青光眼的病因进行纠正，从而达到降

低眼压，避免视神经损伤的目的［３］。临床上治疗青光

眼最常用的方法是行小梁切除术，该治疗方法对眼压

的控制效果较好，多数患眼能在不使用降眼压药的情

况下将眼压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ＡｕｎｇＹ等［４］统

计了新加坡最近５年行小梁切除术治疗青光眼的预后
情况，结果显示该方法的治疗成功率可达到９４．７％，
术后５年的完全控制率可达到９１．３％，而在印度进行
的一项类似研究结果表明小梁切除术治疗青光眼的远

期效果较新加坡稍差，但成功率亦超过８５％［５］。提示

小梁切除术能较好的控制患眼眼压，维持时间长且效

果稳定，其远期成功率可能与手术技巧、随访时间长度

以及人种差异等有关［６］。小梁切除术对患眼术后视力

有较大影响，有研究表明急性原发性房角关闭患眼在

术后短期内视力有好转，推测可能与手术消除了角膜

水肿有关，但增加随访时间后患眼视力即表现出下降

趋势；而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眼视力则在术后表现

为进行性下降趋势［７］。

行超声乳化吸除术联合人工晶体植入利于中央部

位前房深度的增加，早在１９４５年即有人提出行白内障
摘除术对发生闭角型青光眼的一部分病例的眼压有很

好的缓解作用［８］。ＲｏｂｅｒｔｓＨＢ等［９］早期采用超声乳化

吸除术联合人工晶体植入即达到避免虹膜粘连以及解

除由晶体所致的发生在前房角部分的狭窄。ＡｃｔｏｎＸ
等［１０］则证实在青光眼合并白内障的病例中仅应用超

声乳化吸除术联合人工晶体植入即可在术后较长时间

内将患眼眼压维持在理想的水平。有学者在术后对前

房角进行测量显示相较于治疗前而言，前房深度明显

增加，前房角增宽大约１７°，这些改变均有助于房水的
流出，从而能较好地控制眼压［１１］。同时，由于该方法

可改善已发生阻滞的瞳孔状况，故患眼的眼压降低所

需时间较短，且稳定性较好，术后不会出现由于晶状体

浑浊等因素所致的视力损伤。患眼仅需一次手术后又

用视力即可恢复至理想水平，亦可减少因多次手术所

致损伤，可有效避免发生如视网膜脱落等术后并发症。

有资料报道仅行超声乳化吸除术后患眼发生一过性眼

压升高的概率大约是联合手术的２．５倍，但这类眼压
升高通常影响较小，尚无报道因此所致明显视力或视

野受损。

从本资料结果可以看出，Ａ组采用超声乳化吸除
术治疗 ＡＰＡＣ的成功率明显高于治疗 ＰＡＣＧ（χ２＝
２４．３８１，Ｐ＜０．０５），而Ｂ组采用小梁切除术治疗ＡＰＡＣ
与 ＰＡＣＧ的完全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１７６，Ｐ＞０．０５）；组间比较，２组中 ＡＰＡＣ的治疗完
全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９４，Ｐ＞０．０５），
Ｂ组中 ＰＡＣＧ的治疗完全成功率高于 Ａ组（χ２ ＝
１８．６７２，Ｐ＜０．０５）。２组患眼眼压均明显下降，术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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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一年结果显示ＡＰＡＣ患眼在２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ｔ＝０．００６５，Ｐ＞０．０５）。而术后一年 Ｂ组 ＰＡＣＧ
患眼的平均眼压明显低于Ａ组（ｔ＝４．７５１，Ｐ＜０．０５）。
Ａ组中的视力提高情况优于 Ｂ组（χ２ ＝１３．９５２，
２９．６５３，Ｐ＜０．０５）。

综上，超声乳化吸除术与小梁切除术在治疗

ＡＰＡＣ与ＰＡＣＧ合并白内障中有各自不同的优势，故
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患者的实际情况、疾病

类型等选择最为合适的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１］　ＴａｎＡＭ，ＬｏｏｎＳＣ，ＣｈｅｗＰ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ｃｕｔ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ｇｌｅ

ｃｌｏｓｕｒｅｉｎａｎＡｓｉ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０９，３７（５）：４６７４７２．

［２］　ＲａｚｅｇｈｉｎｅｊａｄＭＲ，ＢａｎｉｆａｔｅｍｉＭ．Ｏ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ａｎｇｌｅｃｌｏｓｕｒｅ

［Ｊ］．Ｊ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ＶｉｓＲｅｓ，２０１３，８（１）：１７２４．

［３］　ＶｉａｎｎａＬＭ，ＦｒｅｉｔａｓＬＬ，ＮｏｓéＷ．Ｉｎｔｒａ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ｉｍｐｌａｎｔ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ｐｈａｃｏ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ｒｑＢｒａｓＯｆｔ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３，７６（４）：２２６２２８．

［４］　ＡｕｎｇＹ，ＭｉｎａｍｉＮ，ＳｕｚｕｋｉＴ，ｅｔａｌ．Ｎｅｗｓｉｄｅｖｉｅｗ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

ｐｏｒｃｉｎｅｅｙｅｓ［Ｊ］．ＢＭＣ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３，１３（１）：４７．

［５］　ＫｈａｎＵｔｍａｎＳＡ．Ｓｍａｌｌｅｙｅｓｂｉ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ｓ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ｂｅｓｔ

ｏ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ｎａｎ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ｅｙｅｓ［Ｊ］．ＪＣｏｌｌ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ＳｕｒｇＰａｋ，

２０１３，２３（９）：６５３６５６．

［６］　ＪｏｓｈｉＲ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ｄｒｏｐｏｆ０．５％ ｐｒｏｐａｒａｃａ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ｆｏｒｕｎ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ｃｌｅａｒｃｏｒｎｅａｌｐｈａｃｏｅｍｕ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ＡｆｒＪ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３，２０（３）：２２１２２４．

［７］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ＢｕｅｎａｇａＲ，ＡｌｉóＪＬ，ＰéｒｅｚＡｒｄｏｙＡＬ．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Ａｆｔｅｒ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Ｏ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ＰｉｇｇｙｂａｃｋＬｅｎｓ，ｏｒＬＡＳＩＫ

［Ｊ］．ＪＲｅｆ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２９（１０）：６７６６８３．

［８］　ＲｅｄｄｙＫＰ，ＫａｎｄｕｌｌａＪ，ＡｕｆｆａｒｔｈＧＵ．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ｆｅｍｔｏ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ｅｎｓ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ａｐｓｕｌｏｔｏｍｙｖｅｒ

ｓｕｓｔｈｅｍａｎｕ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Ｊ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３９（９）：１２９７１３０６．

［９］　ＲｏｂｅｒｔｓＨＢ，ＧｅｒｓｔｅＲＤ，ＲｉｖｅｒａＲＰ．Ｆｅｍｔｏ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ｓ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Ｃａｔａ

ｒａｃ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Ｖｉｓｃ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Ｊ］．ＪＲｅｆ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２３（６）：１４．

［１０］　ＡｃｔｏｎＸ，ＳｈｅＣ，ＣｈｅｎＤ．Ｂｌｕｅｌｉｇｈｔ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ｌｅｎｓｉｍｐｌａｎ

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ｓｌｅｅｐ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ＣｌｉｎＳｌｅｅｐ

Ｍｅｄ，２０１３，９（８）：７４１７４５．

［１１］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ＰＪ，ＫａｉｓｅｒＪＪ，ＳｃｈｏｅｎｅＭＪ，ｅｔａｌ．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ｓａ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Ｊ］．Ｂｉｏｍ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３，

４７（４）：３４７３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１０

（上接第７７２页）
达严格调控来诱导细胞凋亡。有研究结果提示ＴＲＡＩＬ
在癌组织中表达显著低于正常组织［１０］，目前关于

ＴＲＡＩＬ在子宫肌瘤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的研究还很少。
本实验研究发现，ＴＲＡＩＬ在子宫肌瘤中的表达显著高
于正常子宫组织，且肌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强，其

在子宫肌瘤组织中高表达，显示发生子宫肌瘤过程出

现了ＴＲＡＩＬ的增加，可能因此增加ＴＲＡＩＬ与其死亡受
体结合所诱导的凋亡，促进了肌瘤组织的增殖，参与了

子宫平滑肌瘤的发病机制。关于 ＴＲＡＩＬ受体的表达，
目前研究结果不一，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即对 ＴＲＡＩＬ
敏感的肿瘤细胞也可能表达诱骗受体，而对 ＴＲＡＩＬ耐
受的细胞也有可能表达死亡受体，因此可见 ＴＲＡＩＬ受
体系统的作用相当复杂。本实验应用免疫组织化方法

检测死亡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和诱骗受体
ＴＲＡＩＬＲ３、ＴＲＡＩＬＲ４在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子宫平
滑肌组织表达，结果显示，ＴＲＡＩＬＲ１、ＴＲＡＩＬＲ２在子
宫肌瘤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子宫平滑肌组织，

肌瘤越大阳性强度表达越强，与年龄大小无关；而

ＴＲＡＩＬＲ３、ＴＲＡＩＬＲ４在子宫肌瘤组织中的表达与正
常子宫平滑肌组织阳性表达率相似，但肌瘤越大阳性

强度表达反而越低，与年龄大小无关。子宫肌瘤组织

中死亡受体高表达，提示子宫肌瘤组织凋亡可能是由

ＴＲＡＩＬ与其高表达的死亡受体结合引起的，而诱骗受
体呈下调表达，说明子宫肌瘤组织由于缺乏诱骗受体

的保护，而易被 ＴＲＡＩＬ诱导细胞凋亡，显示细胞凋亡
在子宫肌瘤发生发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

ＴＲＡＩＬ对正常组织没有明显的细胞毒性，只是选择性
诱导肿瘤细胞调亡，因此 ＴＲＡＩＬ在肿瘤的治疗方面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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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猪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模型建立及血液学变化研究
田国标，狄长安，王艳明，金大庆，李卫民

摘要：目的　制作适合去栓治疗的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动物模型，研究模型血液学变化。方法　８０只成年猪
体外制作动物自体血凝块，采用介入方法将自体血凝块注入肠系膜上动脉，造成动脉栓塞，通过腹腔镜观察肠管

血运，观察栓塞效果，监测Ｄ２聚体及ＣＫ。结果　８０只实验猪均成功建立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致肠缺血模型。
栓塞后０．５ｈ、１ｈ、２ｈ腔镜下观察肠管缺血情况，随栓塞时间的延长，肠管损伤逐渐加重，２ｈ时肠管已缺血坏死。
栓塞模型建立后ＣＫ早期明显升高，Ｄ２聚体持续上升，并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采用本实验方法可成功建立适
合后续去栓治疗研究的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动物模型。Ｄ２聚体、ＣＫ监测，有助于对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诊断。
关键词：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动物模型；Ｄ２聚体及ＣＫ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３５０２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ａｒｔｅｒｙｅｍ
ｂｏｌｉｓｍ，ＳＭＡＥ）是指栓子进入肠系膜上动脉，发生急性
完全性血管闭塞。是外科急腹症中较少见疾病，但该

病起病急，进展快，疾病早期无特异症状和体征，早期

诊断比较困难，病情极其凶险，病死率极高，达７０％ ～
１００％［１］。预后欠佳。本实验通过介入方法建立一种

适合后续溶栓或取栓的动物模型，便于该病的研究。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发生时，血清酶学检查可见血清

ＬＤＨ、ＡＫＰ、ＣＫ升高。近来发现检测Ｄ２聚体水平有助
于肠系膜上动脉栓塞的诊断。本实验通过对肠系膜动

脉栓塞模型血液中Ｄ２聚体及 ＣＫ检测，证明 Ｄ２聚体
及ＣＫ有助于该病的诊断。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８０只成年猪，体重４０～６０ｋｇ，雌猪
６０例，雄猪２０例，均健康。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实验动物处置　实验用猪术前禁食１２ｈ，速眠
新Ⅱ注射液 ０．２ｍｌ／ｋｇ肌肉注射麻醉后固定手术台
上，气管插管。腹部消毒，建立气腹，自脐上置入 １０
ｍｍ穿刺器，建立观察孔，置入腔镜（便于观察肠管血
运及蠕动情况）。股动脉穿刺区消毒，行股动脉穿刺，

置入超滑导丝，导丝引导下置入ＲＨ肝管，选择进入肠
系膜上动脉备用。

１２２　血凝块制作　抽猪自体静脉２０ｍｌ，加入２．５
ｍｌ氨基已酸混合均匀，待其自凝。切成长条状备用。
１２３　模型制作　经 ＲＨ肝管将血凝块注入肠系膜
上动脉，反复造影复查直至栓塞满意为止（主干远端及

其分支不显影）。

１３　观察指标　自腔镜观察０．５ｈ、１ｈ、２ｈ肠管缺血
情况。分别于栓塞前、栓塞０．５ｈ、１ｈ、２ｈ抽猪静脉血
查Ｄ２聚体水平及 ＣＫ。４０例栓塞前静脉运用肝素１２
５００Ｕ。４０例栓塞前不运用肝素。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监测Ｄ２聚体水平及ＣＫ，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处理，结果用（ｘ±ｓ）表示，多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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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模型情况　实验中８０头猪均
成功建立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模型，并成功采集血液样

本。见图１（见封三）。
２２　Ｄ二聚体变化情况　未用肝素，术前组、术后３０
ｍｉｎ组、１ｈ组、术后２ｈ组，Ｄ二聚体值两两比较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术后各组运用肝素与未
运用肝素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各组Ｄ二聚体值比较（μｇ／Ｌ，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０．５ｈ 术后１ｈ 术后２ｈ

术前未用肝素 ４０ ０．９００±０．０５７ ２．２７０±０．０４３ ３．２７０±０．０５３ ４．７１０±０．０６４
术前用肝素 ４０ ０．６５０±０．０３７ １．２００±０．０５５ １．３４０±０．０３３ ２．０４０±０．０６３

２３　ＣＫ变化情况　未用肝素，术前组与术后０．５ｈ
组，ＣＫ值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８４１．０±
３４．３）Ｕ／Ｌｖｓ．（１５７１．０±７８．２）Ｕ／Ｌ，Ｐ＜０．０１］。术
前组与术后１ｈ组、术后２ｈ组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８４１．０±３４．３）Ｕ／Ｌｖｓ．（８８２．０±５５．４）Ｕ／
Ｌ，（８４１．０±３４．３）Ｕ／Ｌｖｓ．（８５０．０±３７．７）Ｕ／Ｌ，Ｐ＞
０．０５］。
３　讨　论
　　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是一种少见的疾病，但其一旦
发生，病情极其凶险，病死率极高。制作与人体相似的

肠系膜动脉栓塞模型，为后续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平台，

以便总结方法、经验，指导临床治疗。目前已有多种急

性肠缺血的动物模型制作的报道［２］。多数实验采用兔

和老鼠等小动物多用于基础病理研究，而在影像学诊

断及治疗方法临床应用前评价研究则多选择犬和猪等

大动物［３－６］。选择哪种动物来制备模型，必须考虑动

物的大小与人类具有可比性，肠道血供和对缺血的耐

受性应该与人类近似［７］。犬与人类肠系膜血管差异较

大，犬的周围动脉弓和肠壁内存在丰富的侧支循环系

统，栓塞肠系膜上动脉不易造成肠管缺血坏死［２］。而

猪体积较大，肠系膜血管与人类较相似，故本实验选择

猪做为制作模型的动物。

制作肠系膜动脉栓塞的方法有多种。早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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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腹手术、结扎或夹闭肠系膜上动脉建立急性肠

缺血动物模型［３－４］。此类方法建立的模型没有模拟机

体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的临床现实，无法进行后续

溶栓或取栓治疗，且创伤较大［８－９］。近些年来，随着介

入放射学的快速开展，开始尝试微创介入方法建立急

性肠缺血动物模型。通过股动脉穿刺选择性插管至肠

系膜上动脉主干或其部分分支，经导管注射栓塞剂建

立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肠缺血动物模型。常用的栓

塞剂有不锈钢圈、明胶海绵、ＰＶＣ微球颗粒等［１０－１１］。

介入方法建立的急性肠缺血实验动物模型更接近临床

现实，但运用上述栓塞剂，虽可成功建立缺血模型，但

无法取出。这不能运于后续溶栓、取栓等治疗效果的

评价。自体血凝块是目前公认的最客观、最真实、最理

想的栓子，因为其形成过程与血管内血栓形成的过程

相似。且自体血凝块质地疏松，适宜取栓及溶栓等后

续治疗。本实验运用自体血凝块制作栓子。

以往，肠系膜动脉栓塞模型制备过程中，观察栓塞

效果时，多采用反复开腹观察肠管血运情况及提取标

本，创伤较大，影响对实验结果的观察。本实验采用腹

腔镜技术，建立观察孔观察肠管血运情况，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创伤对动物生理及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本实验选用成年猪做为实验动物，自体血凝块作

为栓子，通过微创介入方法制备肠系膜动脉栓塞模型，

并运用腹腔镜方法观察效果。此方法创伤小，高度模

拟了人体的环境，成功制备了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模型，

并可模拟后续的取栓、溶栓的后续治疗。此模型的建

立，为未接触或较少接触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患者治疗

的医师提供操作技巧练习的平台。

现代影像学对于该病的早期发现具有明显的不

足，相比之下，血清学及生化检查具有无创、快速、简便

等优势［１２］。Ｄｄｉｍｅｒ是一种纤维蛋白单体的降解产
物，由纤维蛋白溶解酶作用于血管内外交联纤维蛋白

所产生。Ｄｄｉｍｅｒ水平的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继
发性纤溶活性的增强。Ｄｄｉｍｅｒ升高常提示受检者可
能有血栓存在。本实验中，当栓塞模型建立 ３０ｍｉｎ
后，Ｄｄｉｍｅｒ显著升高，并随着栓塞时间延长持续升高，
表明在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时，Ｄｄｉｍｅｒ是一项比较敏感
的指标，有助于该疾病的诊断。实验发现，创建模型前

经静脉给予肝素抗凝后，各观察时期 Ｄｄｉｍｅｒ值较未
加用肝素时均有明显下降。说明运用肝素可显著降低

Ｄｄｉｍｅｒ数值，可间接证明运用肝素可有效的阻止血栓
的蔓延，肯定了肝素抗凝在肠系膜动脉栓塞治疗中的

作用。

据文献报道，肠系膜上动脉栓塞时，ＣＫ会显著升
高。本实验发现，栓塞半小时后 ＣＫ值明显升高，随着
栓塞时间延长，ＣＫ值逐渐降至栓塞前水平。术前是否
应用肝素比较发现，术前、术后０．５ｈ、１ｈ及２ｈ有差
异的趋势，但尚无统计学差异。可能 ＣＫ是反应细胞
梗死的较为敏感的指标，持续时间较短，且可能与肝素

的应用无直接相关关系。表明 ＣＫ在栓塞早期显著升
高，在肠系膜动脉栓塞早期诊断中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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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腰大池持续引流术治疗开颅术后颅内感染
阮立新，黄其川，李新崇，陈列，李先锋

摘要：目的　探讨腰大池持续引流术在治疗开颅术后颅内感染中的作用及意义。方法　应用腰大池持续引流术
治疗开颅术后颅内感染４６例。采用常规腰穿方法，１４号腰椎穿刺针于Ｌ３～４椎间隙穿刺至腰大池蛛网膜下腔，将
深静脉留置管或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腰大池引流管置入腰大池内约５～１０ｃｍ。引流袋高度与腋中线平面持平，控制每日引
流量约２００～３５０ｍｌ。结果　腰大池引流管置管持续引流５～１４ｄ；所有患者于置管后１～８ｄ体温下降至正常，平
均５．４ｄ；脑脊液颜色逐日清亮，脑脊液白细胞计数明显下降；４６例患者中存活３３例，占７１．７％（包括恢复良好１９
例，中残８例，重残５例，植物生存１例），死亡１３例。结论　腰大池持续引流治疗开颅术后颅内感染方法简便，
疗效确切，能显著提高治愈率。

关键词：腰大池置管；开颅术后；颅内感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１．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８３７０２

　　颅内感染是神经外科开颅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之
一，治疗棘手，如处理不当，可导致患者死亡。颅内感

染患者临床上单用抗生素治疗常难以控制感染，而反

复多次腰穿又容易增加感染机会［１－２］。本院２００５年８
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对４６例开颅术后颅内感染患者在常
规抗感染治疗的同时予以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取得

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本院共行
颅脑手术１０２５例，其中颅脑损伤手术５８９例，脑出血
血肿清除手术３４５例，颅内肿瘤切除术２３例，脑室外
引流或脑室－腹腔分流术６８例，共发生颅内感染４６
例，其中男性２５例，女性２１例；年龄１２～７８岁，平均
５２．６岁。４６例开颅术后颅内感染患者均发热，体温
３８．５～４０．６℃；３９例患者有脑膜刺激症状；２３例患者
有不同程度的头痛、颈枕部疼痛；３例患者有切口处皮
下积液。血常规 ＷＢＣ（１３．５～２５．８）×１０９／Ｌ，脑脊液
外观混浊，其中 ＷＢＣ数（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６／Ｌ１２例；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６／Ｌ１９例；＞２０００×１０６／Ｌ１５例。
脑脊液培养结果：金黄色葡萄球菌５例；表皮葡萄球菌
１例；大肠杆菌１例；其它培养均为阴性。所有患者血
清Ｃ反应蛋白均有升高，达１８～８５ｍｇ／Ｌ。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腰大池置管引流方法　采用常规腰穿方法，取
Ｌ３～４椎间隙，用１４号腰椎穿刺针穿刺，至腰大池蛛网
膜下腔，将深静脉留置管或 Ｍｅｄｔｒｏｎｉｃ腰大池引流管
（２００８年后使用）置入腰大池内约５～１０ｃｍ。长距离
的注射透明敷料叠瓦状粘贴固定引流管至左肩部，导

管尾端通过阀门接引流袋。患者头高２０°卧床，引流
袋高度与腋中线平面持平，控制每日引流量约２００～
３５０ｍｌ，引流管放置时间不超过１４ｄ。
１２２　抗菌治疗　根据药敏结果，分别使用稳可信、
利奈唑胺、舒普深等各种抗菌药抗感染治疗，脑脊液常

规检查正常后１周停用抗菌药。

作者单位：３２５４００浙江省平阳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李先锋，Ｅｍａｉｌ：ｐｙｗｓｊｌｘｆ＠１６３．ｃｏｍ

２　结　果
　　所有患者于置管后１～８ｄ体温下降至正常，平均
５．４ｄ。腰大池引流管一般一次留置时间为５～１４ｄ，
脑脊液颜色逐日清亮，脑脊液白细胞计数明显下降。４
例患者出现引流管阻塞，予以重新更换引流管，６例患
者出现下肢疼痛，拔管后消失，６例患者出现交通性脑
积水，腰大池引流管１４ｄ拔除后再次留置，其中５例
患者脑脊液常规正常后，行脑室 －腹腔分流术。４６例
患者中存活３３例（７１．７％），其中恢复良好１９例，中残
８例，重残５例，植物生存１例，死亡１３例。

３　讨　论
　　开颅术后颅内感染是神经外科开颅术后常见并发
症之一，一旦发生，对患者预后影响极大。所以，如何

控制颅内感染，是临床医生必须面对的问题。开颅术

后颅内感染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３－４］，神经外科患

者手术时间长、创面大，以及有些患者病情变化，短时

间内需再次手术，术中无菌操作不严格，创面脑脊液

漏，以及术中植入各种人工材料等，都是可能导致术后

颅内感染的原因。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特点，颅

内感染易在脑池中形成死腔，且脑脊液本身就是一种

营养丰富的培养基，以致颅内感染易发，且发病急，病

情进展迅速。并且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以致全身应

用抗菌药在脑内难以达到有效的抑菌浓度［５－６］，故颅

内感染难以控制。以往常规通过降颅压，全身抗感染

及鞘内注射等综合治疗，效果欠佳，病死率高达

５７％［７］。本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同时，予以持续性腰

大池引流，大部分患者感染得到控制，病死率大大降

低。

在常规抗感染的同时，置管持续引流炎性脑脊液，

能及时清除颅内的细菌、毒素、各种坏死物质及炎性物

质，减少开颅术后蛛网膜下腔出血，同时减少红细胞破

坏释放的一些促血管痉挛物质，促进脑脊液循环、代

谢，不仅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轻脑膜刺激症状，还可以

减少蛛网膜下腔的粘连，降低交通性脑积水的发生几

率，减少癫痫发作，降低脑血管痉挛的发生率［８］。同时

还可以随时获取脑脊液标本，进行常规及细菌学检查，

寻找致病菌，通过脑脊液动态了解颅内感染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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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通过反复腰穿引流脑脊液，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

苦，且反复穿刺也增加了脊髓感染的机会，而且每日腰

穿引流的炎性脑脊液量太少，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降

低颅内感染程度。

颅内感染后脑组织水肿及炎性脑脊液等多种因素

均可导致颅内压增高，故很多专家认为，颅内感染合并

颅内压增高是颅内感染患者一个重要的死亡原因［９］。

因此，腰大池置管引流可以缓慢而持续的引流脑脊液，

在引流出炎性脑脊液的同时，使颅内压缓慢而均匀的

下降，减少脱水剂的使用，降低病死率［１０］。以往通过

反复腰穿放脑脊液可有因骤然减压以致发生枕骨大孔

疝或颅内出血，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等可能。开颅术后

合并脑脊液漏的患者，可通过腰大池的脑脊液持续引

流，减少脑脊液自漏口流出，有利于漏口的封闭愈合，

本组２２例合并脑脊液患者漏口均自行愈合。
通过使用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治疗开颅术后颅内

感染，我们体会到以下几点：①炎性脑脊液的引流不能
过快、过量，特别是颅内高压或脑出血的患者，过快及

过量引流可导致颅内低压，甚至颅内出血的可能，因此

可通过阀门或调整引流袋的高度，控制引流量每日不

超过３５０ｍｌ。本组１例患者引流术后出现急性硬膜下
血肿，而再次开颅手术治疗。②行腰大池置管持续引
流术时要注意：颅内血肿是否清除，有无占位效应；脑

室与蛛网膜下腔是否相通，也就是 ＣＴ检查是否可见
基底池是行腰大池置管引流术的前提［１１］；如颅内压高

患者术前１５ｍｉｎ予以甘露醇针１２５ｍｌ快速滴入。③
操作及更换引流袋时严格无菌操作；引流时间一般为

５～７ｄ，最长时间不超过１４ｄ。④注意观察引流物形
状及引流管通畅程度，引流管是否脱出，定期行脑脊液

常规检查。如引流管不畅，积极寻找原因，并加以处

理，必要时重新置管。我们采用的是长距离注射透明

敷料叠瓦状固定引流管至左肩部，能明显减少引流管

脱出的机会。⑤部分患者出现腰痛及腿部神经根刺激
症状，拔管后，症状可自行消失［１２］。

开颅术后合并颅内感染患者，病情危重，临床治疗

棘手，应在常规治疗的同时，予以腰大池置管持续引流

术，方法简便，疗效确切，能显著提高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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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通过狭窄毛细血管的能力显著增加，有效降低血

液的黏滞度，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神经组织的微循

环。因此高压氧治疗有利于缺血缺氧脑区血液循环的

重建及恢复［９－１０］，在治疗腔隙性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

障碍中起重要作用。

总之，高压氧治疗对腔隙性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

有较好疗效，对于腔隙性脑梗死认知功能损伤患者早

期给予高压氧治疗并做好高压氧护理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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