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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区居民首选社区医院就诊影响因素探讨
裴蓓，蔡泳，鲍勇

【摘　要】　目的　分析上海市社区居民首诊选择社区医院就诊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推行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提供政策
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在上海选取三个有合作基础的区，分别是上海市中心城区（徐汇区）、城乡结合区（闵
行区）、郊区（金山区）的１２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社区取样２００人，共计２４００人，回收问卷２０８１份，问卷回收率为
８６．７１％。结果　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性别为男性、离退休、文化程度越低、医疗保障为新农合形式、无体检经历、
离社区医院距离越近的居民更倾向于首诊选择社区医院就诊（Ｐ＜０．０５）。结论　社区医院应起到健康“守门人”作用，
而提高社区医院的首诊率是推进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的首要环节，且应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作为保障才能使上海家庭医

生制度有实质性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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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日益突出，始终呈现一个倒三角的医疗服务模式，

即大医院门诊量最多，其次为中型医疗机构，最后为基

层卫生服务机构［１］。新医改明确提出了“保基本，强

基层，建机制”的工作重心，使社区成为实现医改目标

的重要载体，而实施家庭医生制度是社区卫生服务改

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近２年，上海在原有的全科团队
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在上海市

１０个区开展了家庭医生制度的试点工作［２］。作为家

庭医生制度开展的载体，社区医院要当好居民健康“守

门人”的角色。而社区居民就诊是否首选社区医院关

系到家庭医生制度开展的顺利与否。虽然医疗水平、

药物配备等是大家公认的社区医院的不足之处［３］，但

如何从潜在因素中发掘家庭医生制度实施的保障措施

还缺乏充分的依据。本文采用大样本量在社区居民中

调查居民首诊选择医院的潜在因素，以反映目前社区

居民首选社区医院的现况，为推进家庭医生制度实施

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根据上海市的经济发展状况，选择３
个试点区，分别为徐汇区（城中区）、闵行区（城郊结合

部）、金山区（郊区）的１２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计
抽取居民样本２４００人，每个社区取样２００人，对所辖
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局基金（２０１０ＨＰ００７）；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基
金（１０ＪＣ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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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依托每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组织上门就诊的病人或陪同家属进行问卷调

查。所有问卷进行统一编码。问卷首先对人群的基本

情况进行调查，其次对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现状进行调

查，最后对家庭医生制度相关政策进行调研。所有问

卷采用无记名自填式方法填写，经由统一培训的调查

员讲解注意事项，发放问卷。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

建立Ｅｐｉｄａｔａ数据库并进行录入。运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
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人口学基本情况　参与此次调研的共有 ２４００
人，分别来自上海市的徐汇区、闵行区和金山区。回收

２０８１份问卷。本调查对象女性占６１．６％，６０～７４岁
和４５～５９岁两个年龄段人数居多，分别为２９．９％和
３１．２％。高中文化程度的占３７．２％，收入水平大多为
每月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之间，企业单位工作人员占
７５．０％。从他们所享受的医疗保障类型来看，５５．７％
居民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享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的居民占２９．８％，享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的居民
为１１．１％。调研的社区居民大多为已婚（８２．５％），
５４．３％为离退休人员。这些调查对象中大多数没有体
检经历（７３．５％），６１．４％的居民到首诊医院距离为
１１～３０ｍｉｎ，５４．４％的人患有慢性病。
２２　单因素分析　在不同性别组就诊首选社区医院
情况的比较中，男性首选率为６５．８％，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０１）。按照年龄分布情况，６０～７４岁年
龄段的居民更倾向于去社区医院首诊（Ｐ＜０．００１）。
从收入水平来看，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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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越低的居民选择首诊在社区医院比例较高。在文

化程度的分布上，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首选社区医院

的比例降低（Ｐ＜０．００１）。在单位属性中，居民工作单
位性质为企业的首选率为６４．３％，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０１）。参与新农合医保形式的首选比例高
于其他几种医保形式的比例，达到７３．２％，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而退休的居民首选社区医
院的比率高于未退休居民１４．８个百分点。没有体检
经历的居民首次就诊选择社区医院为７１．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社区医院距离居民家远
近与否也是影响居民首选社区医院因素之一，统计显

示居民住家离社区医院仅１０ｍｉｎ以内的，选择首诊去
社区医院的比例较高。而患有慢性病的首选率为

６８．５％（Ｐ＜０．００１）。
２３　多因素分析　对居民性别、离退休、文化程度高
低、医疗保障形式、体检次数有无、离首诊医院距离与

居民首选社区医院就诊进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为男性、退休的居民、文化程度越

低、医疗保障为新农合形式、有过体检经历、离首诊医

院距离越近可能更倾向于首诊选择社区医院就诊。见

表１。
表１　社区居民首选社区医院就诊多因素分析

因素 类别 Ｐ值 ＯＲ ＯＲ９５％ＣＩ

性别 女 １ －
男 ０．０１４ １．２７３ １．０５０－１．５４５

离退休 否 １ －
是 ＜０．００１ １．６０５ １．３１２－１．９６２

文化程度 大学 ＜０．００１ １ －
小学及以下 ＜０．００１ ２．２０９ １．５４５－３．１５８
初中 ＜０．００１ １．９０６ １．４４０－２．５２３
高中 ０．０３６ １．３０３ １．０１８－１．６６８

医疗保障形式 城保 ＜０．００１ １ －
镇保 ０．０１８ ０．７７２ ０．６２２－０．９５７
新农合 ０．０４１ １．４３７ １．０１６－２．０３３
其他 ０．００１ ０．４２５ ０．２５３－０．７１２

体检经历 有 １ －
无 ＜０．００１ １．５６１ １．２５０－１．９４９

离首诊医院距离 ＞３０ｍｉｎ ＜０．００１ １ －
１１～３０ｍｉｎ ０．００５ １．６８０ １．１７４－２．４０２
≤１０ｍｉｎ ＜０．００１ ２．２６０ １．５４６－３．３０２

３　讨论
　　近年来，随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认知的不
断提高，社区功能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此次研究对居民选择首诊医院的几个潜在影响因素进

行了分析，离退休人员距离首诊医院比较近的居民选

择去社区医院的比例较大，其中不乏社区医院较便利

的原因。文化程度的影响也是相对重要的因素之一，

文化水平越低的居民选择社区医院首诊的越多，这与

其所受教育产生的观念相关，文化水平越高的居民对

其他选择具有更广泛的了解，会有更多的选择考虑因

素。而收入水平对于社区首诊的选择影响只在单因素

分析中得到体现，并未在多因素分析中体现出来，可

见，收入水平并不是居民选择社区医院首诊的决定因

素，收入水平低的居民仍可能会倾向选择二、三级医院

就诊。这就对社区医院服务水平和报销比例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居民体检经历有无对居民首诊医院的选

择也是存在影响的，体检经历越多的居民越不选择社

区医院首诊，这可能与其就诊习惯以及其具备体检条

件有关，这些居民较注重自己身体健康问题，相对会信

任二、三级医院较多。

不同的医疗保障形式对居民首诊选择社区医院具

有一定的影响。参加新农合的居民以选择社区医院作

为首诊的比例相对城保和镇保形式的较高。虽然，郊

区和城区可能因为卫生资源整体规划的不同，存在居

民选择医院的局限性，但是长期以来，居民对社区医院

信任度低［４］，社区医院的起付线标准和医保报销比例

又不足以吸引人们进入社区，从而影响到首诊制的实

施［５］。在目前难以打破“一卡通”模式的情况下，如何

提高社区的报销比例给签约家庭医生的居民更大的优

惠政策是另一个需研究的课题［６］。在新农合的体制

下，探索社区家庭医生制按新农合人头支付试点是将

家庭医生制服务与按人头费用总额预付有机结合，使

家庭医生成为新农合健康和卫生经费的双重“守门

人”［７］。

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环

节，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健康“守门人”的作用，使居民

真正享受连续、全程、有效的健康照顾，是进一步深化

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重要课题［８］。家庭医生制度的实

施无疑是健康“守门人”重要措施之一。家庭医生作

为一种新的服务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固定的模

式可依［９］，只有在不断的摸索中完善和发展。家庭医

生制度的实施可以提供更多元化的上门服务，除提供

医疗服务外，还应提供有关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有关

方面的指导，积极宣传预防、康复、保健和健康教育方

面的知识［１０］，从源头提高社区医院的首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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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格列酮对糖尿病大鼠足细胞的保护作用
匡蕾，叶山东，邢燕，胡闻，陈玉米

【摘　要】　目的　研究不同剂量盐酸吡格列酮（ＰＩＯ）对链脲霉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肾脏足细胞的保护及其与抗炎作用
的关系。方法　将ＳＤ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ＮＣ组）、糖尿病组（ＤＭ组）、糖尿病低剂量ＰＩＯ组（ＤＲ１组）、糖尿病中
剂量ＰＩＯ组（ＤＲ２组）和糖尿病高剂量 ＰＩＯ组（ＤＲ３组）。于０、８周末测尿白蛋白、尿 Ｎｅｐｈｒｉｎ、尿单核细胞趋化因子１
（ＭＣＰ１）和尿肌酐（ＵＣｒ），并计算尿白蛋白／肌酐（ＵＡＣＲ）、Ｎｅｐｈｒｉｎ／肌酐（ＵＮＥＲ）和 ＭＣＰ１／肌酐（ＵＭＣＲ）。每周监测血
糖（ＢＧ），８周末取血测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留取左肾免疫组化检测肾组织Ｎｅｐｈｒｉｎ及ＭＣＰ１蛋白表达。结果　①糖
尿病大鼠各时间点ＢＧ及８周末ＨｂＡ１ｃ显著高于ＮＣ组（Ｐ＜０．０５），糖尿病大鼠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８周末，各
ＰＩＯ组ＵＡＣＲ、ＵＮＥＲ和ＵＭＣＲ均显著低于ＤＭ组（Ｐ＜０．０５），且ＤＲ２、ＤＲ３组低于ＤＲ１组（Ｐ＜０．０５）；肾脏Ｎｅｐｈｒｉｎ蛋白
表达：ＮＣ组＞各ＰＩＯ组＞ＤＭ组（均 Ｐ＜０．０５），ＤＲ１、ＤＲ２和 ＤＲ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肾脏 ＭＣＰ１蛋白表达：ＤＭ
组＞各ＰＩＯ组＞ＮＣ组（均Ｐ＜０．０５），ＤＲ１、ＤＲ２和ＤＲ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ＵＮＥＲ与ＵＭＣＲ呈显著正相关（ｒ＝
０．７２９，Ｐ＜０．０１），肾脏Ｎｅｐｈｒｉｎ蛋白与ＭＣＰ１蛋白呈显著负相关（ｒ＝－０．６９６，Ｐ＜０．０１）。结论　吡格列酮对糖尿病大
鼠足细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该作用可能与减轻局部炎症反应有关，并具有一定的剂量依赖性。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Ｎｅｐｈｒｉｎ；单核细胞趋化因子１；吡格列酮；足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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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少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显示噻唑烷二酮
类药物（ＴＺＤｓ）包括吡格列酮（ＰＩＯ）和罗格列酮等除可
以降低血糖和改善脂质代谢之外，尚有保护肾脏固有

细胞（如足细胞）的作用［１］，但确切机制尚未明了。

Ｎｅｐｈｒｉｎ属于细胞黏附分子中的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
员，是组成足细胞裂孔隔膜（ＳＤ）“拉链”结构的主要成
分，也是肾小球滤过膜存在分子选择性的结构基础。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１（ＭＣＰ１）对循环中单核／巨噬细
胞具有很强的趋化作用，参与糖尿病肾脏病变的发生

和发展，包括对肾小球足细胞的损伤。本实验旨在探

基金项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０４０６０６Ｍ１５９）；安徽高校省级自然科
学研究项目（ＫＪ２０１１Ａ１５７）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０１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匡蕾，
叶山东，邢燕）；病理科（胡闻）；肾内科（陈玉米）

通讯作者：叶山东，电子信箱：ｙｓｄ１９６４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讨ＰＩＯ对糖尿病大鼠足细胞的保护及其与抗炎作用的
关系，为临床应用ＰＩＯ防治糖尿病肾病（ＤＮ）提供实验
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健康清洁级雄性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ＳＤ）大鼠５０只，２月龄，体质量（１９６±２０）ｇ，由安徽
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ＳＣＸＫ（皖）
２００５００１］。实验期间，室温控制在（１９±１）℃，湿度
４８％，１２ｈ交替照明，大鼠自由进食饮水。
１．２　糖尿病大鼠模型的制备和分组　５０只大鼠适应
性喂养１周，检测血糖（ＢＧ）正常。设立正常对照组
（ＮＣ组，ｎ＝８），其余４２只大鼠禁食１２ｈ后，在空腹状
态下，链脲佐菌素（ＳＴＺ）按 ６５ｍｇ／ｋｇ一次性腹腔注
射。ＳＴＺ临用前用０．１ｍｍｏｌ／Ｌ无菌枸橼酸缓冲液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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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 ６．５ｍｇ／ｍｌ（ｐＨ４．３）。７２ｈ后测 ＢＧ≥１６．７
ｍｍｏｌ／Ｌ鼠为糖尿病大鼠模型，其中３６只大鼠造模成
功，稳定１周后随机分４组：糖尿病模型组（ＤＭ组）、
糖尿病低剂量ＰＩＯ组（ＤＲ１组）、糖尿病中剂量 ＰＩＯ组
（ＤＲ２组）、糖尿病高剂量 ＰＩＯ组（ＤＲ３组），每组各９
只。ＤＲ１、ＤＲ２、ＤＲ３组分别予以 ＰＩＯ１０、２０和３０ｍｇ／
（ｋｇ·ｄ）的混悬液灌胃，ＮＣ组和 ＤＭ组给予等量生理
盐水灌胃，１次／ｄ，持续８周。实验过程中ＤＲ３组１只
大鼠死于尾部感染，ＤＲ１、ＤＭ组各有１只大鼠因血糖
过高而死亡，ＤＲ２组大鼠１只大鼠死于灌胃窒息。
１．３　标本留取　注射ＳＴＺ稳定７ｄ后设为０周，开始
分组干预治疗。分别于０周和８周末留尿１０ｍｌ混匀
后置于 －４０℃冰箱待测尿白蛋白（ＵＡｌｂ）、尿 Ｎｅｐｈｒｉｎ
（ＵＮｅｐｈｒｉｎ）、尿ＭＣＰ１（ＵＭＣＰ１）和尿肌酐（ＵＣｒ）。８周末各
组大鼠在１０％的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下行腹主动
脉插管收集血标本检测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然后
留取左侧肾脏，部分肾脏组织分离皮质和髓质后用液

氮保存用于免疫组化。

１．４　实验室指标的检测　放射免疫法测定 ＵＡｌｂ；苦味
酸法检测 ＵＣｒ；ＨＰＬＣ法检测 ＨｂＡ１ｃ；利用酶联免疫分
析法检测ＵＮｅｐｈｒｉｎ和ＵＭＣＰ１。本实验留取随机尿，为消除
尿量的影响，ＵＡｌｂ、ＵＮｅｐｈｒｉｎ及ＵＭＣＰ１均以ＵＣｒ校正，简称为
ＵＡＣＲ、ＵＮＥＲ和ＵＭＣＲ。
１．５　免疫组化检测肾组织 Ｎｅｐｈｒｉｎ及 ＭＣＰ１蛋白水

平　石蜡切片脱蜡水化，微波抗原修复，滴加兔抗大鼠
Ｎｅｐｈｒｉｎ（１∶２００）、ＭＣＰ１（１∶２００），４℃过夜；ＰＢＳ洗，
再滴加生物素标记的羊抗兔二抗，室温孵育３０ｍｉｎ，二
甲胺基偶氮苯显色，苏木素复染，盐酸乙醇分化，中性

树胶封固。于２００倍下，每张切片取３个视野拍照，全
自动图像分析系统（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ｐｌｕｓ６．０）对图像中的阳
性反应部位测定累积光密度（ＩＯＤ）及相应面积，取每
张切片阳性物质的相对含量。

１．７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测量，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
法，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检验，以 Ｐ＜０．０５判
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血糖和 ＨｂＡ１ｃ　实验期间，各组糖尿
病大鼠均表现出多饮、多尿、多食以及体重减轻；８周
末ＢＧ及ＨｂＡ１ｃ均明显高于 ＮＣ组（Ｐ＜０．０１组），各
糖尿病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２　各组ＵＡＣＲ、ＵＮＥＲ和ＵＭＣＲ比较　８周末，各糖
尿病大鼠 ＵＡＣＲ、ＵＮＥＲ和 ＵＭＣＲ均明显高于 ＮＣ组
（Ｐ＜０．０５）；与ＤＭ组比较，上述指标在各剂量 ＰＩＯ组
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且 ＤＲ２、ＤＲ３组低于 ＤＲ１组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８周末各组大鼠ＵＡＣＲ、ＵＮＥＲ、ＵＭＣＲ、ＢＧ、ＨｂＡ１Ｃ、ＩＯＤＮｅｐｈｒｉｎ和ＩＯＤＭＣＰ１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ＵＡＣＲ（ｍｇ／ｇ） ＵＮＥＲ（ｎｇ／ｇ） ＵＭＣＲ（ｐｇ／ｍｇ） ＢＧ（ｍｍｏｌ／Ｌ） ＨｂＡ１ｃ（％） ＩＯＤＮｅｐｈｒｉｎ ＩＯＤＭＣＰ１
ＮＣ组 ８ ３５．０５±６．７５ ９７．００±１０．３９ ３０．４７±６．５５ ４．００±０．７７ ３．８０±０．５７ ５８．７４±７．８２ ３１．０１±８．５９
ＤＭ组 ８ １３８．５１±１８．８７ ６８３．２５±８．７４ １７４．１８±１９．３４ ２１．７６±１．５７ １１．０７±１．５５ １６．００±５．５０ １４３．００±２１．９２

ＤＲ１组 ８ １０７．５３±１８．３６＃ ４１４．９４±１０．５１＃ １５２．６８±１８．０５＃ ２２．２６±２．０２ １０．５５±１．２４ ３５．５２±７．４８＃ ９８．１２±１６．２１＃

ＤＲ２组 ８ ８９．０４±１６．１２＃△ ３１０．５０±１２．１７＃△ １０６．４２±１０．８０＃△ ２１．９６±２．１０ １０．５４±１．４３ ３５．７９±６．０７＃ ９９．７２±１４．７０＃

ＤＲ３组 ８ ８９．９３±１６．４６＃△ ３０３．３１±９．４１＃△ １０５．９１±１３．７２＃△ ２１．８３±１．８９ １０．４９±１．１０ ３６．１４±５．６８＃ ９６．９０±１５．７８＃

　　注：与同一时间点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同一时间点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同一时间点ＤＲ１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肾组织 Ｎｅｐｈｒｉｎ及 ＭＣＰ１蛋白的表达　８周末，
免疫组化显示：①肾脏 Ｎｅｐｈｒｉｎ蛋白 ＩＯＤ值：ＮＣ组 ＞
各ＰＩＯ组＞ＤＭ组（Ｐ＜０．０５），且 ＤＲ１、ＤＲ２和 ＤＲ３组
间ＩＯＤ无明显差异（图１Ａ～图１Ｅ，见封三）。②肾脏
ＭＣＰ１蛋白 ＩＯＤ值：ＤＭ组 ＞各 ＰＩＯ组 ＞ＮＣ组（Ｐ＜
０．０５），ＤＲ１、ＤＲ２和 ＤＲ３组间 ＩＯＤ无明显差异（图
２Ａ～图２Ｅ，见封三），见表１。
２．４　相关分析　各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示：ＵＮＥＲ与
ＵＭＣＲ显著正相关（ｒ＝０．７２９，Ｐ＜０．０１）。肾组织
Ｎｅｐｈｒｉｎ蛋白与ＭＣＰ１蛋白显著负相关（ｒ＝－０．６９６，
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噻唑烷二酮类药物（ＴＺＤｓ）是一类胰岛素增敏剂，

它是人工合成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ＰＰＡＲγ）的特异性配体，包括吡格列酮和罗格列酮
等。近来有研究报告［２３］吡格列酮可以通过降低肾小

球肥大，抑制 ＴＧＦβ１、细胞间黏附分子１（ＩＣＡＭ１）的
表达及巨噬细胞的浸润，降低ＮＦκＢ的活性等机制，达

到防治和延缓糖尿病肾小球硬化的发生和发展。此

外，罗格列酮也可减轻糖尿病肾病患者炎症状态，改善

血管内皮功能，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有重要保护作

用［４］。我们的前期研究显示［５］，８周吡格列酮治疗的
糖尿病大鼠尿白蛋白排泄显著低于糖尿病模型组，且

该指标在ＤＲ２和 ＤＲ３组更低于 ＤＲ１组，该结果进一
步证实ＴＺＤ吡格列酮对糖尿病大鼠具有一定的肾脏
保护作用，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剂量依赖性，不完全依

赖于血糖的控制。

Ｎｅｐｈｒｉｎ是肾小球裂孔膜上发现的第一个跨膜蛋
白，在维持肾小球滤过屏障完整性及其正常功能过程

中起关键作用。Ｎｅｐｈｒｉｎ的表达减少和功能异常可使
肾小球滤过膜结构与屏障功能完整性破坏，参与糖尿

病肾小球硬化和蛋白尿的产生。尿 Ｎｅｐｈｒｉｎ排泄增加
也是反映肾小球足细胞受损的间接指标之一。本研究

结果显示经８周吡格列酮治疗后，ＳＴＺ所致的糖尿病
组大鼠肾组织 Ｎｅｐｈｒｉｎ蛋白表达明显增强，尿 Ｎｅｐｈｒｉｎ
排泄显著减少，且 ＤＲ２和 ＤＲ３组尿 Ｎｅｐｈｒｉｎ排泄减少
较ＤＲ１组更加明显，提示ＴＺＤ吡格列 （下转第１０７９页）

·００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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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ＧＦ及 ＴＧＦβ对兔桡骨缺损修复作用的研究
柏彬，肖玉周

【摘　要】　目的　探讨ＣＴＧＦ及ＴＧＦβ对骨缺损的修复作用。方法　采用兔桡骨骨缺损模型，在骨缺损处单独及联合
应用ＣＴＧＦ和ＴＧＦβ，在４周、８周、１２周三个时相点进行Ｘ线、组织学观察和在１２周时进行生物力学测试，对骨缺损修
复效果进行评估。结果　各骨生长因子治疗组的Ｘ线片、组织学观察和在１２周时进行生物力学测试明显优于对照组，
且ＣＴＧＦ及ＴＧＦβ联合应用优于单用一种生长因子。结论　ＣＴＧＦ／ＴＧＦβ复合后早期骨修复作用优于单一的ＣＴＧＦ和
ＴＧＦβ，在骨缺损修复过程中ＣＴＧＦ与ＴＧＦβ有良好的协同作用。
【关键词】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羟基磷灰石；骨缺损；骨修复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３．４１５　Ｒ３４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０１０３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ｔａｏｎＢｏｎ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ａ
ｄｉｕｓｉｎＲａｂｂｉｔ　ＢＯＢｉｎ，ＸＩＡＯＹｕｚｈｏ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
ｂｕ２３３００４，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ＣＴＧＦ）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ｔａ（ＴＧＦβ）ｏ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ｂｏｎ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ｉｎｒａｂｂｉ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ａｄｕｌｔｒａｂｂｉｔｒａｄｉｕｓ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
ｍａｄｅ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ＴＧＦａｎｄＴＧＦβ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ｒ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ｏｎｅ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ｔｅ．Ｔｈｅｒｅｐａｉ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
ｔｅｄｂｙ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４ｔｈ，８ｔｈａｎｄ１２ｔｈｗｅｅｋａｎｄｂｙ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ａｔｔｈｅ１２ｔｈ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ｏｔｈＣＴＧＦ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ＧＦβｇｒｏｕｐｅｘｃｅｌｌ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Ｘｒａｙ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ｔ１２ｗｅｅｋｓ．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ｂｒｏｕｇｈｔ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ＴＧＦ／ＴＧＦβ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ｂｏｎｅｒｅｐａｉｒ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
ＣＴＧＦｏｒＴＧＦβａｌｏｎｅ．ＣＴＧＦａｎｄＴＧＦβｈａｓｇｏｏｄｓｙ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ｏｎｅｄｅｆｅｃｔｒｅｐａｉ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ｔ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ｐａｔｉｔｅ；Ｂｏｎｅｄｅｆｅｃｔ；Ｂｏｎｅｒｅｐａｉｒ

　　骨修复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有序的过程。近年的研
究表明，生长因子在骨愈合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转化

生长因子β（ＴＧＦβ）通过诱导软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生
成调节骨的修复及骨的形成，研究已经证实其在骨的

形成和改建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骨折愈合

过程中重要的调控因子［１］；结缔组织生长因子（ＣＴＧＦ）
属于ＣＣＮ家族成员的一种，主要来源于成纤维细胞、
成骨细胞和软骨细胞等，是体内重要的促纤维化因子；

研究发现［２］ＣＴＧＦ在骨折的愈合模型中，在再生软骨
细胞、增殖的骨膜细胞及成骨细胞中均有高表达性，并

可促进软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在促纤维

化研究过程中，发现其受到 ＴＧＦβ诱导表达，并能反
作用介导ＴＧＦβ，二者在骨折的修复过程中可能具有
相互协同作用，本实验旨在探讨 ＣＴＧＦ及 ＴＧＦβ对骨
缺损的修复作用及ＣＴＧＦ和ＴＧＦβ在骨修复中的相互
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的制备　羟基磷灰石（ＨＡ）材料制备，参照
有关文献方法［３］。ＣＴＧＦ／ＨＡ、ＴＧＦβ／ＨＡ、ＣＴＧＦ／ＴＧＦ
β／ＨＡ复合人工骨材料制备，详见参考文献［４］。

１．２　动物实验模型及方法　６４只新西兰大白兔，雌
雄不限，体重３．５～４．５ｋｇ（由蚌埠医学院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２０％乌拉坦静脉麻醉，逐层显露两侧桡骨，自
制钢锯截骨，使桡骨中段形成１．５ｃｍ的骨缺损，随机
分为 Ａ、Ｂ、Ｃ、Ｄ即 ＣＴＧＦ、ＴＧＦβ、ＣＴＧＦ＋ＴＧＦβ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柏彬，电子信箱：ｂｏｙａｎｇｂｂ２０１２＠ｙａｈｏｏ．ｃｎ

及空白对照等４组，每组１６只。各组分别植入ＣＴＧＦ／
ＨＡ、ＴＧＦβ／ＨＡ、ＣＴＧＦ＋ＴＧＦβ／ＨＡ及 ＨＡ。植入后，
逐层缝合伤口，不作内外固定。术后分别于第４，８，１２
周时间点每组随机各抽出４只动物拍摄 Ｘ线片，随后
处死取材行组织学检查；至第１２周将各组剩余４只动
物分别处死取材，进行生物力学测定。

１．３　观察指标　①Ｘ线观察：于术后第４，８，１２周时
拍摄双侧前肢 Ｘ线片，观察各组动物骨缺损区的骨痂
生长、骨塑形及桥接情况，并按照改良 ＬａｎｅＳａｎｄｈｕＸ
线评分标准计分，并对评分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②
组织学观察：标本修整处理，１０％福尔马林液固定、脱
钙、脱水，常规方法制备，包埋后沿标本纵轴石蜡切片，

ＨＥ染色。显微镜下观察各骨缺损愈合情况，行 Ｌａｎｅ
Ｓａｎｄｈｕ组织学评分，所得结果做统计学处理。③生物
力学测定：术后１２周时以手术侧前肢骨痂为中心，切
取长约３．５ｃｍ骨组织（包括上下骨折段各１．０ｃｍ），
用三点弯曲法测量标本最大抗折载荷（Ｎ／ｍｍ），结果
做统计学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实验结果用（ｘ±ｓ）表示。计量资
料组间及组内比较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计算。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Ｘ线观察　术后４周：Ａ、Ｂ两组材料周围骨痂生
长较少，Ｃ组材料周围可见较多骨痂，骨折线模糊。空
白组材料周围无明显骨痂生长。术后８周：Ａ、Ｂ两组
可见骨痂生长较多，Ｃ组骨折线基本消失，骨缺损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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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而空白组仅少量新生骨痂。术后１２周：Ａ、Ｂ两
组骨缺损基本修复，可见大量骨痂包绕材料，但未见髓

腔再通。Ｃ组材料与骨端融合，形成新的骨皮质且光
滑，骨缺损完全修复且可见部分髓腔再通影像。空白

组骨痂量继续增加，但骨缺损未得到完全修复（见表

１）。
表１　各时期各组ＬａｎｅＳａｎｄｈｕＸ线评分结果（ｘ±ｓ）

组别 ｎ
术后时间

４周 ８周 １２周
Ａ组（ＣＴＧＦ） ８ ５．３０±０．７１ ６．７８±０．８３ ７．７８±１．０４
Ｂ组（ＴＧＦβ） ８ ５．３８±０．７４ ７．０３±０．７６ ７．６３±１．０６
Ｃ组（ＣＴＧＦ＋ＴＧＦβ） ８ ６．６８±１．１６ ８．１９±１．３５ ９．５５±０．９６
Ｄ组（空白） ８ １．６２±０．６３ ３．２４±０．８３ ４．２３±０．８３

　　注：各时期各组之间两两比较，除Ａ、Ｂ组比较，Ｐ值 ＞０．０５；其余各
组之间两两比较，Ｐ值＜０．０５。

２．２　组织学观察　术后４周：实验组中可见较多的软
骨细胞增生，较多的骨小梁、骨基质形成。其中Ｃ组骨
母细胞增生较活跃，骨小梁、骨基质形成及软骨细胞增

生明显多于Ａ、Ｂ两组。Ｄ组中可见纤维组织，仅少量
软骨细胞生成，有散在骨小梁形成。术后８周：Ｃ组中
成骨细胞增生活跃，并可见少量破骨细胞，骨细胞趋于

成熟及较多成熟的骨小梁形成，编织骨大多改建为板

层骨。Ａ、Ｂ两组中成骨细胞增生也较活跃，仅少量板

层骨形成。Ｄ组中有骨小梁结构较前成熟，较多的软
骨细胞增生，内有大量炎性细胞。术后１２周：Ｃ组中
可见成熟的哈弗氏系统，见骨母细胞及破骨细胞增生，

在局部形成新的骨质，骨小梁排列结构及皮质骨和髓

腔的关系均恢复正常。Ａ、Ｂ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但
未见髓腔再通。空白组仅可见少量成熟的板层骨（见

表２）。
表２　各时期各组ＬａｎｅＳａｎｄｈｕ组织学评分结果（ｘ±ｓ）

组别 ｎ
术后时间

４周 ８周 １２周
Ａ组（ＣＴＧＦ） ８ ２．５６±０．８４ ８．１０±０．８７ １０．５３±０．８４
Ｂ组（ＴＧＦβ） ８ ３．５６±１．０４ ８．２４±０．７６ １０．３２±１．１６
Ｃ组（ＣＴＧＦ＋ＴＧＦβ） ８ ４．６８±０．７６ ９．４２±１．０５ １２．５０±０．９６
Ｄ组（空白） ８ １．３８±０．５７ ３．２７±０．６５ ５．８０±０．８７

　　注：各组之间同期组织学评分进行比较，１２周时 Ａ、Ｂ两组 Ｐ值 ＞
０．０５；其余各组间比较，Ｐ值均＜０．０５。将各组内不同时期组织学评分
进行比较，Ｐ值均＜０．０５。

２．３　生物力学测定　生物力学测试结果表明，术后
１２周，Ｃ组的最大抗折载荷均明显强于单用 Ａ和 Ｂ
组，与正常桡骨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单用 ＣＴＧＦ
和ＴＧＦβ明显低于正常桡骨，实验组明显强于空白组
（见表３）。

表３　术后１２周时各组生物力学测试结果比较（Ｎ／ｍｍ）

组别
标本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ｘ±ｓ

Ａ组（ＣＴＧＦ） １４４．３ １６３．２ １７１．８ １４１．５ １４５．２ １５１．１ １４６．３ １６０．２ １５３．０１±１０．８２
Ｂ组（ＴＧＦβ１） １７３．３ １６４．２ １４６．４ １４８．５ １７８．６ １７０．４ １６２．１ １５３．６ １６２．２０±１１．８１
Ｃ组（ＣＴＧＦ＋ＴＧＦβ１） １９１．１ ２０８．４ １７５．６ １９３．４ １７８．２ ２１５．１ １８７．４ １９８．３ １９３．４５±１３．６９
Ｄ组（空白） ９７．４ １１０．１ ８６．７ １０８．８ １１３．５ ８１．４ ７８．６ ９４．１ ９６．３３±１３．５０

　　注：将各组之间两两进行比较，Ａ组与Ｂ组比较，Ｐ值＞０．０５；其余各组之间两两比较，Ｐ值均＜０．０５。

３　讨论
　　研究证实［５］应用外源性 ＴＧＦβ可以促进骨的愈
合，证明ＴＧＦβ在骨形成及修复过程中起着诱导和增
强的作用；ＣＴＧＦ在机体多个器官组织具有促纤维化能
力，但其在促骨生长上的研究还不多见。近来有报

道［６］使用明胶类复合ＣＴＧＦ制成缓释系统局部应用修
复鼠骨缺损，２周后发现诱导成骨矿化标志物，观察３
周后，骨再生明显提高。本文应用 ＣＴＧＦ与 ＴＧＦβ，以
ＨＡ为载体，分别制备了 ＣＴＧＦ／ＨＡ、ＴＧＦβ／ＨＡ、
ＣＴＧＦ＋ＴＧＦβ／ＨＡ缓释系统，局部应用在兔桡骨缺损
处，从Ｘ线片、组织学及生物力学等方面观察在骨折愈
合过程中应用外源性 ＣＴＧＦ和 ＴＧＦβ的成骨效应，结
果表明，在骨缺损区域应用 ＣＴＧＦ和 ＴＧＦβ均可明显
促进骨折愈合，联合应用后同一时期内不仅可加快骨

折愈合进程，而且增多了骨痂量及增强了骨折愈合后

的力学强度。故ＣＴＧＦ和ＴＧＦβ联合应用有明显的协
同作用。

ＣＴＧＦ是一种多功能的生长因子，参与了体内的多
种病理生理过程，在胚胎发育、纤维化疾病、肿瘤形成

以及骨折愈合中发挥重要作用［７］。ＣＴＧＦ具有促进成
纤维细胞活化等多种生理效应，因此 ＣＴＧＦ在骨折愈
合的早期过程中可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

明［８－９］，ＣＴＧＦ不仅通过抑制 Ｎｏｔｃｈ信号转导通路，而

且还能诱导 ＨＥＳ１转录从而促进成骨细胞成骨，作为
ＴＧＦβ的下游介质，其不仅在 ＴＧＦβ的诱导下可由成
纤维细胞、内皮细胞等间质细胞生成，还能够在间质细

胞增殖及细胞外基质的合成过程中介导ＴＧＦβ发挥作
用。二者在促纤维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已经得到

证实，ＰａｒｉｓｉＭＳ等［１０］发现ＴＧＦβ可促进ＣＴＧＦ在ＨＣＳ
细胞中的表达，且 ＴＧＦ反应元件也已在 ＣＴＧＦ启动子
序列被发现，在体外成骨细胞培养中，ＴＧＦβ还可增强
ＣＴＧＦ的转录。最近的体外实验研究［１１］认为 ＴＧＦβ１
介导ＣＴＧＦ在成骨过程中的表达是通过 ＥｒｋＳｍａｄ３等
信号途径来完成的。在体内的多种促纤维化过程中

ＴＧＦβ主要起着诱导纤维化的作用，而 ＣＴＧＦ则起着
维持纤维化发展的作用。此外，在抑制 ＴＧＦβ诱导皮
肤纤维化过程中，ＣＴＧＦ的中和性抗体或反义寡核苷酸
起主要作用，也提示ＴＧＦβ的促纤维化作用需要ＣＴＧＦ
的介导。因此 ＣＴＧＦ作为一种重要的效应分子，在软
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增殖、分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成骨细胞增殖和分化的有效因子［２］。其不仅通过

ＴＧＦβ诱导表达，并能反作用介导 ＴＧＦβ，二者相互促
进，共同增强成骨效应。

本实验中将ＣＴＧＦ与ＴＧＦβ联合应用于兔桡骨缺
损的修复，结果发现其成骨效应明显较（下转第１０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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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２型糖尿病对注意网络的影响研究
胡丙清，汪凯，胡盼盼，王长青

【摘　要】　目的　Ｐｏｓｎｅｒ提出注意可分为警觉、定向、执行控制三个子系统，ＪｉｎＦａｎ根据Ｐｏｓｎｅｒ的理论设计了注意网络
测试（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ｓｔ，ＡＮＴ）软件，可快速有效地测验警觉、定向及执行控制这三个注意网络。本研究系运用注意网
络测试对４０例单纯２型糖尿病患者进行检测，旨在探讨２型糖尿病对患者注意网络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４０例２８～
５８岁仅患有２型糖尿病史，病程在３～７年，不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及糖尿病并发症等的中青年人作为研究对
象（糖尿病组），以４０例年龄２７～５６岁健康中青年人作为对照组（对照组），两组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对所有的受试对象进行ＭＭＳＥ及ＡＮＴ测试，全部资料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糖尿
病组与对照组ＭＭＳＥ评分均在２４分以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组的执行控制效率及
平均反应时间受到明显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注意网络的警觉效率及定向效率未受到明显的影响。结论　２型糖尿
病患者早期即存在执行控制网络异常。

【关键词】　２型糖尿病；认知障碍；注意网络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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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人口老年化，２
型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且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

２００８年国内一项大规模人群基础的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我国成人糖尿病的平均标化患病率为９．７％［１］，糖

尿病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有研

究发现，２型糖尿病是认知功能损害的独立危险因
素［２－３］。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

是伴随着感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过程的一种

共同的心理特征，是一切心理过程得以产生和进行的

必不可少的心理属性。Ｐｏｓｎｅｒ［４－６］提出注意是有几个
神经基础结构组成，可分为三个子系统，即警觉（ａｌｅｒ
ｔｉｎｇ，）、定向（ｏｒｉｅｎｔｉｎｇ）、执行控制（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ｉｎＦａｎ根据 Ｐｏｓｎｅｒ的理论设计了注意网络测试（ａｔ
ｔ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ｓｔ，ＡＮＴ）软件，该实验目前已被广泛
应用于正常人群、抑郁症、癫痫等患者，未见有关糖尿

病的注意网络的报道，本研究主要是在患２型糖尿病
的中青年人群及正常中青年人群中进行注意网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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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探讨２型糖尿病对注意网络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从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中选取稳定
的单纯的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患者４０例，男性２２例，
女性１８例，年龄２８～５８岁，平均（４１．２±６．３）岁，纳入
标准：①符合１９９９年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
②仅患有２型糖尿病史，不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脑
梗死及糖尿病并发症等。排除标准：①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低血糖昏迷，脑血管疾病；②痴呆和其他可能影
响认知功能的器质性脑病及严重躯体疾病；③服用影
响认知功能的药物。不同组间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

限、婚姻、职业及 ＭＭＳＥ评分等方面差异无统计意义
（均 Ｐ＞０．０５）。正常对照４０例，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６
例，年龄２７～５６岁，平均（４０．１±５．９）岁。既往无精
神、神经病史，无药物滥用史，无脑血管病等。

１２　注意网络测试方法　注意网络测试（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ｅｓｔ，ＡＮＴ）在电脑屏幕中心设置“＋”为注视
点，设置“星号”进行提示，有４种状态，分别为没有、
中心点、中心点上下及中心点上或下４种类型，每种出
现７８次，３种靶箭头状态，分别为单个箭头、５个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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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一致及中间箭头方向与其他箭头方向不一致３种
类型，每种出现１０４次，通过提示项及靶箭头出现的不
同组合，进行３１２次试验，在正式试验前有２４次练习，
整体试验为３３６次，分３个阶段，被试者中途可以休
息，试验时间约３０ｍｉｎ。受试者在试验时要求判断靶
箭头的方向，并按键盘上相应“←”或“→”反应键。电
脑记录受试者在测试中反应的正确、错误和反应时间；

平均反应时间是指３个部分网络测试的反应时间平均
值，平均正确率为正确判断次数／３１２×１００％。警觉网
络效率为无提示条件的反应时间减去有提示条件的反

应时间；定向网络效率为无效空间提示条件的反应时

间减去有效空间提示条件的反应时间；执行控制网络

效率为方向不一致的靶刺激条件下的反应时间减去方

向一致的靶刺激条件下的反应时间。以评估注意网络

的警觉、定向及执行控制功能。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全部资料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注意网络测试指标的比较，见
表１。与对照组相比，糖尿病组的注意网络中执行控
制效率及反应时间受到明显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注意网络的警觉效率及定向效率未受到明显的影响。

表１　糖尿病组与对照组注意网络测试指标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警觉（ｍｓ） 定向（ｍｓ） 执行控制（ｍｓ） 反应时间（ｍｓ） 正确率（％）

对照组 ４０ ５５．９±３１．２ ４６．１±２０．６ ６６．８±３２．３ ６８４．８±１０８．３ ９９
试验组 ４０ ４９．６±３２．１ ５１．５±２３．８ １１２．６±６２．４△ ９２４．８±１０６．８△ ９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糖尿病是认知障碍和痴呆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
糖尿病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危险是同龄非糖尿病患者

的３倍，２型糖尿病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是全过程、多途
径的，包括长期慢性的影响，如高血糖、高胰岛素血症、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脂代谢紊乱，及急性的可逆或不

可逆影响，如低血糖发作，并发脑血管意外等多种机制

共同影响认知功能，而且糖尿病与痴呆，特别是阿尔茨

海默病（ＡＤ）有许多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７］，如胰岛素

信号传导途径异常、糖基化终末产物（ＡＧＥｓ）增加、氧
化应激、炎症反应等，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认知功能的

早期评估尤其重要。另外糖尿病患者伴有的抑郁焦虑

也是促使认知障碍发生的原因［８］。

注意由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３个子系统构成，警
觉是指维持一个灵敏状态以接受信息的传入，右侧额

顶叶对警觉状态的启动和保持起关键作用，警觉状态

的提升受内源性信号及外界刺激的双重影响，外界刺

激影响警觉效应是通过丘脑上行投射系统，与大脑额

叶及脑内的去甲肾上腺素递质系统密切相关。定向指

从输入感觉信息中选择信息的过程，研究发现，丘脑后

结节、上丘、上顶叶、颞顶联合、上颞叶和额视区在研究

定向网络中经常激活，胆碱能系统与注意的定向功能

有关。执行控制系指对认知操作进行协调控制和解决

反应冲突的能力，包括解决冲突、错误探测、觅新和各

种努力认知过程等。前扣带区、副运动区、额直回、前

额叶背侧皮质和部分基底节及丘脑可能与之有关，额

叶病变时，会出现执行能力受损，皮质－纹状体环路破
坏的帕金森患者，也发现有执行能力缺陷，表现为任务

切换速度下降，多巴胺神经递质对执行控制起重要作

用。但对于这３个子系统是存在交互联系，还是相互
独立的，目前还存在分歧［９－１０］。ＡＮＴ由 ＪｉｎＦａｎ等设
计，通过改变暗示方式，包括无暗示、暗示及冲突状态

等来检查注意网络的警觉和定向功能，是有效定量评

估注意功能的手段。

本研究发现２型糖尿病患者ＭＭＳＥ评分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ＮＴ评估中执行功能及
平均反应时间较正常对照组下降，这与部分研究糖尿

病患者早期执行能力下降一致。考虑可能是由于糖尿

病对脑功能的影响是多方面、多机制的有关，既可以影

响脑细胞的代谢，又可影响脑部的神经递质及结构性

改变有关。也说明 ＡＮＴ有利于糖尿病患者认知障碍
的早期检测。

参考文献

［１］　ＹａｎｇＷ，ＬｕＪ，Ｗｅｎｇ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ｍｏｎｇｍｅｎ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１０，３６２（１２）：１０９０１１０１．

［２］　ＣｈｏｌｅｒｔｏｎＢ，ＢａｋｅｒＬＤ，Ｃｒａｆｔ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ｒａｉｎａｇｅｉｎｇ［Ｊ］．ＤｉａｂｅｔＭｅｄ，２０１１，２８（１２）：１４６３１４７５．

［３］　ＬａｕｎｅｒＬＪ，ＭｉｌｌｅｒＭ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ＪＤ，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ｇｌｕ

ｃｏｓ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ｏｎｂｒ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２ｄｉ

ａｂｅｔ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ＭＩＮＤ）：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ｓｕｂｓｔｕｄｙ［Ｊ］．

Ｌａｎｃｅｔ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９６９９７７．

［４］　ＰｏｓｎｅｒＭＩ，ＲｏｔｈｂａｒｔＭＫ．Ｔｏｗａｒｄ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ＰｈｙｓＬｉｆｅＲｅｖ，２００９，６（２）：１０３１２０．

［５］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ＳＥ，ＰｏｓｎｅｒＭＩ．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ｂｒａｉｎ：２０

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Ｊ］．ＡｎｎｕＲｅｖ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１２（３５）：７３８９．

［６］　ＰｏｓｎｅｒＭＩ．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２０１２，６１（２）：

４５０４５６．

［７］　ＤｅＬａＭｏｎｔｅＳＭ．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ｄｅ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ＰａｎｍｉｎｅｒｖａＭｅｄ，２０１２，５４（３）：１７１１７８．

［８］　许敏，邓大同，王佑民．糖尿病与抑郁症［Ｊ］．安徽医药，２０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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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曲美他嗪联合地高辛治疗房颤伴心力衰竭患者疗效观察
姜巧珍，蒋鹏，陈相健

【摘　要】　目的　探讨曲美他嗪联合地高辛治疗房颤伴心力衰竭的疗效。方法　选择房颤合并心力衰竭的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给予曲美他嗪联合地高辛治疗的观察组和常规治疗的对照组，观察治疗效果、检测心脏彩超指标及

外周血中ＢＮＰ、ＥＰ１含量。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４６４％，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８０００％）；Ｅ峰（７２３５±７３９）ｃｍ／
ｓ、Ｅ／Ａ值（１３８６±０１５４）、ＬＶＥＦ（６５３８％ ±７０３％）、ＬＶＥＤＤ［（５４３９±５４２）ｍｍ］、ＢＮＰ［（１７３８６±１９４７）ｎｇ／Ｌ］，ＥＰ１
［（２３８±０３１）ｆｍｏｌ／ｍｌ］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　曲美他嗪和地高辛能够提高房颤伴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对
改善心室功能，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

【关键词】　心房颤动；心力衰竭；心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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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ｌｉｔｙ０１００１７，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ｉｍｅｔａｚｉｄｉｎｅａｎｄｄｉｇｏｘｉｎｏｎ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Ｆ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ｇｉｖｅｎｔｒｉｍｅｔａｚｉｄｉｎｅａｎｄ
ｄｉｇｏｘｉ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ｇｉｖｅ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ｃａｒｄｉａｃ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ＢＮＰ，Ｅ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９３．３３％ 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Ｅｐｅａｋ（７２．３５±
７．３９）ｃｍ／ｓ，Ｅ／Ａ（１．３８６±０．１５４），ＬＶＥＦ（６５．３８±７．０３）％，ＬＶＥＤＤ（５４．３９±５．４２）ｍｍ，ＢＮＰ（１７３．８６±１９．４７）ｎｇ／Ｌａｎｄ
ＥＰ１（２．３８±０．３１）ｆｍｏｌ／ｍｌ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ｒｉｍｅｔａｚｉｄｉｎｅａｎｄｄｉｇｏｘｉｎｃａｎ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ｈａ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心房颤动（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Ｆ）是临床上最为常
见的心律失常类型，多见于存在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

病、心肌病、心瓣膜病等心脏原发疾病的患者。在临床

上，对于房颤并发心力衰竭的处理，要从恢复心功能、

保证心肌血供和逆转房颤、恢复窦性心律两方面着手。

曲美他嗪可以缓解心肌缺血，地高辛则能发挥正性肌

力和负性频率、负性传导作用。在此为了进一步探讨

曲美他嗪联合地高辛治疗房颤伴心力衰竭的疗效，笔

者进行了下列研究，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 －２０１１年８
月３０日期间在本院就诊的１１６名房颤合并心力衰竭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７５名，女性 ４１名，年龄
３２～６１岁、平均（４３２９±７５６）岁。所有患者均有房
颤病史，其中高血压性心脏病３５例、冠心病５７例、心
瓣膜病２４例。按照纽约心脏协会（ＮＹＨＡ）心功能分
级，１１６名患者中，心功能Ⅱ级３０名、Ⅲ级４５名、Ⅳ级
４１名。所有患者均通过临床症状以及心电图、心脏彩
色多普勒超声、胸部Ｘ线检查确诊。
１．２　分组方法　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将１１６名患者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６０名患者给予常规利尿、
脱水、扩血管、抗凝等常规治疗，其中男性３８例、女性
２２例，年龄在 ３２～６０岁、平均（４３０３±７３２）岁，Ａ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１７０２２０）
作者单位：０１００１７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内科

（姜巧珍，蒋鹏）；２１００２９南京市，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陈相健）

通讯作者：姜巧珍，电子信箱：ｊｑｚ２２９４＠ｙａｈｏｏ．ｃｎ

病程１～５年、平均（２５８±０３７）年；观察组５６名患者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曲美他嗪联合地高辛治疗，

其中男性３７例、女性 １９例，年龄在 ３４～６１岁、平均
（４３８５±７９５）岁，ＡＦ病程 １～４年、平均（２３３±
０３２）年。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心功能、病程等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利尿剂、阿司匹林肠溶
片、替米沙坦以及地高辛口服治疗。观察组给予利尿

剂、阿司匹林肠溶片、替米沙坦以及曲美他嗪、地高辛

口服治疗。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降低
２级；有效：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降低１级；无效：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未降低或反而增加。总有效率 ＝（显效例
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１．４．２　心脏彩超指标　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舒
张早期充盈峰速度（Ｅ峰）、舒张晚期充盈峰速度（Ａ
峰）、Ｅ／Ａ比值、左心室舒张末期直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ＶＥＤＤ）和射血分数（ＬｅｆｔＶｅｎ
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ＬＶＥＦ）。
１．４．３　血液指标　治疗后采集静脉血，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４
℃、离心１０ｍｉｎ，收集上层血清并于 －８０℃保存。用
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生产的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测定Ｂ型钠尿
肽（ＢＮＰ）和大内皮素１（ＥＰ１）的含量。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计量资料的
分析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分析采用χ２检验，结果按
照Ｐ＜００５判断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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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观察组患者显效３３例、
有效２０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９４６４％（５３／５６）；对
照组显效 ３１例，有效 １７例，无效 １２例，总有效率
８０００％（４８／６０）。观察组治疗效果明显好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心脏彩超指标　观察组 Ｅ峰
（７２３５±７３９）ｃｍ／ｓ、Ｅ／Ａ值（１３８６±０１５４）、ＬＶＥＦ
（６５３８±７０３）％、ＬＶＥＤＤ（５４３９±５４２）ｍｍ，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Ａ峰（５２２１±５３３）ｃｍ／ｓ明
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房颤合并心力衰竭的患者左室舒张功能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Ｅ峰（ｃｍ／ｓ） Ａ峰（ｃｍ／ｓ） Ｅ／Ａ值 ＬＶＥＦ（％） ＬＶＥＤＤ（ｍｍ）

观察组 ５６ ７２．３５±７．３９ ５２．２１±５．３３ １．３８６±０．１５４ ６５．３８±７．０３ ５４．３９±５．４２
对照组 ６０ ５５．２９±５．４１ ７５．８１±７．９８ ０．７２９±０．０９１ ５８．２３±５．３９ ４３．４２±４．９２
ｔ值　 ６．２３１ ６．８２５ ８．９６２ ５．３２１ ６．０１３
Ｐ值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３９４

２．３　两组患者的血液指标　观察组患者 ＢＮＰ
（１７３８６±１９４７）ｎｇ／Ｌ，ＥＰ１（２３８±０３１）ｆｍｏｌ／ｍｌ，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房颤合并心力衰竭的患者血液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ＢＮＰ（ｎｇ／Ｌ） ＥＰ１（ｆｍｏｌ／ｍｌ）

观察组 ５６ １７３．８６±１９．４７ ２．３８±０．３１
对照组 ６０ ２７．５８±２９．４２ ３．０９±０．４６
ｔ值 ６．７０２ ５．８２０
Ｐ值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４０３

３　讨论
心房颤动（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Ｆ）是临床上最为常

见的心律失常类型，相关研究报道在７０岁以上的人群
中房颤的发生率可以达到１０％以上［１］。该病多见于

存在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病、心肌病、心瓣膜病等心

脏原发疾病的患者［２］。房颤发作时，心房激动的频率

可以达到３００～６００次／ｍｉｎ，并引起心悸、眩晕、胸部压
迫感、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出现［３］。当患者窦房结

功能正常时，异常的心房颤动不会传到至心室束，因此

也不会引起心室频率和节律的异常。但是由于心脏本

身存在病变、窦房结功能受损，心房颤动会引起心室率

加快、心室舒张期缩短、每搏输出量减少，进而导致全

身靶器官缺血、心肌做功增加、心肌重构。当上述病理

生理改变超出患者的代偿能力后，就会引起心力衰竭

的发生［４］。

在临床上，对于房颤并发心力衰竭的处理，要从恢

复心功能、保证心肌血供和逆转房颤、恢复窦性心律两

方面着手［５］。曲美他嗪是临床上常用的抗心绞痛药

物，一方面能够通过抑制脂肪酸的代谢、减少游离脂肪

酸的合成来保证心肌更多的利用葡萄糖氧化来进行功

能、增加氧的利用率，进而起到缓解心肌缺血的作

用［６］；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减少钙超载、提高乳酸利用

率、抑制酸中毒来起到心肌保护作用［７］。马丕勇等［８］

研究发现曲美他嗪能够显著改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

者神经自主功能，提高心率变异性。地高辛属于洋地

黄类药物，一方面可以发挥正性肌力作用来缓解心衰

症状，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负性频率及负性传导作用来

减慢房室传导、降低心房颤动心室率［９］。本研究中，观

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了曲美他嗪和地高

辛，总有效率 ９３．３３％、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Ｅ峰
（７２３５±７３９）ｃｍ／ｓ、Ｅ／Ａ值（１３８６±０１５４）、ＬＶＥＦ
（６５３８±７０３）％、ＬＶＥＤＤ（５４３９±５４２）ｍｍ，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这就说明曲美他嗪和地高辛有助于改善

患者的心室舒张功能。肖广新等［１０］从６０例慢性充血
性心力衰竭患者对照实验中，证实曲美他嗪能够有效

改善心功能。

超声心动图、心脏彩超、心电图等无创检查方法能

够有效地诊断心力衰竭，但是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些年来发现的 Ｂ型钠尿肽和大内皮素１两种多肽
的含量在心力衰竭患者的体内会发生显著改变［１１］。Ｂ
型钠尿肽是一类由心室肌细胞合成和分泌的多肽，当

心室负荷和心室壁张力增加时 ＢＮＰ的分泌会相应增
多，它的水平可以较好地反应左室功能。大内皮素１
主要来源于体内的血管内皮细胞、心内膜和心肌细胞，

当循环血量不足时ＥＰ１的合成和分泌会相应增多，它
的水平可以较好地反应全身血容量情况。有上述研究

可知，观察组患者 ＢＮＰ（１７３８６±１９４７）ｎｇ／Ｌ，ＥＰ１
（２３８±０３１）ｆｍｏｌ／ｍｌ，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这就说明
曲美他嗪和地高辛能够改善血液中心功能相关的指

标。

综上，我们认为曲美他嗪和地高辛能够提高治疗

有效率、改善心室功能，对于房颤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

治疗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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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椎弓根复合体钉钩系统治疗青年腰椎峡部裂
刘海潮，李存孝，范德刚，钱澍，高浩然，闫国良，胡运生，钱济先

【摘　要】　目的　评价椎弓根复合体钉钩系统治疗青年腰椎峡部裂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１
月期间住院的２８例青年腰椎峡部裂患者，手术采用椎弓根复合体钉钩系统进行治疗。术后随访１３～６３个月，临床结果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及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指数（ＯＤＩ）进行评估。结果　２８例患者在术后３～１２个月均恢复日常生
活及工作，所有患者随访期间未见椎弓根钉及椎板钩断裂、松动或脱钩等并发症。ＣＴ检查峡部裂融合率为９２．９％。术
前及最后一次随访时ＶＡＳ评分分别为（７．５±０．８）及（１．０±０．６），ＯＤＩ指数为分别为（７３．５±７．３）％及（１０．６±４．０）％。
结论　椎弓根复合体钉钩系统直接修复法仅在伤椎上进行简单且符合正常生理解剖结构的复位固定，是一种有效的治
疗青年腰椎峡部裂的手术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椎弓根复合体钉钩系统；青年患者；腰椎峡部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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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峡部裂（ｓｐｏｎｄｙｌｏｌｙｓｉｓ）是指椎骨的上下关节突间
的椎弓峡部骨质失去连续性，亦称峡部不连或椎弓崩

裂。普通人群中腰椎峡部裂的发生率约为６％，在青
年运动员中可高达４３％［１］。对于临床症状明显且保

守治疗无效的青年峡部裂患者，脊柱节段内直接修复

可保留腰椎活动度，减少相邻节段退变的发生，是一种

有效的治疗方法。本院骨科自２００７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
１月期间，采用椎弓根复合体钉钩系统治疗青年腰椎
峡部裂患者２８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２８例，男性２１例，女性７
例。年龄１５～３２岁，平均年龄２０．４岁。其中腰４峡
部裂４例，腰５峡部裂２１例，腰４和腰５椎弓同时崩
裂３例。均下腰痛严重、持续，经症状、体征及辅助检
查相结合而明确诊断，无椎间盘突出，无椎体滑脱或仅

Ⅰ度以内的轻微滑脱，无椎间隙狭窄，保守治疗１～２
个月后效果不佳。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全身麻醉，俯卧位。以病椎棘突
为中心，后正中入路，旁开中线０．５ｃｍ做筋膜纵形切
口，骨膜下剥离附着于棘突及椎板骨面的软组织，显露

双侧椎弓峡部。根据病椎异常活动及Ｃ形臂透视确定
峡部裂位置。彻底清除断端之间的纤维瘢痕及硬化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发攻关项目（２０１０Ｋ１３０２０５）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３８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钱济先，电子信箱：ｑｉａｎｊｘ＠ｆｍｍｕ．ｅｄｕ．ｃｎ

死骨，直至骨折端的骨面渗血为止，制作植骨床，将邻

近椎板表面去皮质，以利于植骨融合。手术器械为

ＵＰＡＳＳ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山东威高）或Ｍ８脊柱内
固定系统（美敦力），常规方法置入双侧椎弓根钉。取

髂后上棘单层皮质骨块，修整后植于椎弓断端间。在

相应的椎板下缘潜行剥离黄韧带附着点，安装椎板钩，

置入连接棒，对峡部断端加压，在断端周围植入碎骨。

术后负压引流２４～４８ｈ，１～２周后支具保护下地，术
后均佩戴腰围或支具４周。
１３　术后随访及疗效评估　术后３、６、１２月及以后每
年随访１次，术后６月及以后的随访时间点要求患者
行病椎ＣＴ扫描，以评价椎弓愈合情况。评价指标有：
手术时间、术中失血、术后住院天数、手术并发症及融

合率。术前、术后患者症状严重程度及改善情况采用

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和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指数（ＯＤＩ）
进行评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所得数据
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对术前
及术后ＶＡＳ及ＯＤＩ指数采用配对ｔ检验。

２　结果
　　手术时间（１３１．３±１８．９）ｍｉｎ，术中失血（１９４．３±
７２．６）ｍｌ，术后住院天数（１０．１±２．７）ｄ。随访１３～６３
个月，原有疼痛症状均于术后 ７ｄ内消失，无神经损
伤、切口感染等并发症。患者术后（７．２±２．５）个月恢
复日常生活及工作，无继发性椎体滑脱和临近节段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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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盘退变，无椎弓根钉和连接杆松动、断裂及椎板钩脱

落等并发症。经ＣＴ检查２８例患者中有２例患者椎弓
峡部未完全融合，峡部裂总体融合率为 ９２．９％（２６／
２８）。术前及最后一次随访时ＶＡＳ评分和ＯＤＩ指数经
配对样本比较的ｔ检验，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典型病例资料见图１及图２（图２，见封三）。

表１　患者术前与末次随访时症状功能评分结果（ｘ±ｓ）

指标 术前 末次随访 ｔ值 Ｐ值

ＶＡＳ ７．５±０．８ １．０±０．６ ３３．１８８ ０．０００
ＯＤＩ（％） ７３．５±７．３ １０．６±４．０ ３５．５２５ ０．０００

　
　　注：图１Ａ为术前腰椎ＣＴ，示腰４、５峡部裂；图１Ｂ为术中Ｃ臂透视
情况；图１Ｃ为术后１周腰椎正位片；图１Ｄ为术后１９个月腰椎侧位片，
示椎弓峡部已骨性融合。

　图１　腰４、５峡部裂典型病例影像

３　讨论
　　腰椎峡部裂是引起青年腰腿痛的常见原因之一，
传统的手术方法为跨脊柱节段融合内固定，然而其改

变了手术部位正常的生理结构，术后邻近节段的应力

增加，加速了邻近节段退变［２］。相对而言，腰椎峡部裂

的直接修复是在病变椎体节段内进行局部植骨融合、

固定，使腰椎峡部裂处骨质直接骨性愈合修复，手术创

伤小，能恢复脊柱正常的生理结构，减少邻近节段椎间

盘退变的发生率［３］。

直接修复峡部裂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初是峡部裂

处单纯植骨，不用内固定。该方法术后患者卧床时间

长、融合率低。随后，有些学者为弥补单纯植骨的不

足，陆续研究出了多种辅助的内固定方法。如Ｂｕｃｋ螺
钉法、Ｓｃｏｔｔ钢丝环扎法、椎弓根钉钢丝法、记忆合金节
段内固定、椎弓根钉钩系统内固定法等［４］。目前普遍

认为，椎弓根钉钩系统用于峡部裂修复后的单节段内

固定，较其他内固定生物力学稳定性好，操作简便，临

床效果及后期脊柱稳定性亦更好［５］。

我们采用国际通用的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和汉化
的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指数（ＯＤＩ）对患者术前及术后腰
椎功能进行评估，以期能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对

比。其中ＶＡＳ评分简便快捷，患者易接受。Ｏｓｗｅｓｔｒｙ
功能障碍指数稳定可靠，可作为综合评定腰痛患者是

否需要手术或康复疗效评定的参考指标［６］。但研究发

现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指数第８项（性生活）与其余９项
关联性较差，加之我们研究的患者多数为未婚青年，鉴

于国人的习惯和含蓄，我们删除了性生活１项。将其

余９个项目的选择答案相应得分累加后，计算其所占
总分（４５分）的百分比，即为汉化的Ｏｓｗｅｓｔｒｙ功能障碍
指数。在本组应用椎弓根钉钩系统治疗的患者中，术

前及最后一次随访时 ＶＡＳ评分和 ＯＤＩ指数经配对样
本比较的ｔ检验，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临床效果
显著。

本组患者复查时均常规拍摄Ｘ线片，有时 Ｘ线方
向不能与峡部裂隙平行，加之术后内固定器械的干扰，

在普通 Ｘ线片上往往不能清晰显示峡部裂是否融
合［７］。ＫａｌｉｃｈｍａｎＬ等［８］在一组以社区为基础的随机

人群的研究中发现，应用 ＣＴ检查腰椎峡部裂的患病
率是１１．５％，是以Ｘ线检查的患病率的近２倍。特别
是ＣＴ扫描后的多平面重建等技术为详细观察椎弓峡
部裂提供了新的检查方式，弥补了普通 Ｘ线平片的种
种不足，目前认为多层螺旋 ＣＴ检查是诊断峡部裂及
对峡部裂愈合情况进行随访评价的理想方法［９］。因此

我们在患者术后６个月以后的随访中，均建议行ＣＴ检
查确定融合情况，观察原峡部裂隙是否消失，在原峡部

断端间有无连续性骨小梁。经 ＣＴ检查，２８例患者中
有２６例双侧椎弓峡部均融合，峡部裂融合率为
９２．９％。有２例患者共３处峡部裂未愈合，均为Ｌ５峡
部裂。其中１例为２２岁患者，术后１０个月ＣＴ检查显
示双侧峡部裂处断端硬化。另外一例患者为３０岁患
者，有吸烟史１０余年，术后１年ＣＴ检查显示单侧峡部
裂处植骨吸收，形成假关节。这２例患者术前ＣＴ均显
示峡部裂处裂隙较宽，断端骨质硬化范围大，椎板发育

细小，考虑为术中清除断端硬化骨后骨缺损大，血液循

环差，及断端加压不足等原因影响植骨愈合。另外，该

男性患者吸烟及年龄偏大也有可能对植骨愈合产生不

利影响［１０］。

青年腰椎峡部裂为多见病症，多数患者通过正规

保守治疗即可控制症状及维持脊柱的稳定性，仅有少

部分患者保守治疗无效，需手术治疗。而且应用椎弓

根钉钩系统治疗青年腰椎峡部裂，仅对崩裂椎弓进行

融合固定，应力集中，对手术的适应症应该严格掌

握［１１］。普遍认为有下列临床表现可进行直接修复手

术：①明确的下腰痛而无神经根压迫症状；②椎间隙高
度基本正常；③无椎体间滑移或轻度滑脱；④经１～２
个月严格正规保守治疗无效；⑤年龄不超过３５岁。

通过对本组患者治疗结果分析，椎弓根复合体钉

钩系统治疗青年腰椎峡部裂，具有一系列优势：①手术
在直视下进行，确保手术的安全性，仅需标准的椎弓根

钉技术，操作简单。②植骨时不受器械干扰，植骨容量
大，钉钩间加压使骨折断端紧密嵌合，有利于植骨融

合。③固定强度高，有助于术后早期康复活动。④有
多种规格的椎板钩，可根据不同年龄的患者挑选应用，

也可与其他国产钉棒系统联合应用，具有良好的通用

性。⑤由于该手术不破坏棘突、棘间及棘上韧带，创伤
较小，避免了脊柱后方韧带复合体的破坏。

综上所述，椎弓根复合体钉钩系统直接修复治疗

青年腰椎峡部裂，是一种有效的治疗青年腰椎峡部裂

的手术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本研究样本量

相对较少，随访时间相对较短，有待进一步开展大样本

随机对照研究及长期随访研究。 （下转第１０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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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可吸收骨水泥联合椎弓根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段脊柱骨折临床研究
周茂生，谢加兵，杨民，汪正宇，胡旭峰，徐祝军

【摘　要】　目的　观察可吸收骨水泥强化椎体联合短节段椎弓根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段脊柱骨折的疗效。方法　自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５月应用经伤椎椎弓根注射可吸收骨水泥强化，联合短节段椎弓根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段脊柱骨折
２６例。所有患者均于术前、术后１周、２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去除内固定后３个月行Ｘ线检查；术前、术后６个月、１２个
月行ＣＴ检查，测量后凸角及伤椎前缘高度的变化。术后随访１０～３６个月，平均１８个月。结果　所有病例均无神经损
伤或异物反应等并发症。未发现有内固定松动或断裂现象。术前后凸角平均２１．８°，椎体前缘高度平均为４９．７％，术后
１周分别为３．２°和９４．３％；术后１２个月３．８°和９２．３％；去除内固定后３个月５．５°和９０．４％。并进行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可吸收骨水泥联合短节段椎弓根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段脊柱
骨折可有效恢复椎体高度及后凸畸形，促进椎体骨折愈合，减少远期椎体高度丢失，同时也是防止椎弓根钉松动或断裂

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可吸收骨水泥；椎弓根钉内固定；胸腰段脊柱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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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腰段椎体骨折在创伤骨科中较为常见，其治疗
方法也较多，而后路撑开复位、短节段椎弓根钉内固定

是目前治疗胸腰椎骨折的常用方法，但术后伤椎体内

存在空隙、不能骨化的“蛋壳”样改变多见，从而脊柱

节段失去前柱的支撑，导致内固定的失败和远期矫正

度的丢失。针对此种不足，我院自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０１１
年５月对２６例胸腰椎骨折患者行常规后路短节段椎
弓根钉复位、固定治疗的同时，联合应用流体态、可降

解硫酸钙钙骨水泥行椎体成形术，近中期疗效满意，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２６例，男性２２例，女性４例，年
龄２１～５８岁，平均４２．７岁。高处坠落伤１９例，车祸
伤７例。Ｔ１１骨折 １例，Ｔ１２骨折 １２例，Ｌ１骨折 １１
例，Ｌ２骨折１例。按 Ｄｅｎｉｓ分类：屈曲压缩性骨折１４
例，爆裂性骨折１０例，骨折脱位２例。其中２例伴有

基金项目：安徽省卫生厅科研项目（２０１０Ｃ０６５）；皖南医学院中青年科研
基金（ＷＫ２０１１Ｆ１７）；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三新项目
（ＳＸ２００８００４）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创伤骨科
通讯作者：周茂生，电子信箱：ｌａｏｍａｏｚｈｏｕ＠ｓｏｈｕ．ｃｏｍ

马尾损伤（ＦｒａｎｋｅｌＤ级），１例伴有单侧神经根（Ｌ１）撕
脱。术前均有Ｘ线片、ＣＴ、ＭＲＩ等影像学检查资料。
１２　器械和材料　椎弓根钉棒系统为创生公司的
ＧＳＳＩＩ；可注射骨水泥为美国Ｗｒｉｇｈｔ公司生产的ＭＩＩＧ
１１５（可注射硫酸钙）。
１３　治疗方法　患者全麻，取俯卧位，行常规后路切
开复位、短节段椎弓根钉内固定，利用器械撑开复位，

同时抬高手术床头端使脊柱胸腰段过伸以利用前纵韧

带复位前柱（一般抬高３０°）。对有明显硬膜囊压迫者
行全椎板减压；根据椎体压缩的部位和程度，透视下经

伤椎椎弓根单侧或双侧穿刺，穿刺部位正常，用直形／
弧形椎弓根钻子复位终板，行Ｃ型臂透视，视其复位效
果行椎弓根钉棒复位系统调整复位，透视复位效果满

意后，再行可调控注射装置装入调和好的骨水泥，经椎

弓根快速注入椎体流体状态的骨水泥５～１０ｍｌ，平均
７ｍｌ。观察５ｍｉｎ，病人无不适反应，常规放置引流、关
闭切口。

１４　术后处理　所有患者均于术后加强腰背肌功能
锻炼和支具佩戴３周以上，均在术后１周、２个月、６个
月、１２个月、去除内固定后３个月行 Ｘ线检查；术前、
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行ＣＴ检查，测量后凸角及伤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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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高度的变化。

１５　疗效判定　临床症状改善程度和骨折愈合情况，
术前、术后、内固定取出术后均行Ｘ线片和 ＣＴ检查结
果判断其骨折愈合，均行ｃｏｂｂ角的角度测量和椎体前
缘高度测量。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本组２６例术后均获得随访１０～２８个月，平均１４
个月。均未出现骨水泥毒性反应，未出现骨水泥渗漏、

神经损伤症状。手术时间 １１０～１５０ｍｉｎ，平均 １３５
ｍｉｎ；出血量２５０～４３０ｍｌ，平均３２０ｍｌ。伤口均一期愈
合。随访期间未发现有内固定松动或断裂现象。术后

６个月 Ｘ线片和 ＣＴ显示骨水泥大部分吸收，边缘模
糊，椎体骨折均已愈合，无明显“蛋壳”样改变者。

所有病例均无神经损伤或异物反应等并发症。未

发现有内固定松动或断裂现象。双下肢活动正常，二

便功能无障碍。术前后凸角平均２１．８°，椎体前缘高
度平均为４９．７％，术后１周分别为３．２°和９４．３％；术
后１２个月３．８°和９２．３％；去除内固定后３个月５．５°
和９０．４％。随访结果显示临床症状随时间逐步改善，
术前、术后１周、１２个月以及内固定取出术后３个月
的ｃｏｂｂ角的角度和椎体前缘高度测量评分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性（Ｐ＜０．０５）。

典型病例：患者男性，４３岁，高处坠落伤致腰背部
疼痛、活动受限８ｈ而入院，术前Ｘ线片示Ｔ１２椎体骨
折，行后路短节段椎弓根钉复位内固定，结合经椎弓根

注射可吸收骨水泥伤椎体成形术，术前 Ｘ线片示椎体
高度压缩约４０％（图１Ａ）、术后１周（图１Ｂ）Ｘ线片示
椎体高度恢复大于９０％、术后３个月（图１Ｃ）及６个月
（图１Ｄ）ＣＴ示椎体内骨折愈合良好，原有的腔隙被新
生骨逐渐填充。

　
　　注：图１Ａ为术前；图１Ｂ为术后１周；图１Ｃ为术后３个月；图１Ｄ为
术后６个月。

　图１　胸腰段脊柱骨折典型病例手术前后ＣＴ表现

３　讨论
　　胸腰段脊椎骨折破坏了脊柱的前中柱的载荷功能
结构及后柱的稳定结构，从而导致脊柱不稳，严重者骨

折块或椎间盘组织移位突入椎管压迫脊髓。所以胸腰

段脊柱骨折手术治疗的目的首先是去除脊髓、硬膜囊

的压迫，恢复椎管的容积；其次要恢复伤椎的高度，维

持脊柱的正常序列，重建其载荷功能；再者通过有效的

内固定物维持重建后的稳定性。而脊柱骨折内固定后

早期脊柱负荷通过内固定物传递，可不出现症状。塌

陷的胸腰椎骨折后路切开复位内固定后，椎体内被挤

压破坏的骨小梁并不能完全复位，伤椎内多存在空隙。

如果不给予强化、植骨，较大的椎体内空隙不会发生骨

愈合，多形成疤痕化，从而使椎体的生物强度降低，承

重载荷能力下降。同时使脊柱运动节段的压应力稳定

性降低，使邻近髓核的压力降低，使后柱的应力集中增

加，增加椎弓的负荷载荷量，使后路内固定持续负

载［１－２］，久之发生椎弓根钉松动、断裂，内固定失效。

远期患者不但出现腰背痛、劳动力下降，严重者产生继

发椎管压迫、瘫痪。ＳａｓｓｏＲＣ等［３］一组研究发现前、后

路方法早期复位都是满意的，单纯后路固定也未见内

固定失败。但在中远期随访研究中，发现单纯后路内

固定ｃｏｂｂ角平均丢失８．１°，而前路 ｃｏｂｂ角平均丢失
１．８°。可见单纯后路固定在中远期 ｃｏｂｂ角继发丢失
较多。

所以治疗胸腰段严重压缩骨折在椎弓根钉复位的

基础上应该重建前柱，尽可能恢复椎体的承重载荷能

力，减少后柱的应力集中［４］。尽可能保留骨性组织和

椎体附着的软组织，恢复伤椎的上下矢状和冠状位的

三维序列，维持脊柱的稳定［５－６］。ＣｈｅｎＨＨ等［７］的实

验研究发现椎体增强联合后路内固定增强在压力、屈、

伸负荷下的脊柱的结构稳定性。随着生物材料技术研

究发展，对于中老年患者或严重骨质疏松患者，骨折复

位、固定后伤椎内注射生物高分子材料如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ｐｏｌｙ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ａｔｅ，ＰＭＭＡ）等，可以立即
增加椎体强度和稳定性，防止塌陷，但对年轻患者目前

不主张使用［７－８］。有学者在复位固定后经椎弓根向伤

椎内植骨，但最近文献报道它并不能降低内固定失败

和矫正度丢失的发生率［９］。而理想填充材料达到相关

要求［１０］，不只是具有可注射性无毒性、生物降解性，与

椎体骨折块紧密接触，骨爬行替代逐渐被自体骨所取

代，可注射材料经固化后，既维持脊柱生物力学性能，

又能有效地填充骨折块间的空隙等；同时可注射材料

固化具有一定的时间和黏滞性，以及生物相容性与活

性等，本研究采用的骨替代材料可注射式医用硫酸钙

由特制半水硫酸钙粉剂和相应的稀释剂组成，具有良

好的柔顺性，注入骨缺损区大约５ｍｉｎ后硬化并转变
成二水硫酸钙（ＣＳＤ），硬化后的强度与松质骨相当，早
期可形成骨支撑作用。在硬化过程中产热少，局部温

度不超过 ３３℃，对周围组织损伤少。二水硫酸钙
（ＣＳＤ）有骨引导性和骨诱导性，能促进骨再生。研究
表明，成骨细胞附着于硫酸钙，在此基础上成骨，而破

骨细胞吸收硫酸钙，形成生物降解。它在骨缺损区作

为空隙的填充物，形成微酸环境有利于血管和成骨细

胞的长入，提供了骨形成所需的基质，并阻止软组织长

入。３个月左右即可被新生骨组织代替［１１］。

本研究中，在后路切开复位内固定恢复椎体高度

后，根据术前影像学资料显示椎体压缩最严重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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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椎体中前部、上终板的下方，将穿刺针尖部置于

椎体前中１／３处的空隙内，快速注入处于面团期的可
吸收骨水泥。如果穿刺针准确进入骨缺损腔隙内可感

觉灌注剂注射阻力很小。如果阻力大，应重新调整方

向，并尽量保证位于椎体前中１／３，以防止骨水泥向后
方椎管或椎间孔渗漏。同时保证患者至少俯卧位１０
ｍｉｎ，以便骨水泥干固。部分终板凹陷，不能自行复位，
可用直形或弧形椎弓根钻子予以复位，再于终板下注

入可注射硫酸钙支撑维持复位。本组２６例患者用此
方法操作均无椎管内或椎间孔渗漏，未发生肺栓塞等

并发症。

总之，我们采用可吸收骨水泥联合短节段椎弓根

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段脊柱骨折可有效恢复椎体高度及

后凸畸形，促进椎体骨折愈合，减少远期椎体高度丢

失，同时也是防止椎弓根钉松动或断裂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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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１３）

（上接第１００２页）
单独应用一种生长因子更强。术后第１２周时 Ｘ线摄
片显示ＣＴＧＦ＋ＴＧＦβ／ＨＡ组骨折线消失，形成新的光
滑的骨皮质，骨缺损完全修复且可见部分髓腔再通影

像，而 ＣＴＧＦ／ＨＡ、ＴＧＦβ／ＨＡ两组可见大量骨痂包绕
材料，但未见髓腔再通，骨缺损未达完全修复；组织学

观察显示第１２周时ＣＴＧＦ＋ＴＧＦβ／ＨＡ组中可见成熟
的哈弗氏系统，见骨母细胞及破骨细胞增生，在局部形

成新的骨质，骨小梁排列结构及皮质骨和髓腔的关系

均恢复正常。ＣＴＧＦ／ＨＡ、ＴＧＦβ／ＨＡ两组则未见皮质
骨塑形及髓腔再通。生物力学测试数据显示 ＣＴＧＦ＋
ＴＧＦβ／ＨＡ组最大抗折载荷明显高于 ＣＴＧＦ／ＨＡ、ＴＧＦ
β／ＨＡ两组（Ｐ＜０．０５）。

ＴＧＦβ单独应用或与其他生长因子联合诱导成
骨，这在以往的研究以及本实验中都得到了证实，但

ＣＴＧＦ用于成骨效应的研究还少见报道，本实验证实
ＣＴＧＦ的外源性成骨效应及 ＣＴＧＦ与 ＴＧＦβ联合应用
具有更强的促进成骨能力。但对于在骨缺损的修复过

程中，ＣＴＧＦ和 ＴＧＦβ联合应用的最佳用量以及二者
的比例关系、ＣＴＧＦ和 ＴＧＦβ具体的协同作用机制及
如何实现ＣＴＧＦ和ＴＧＦβ的持久、稳定释放，仍有较多
问题需要解决。

参考文献

［１］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Ａ，ＲｅｕｍａｎｎＭ，ｅｔａｌ．ＴＧＦｂｅｔａ１ａｓａ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ｈｅａｌｉｎｇ［Ｊ］．Ｕｎｆａｌｌｃｈｉｒｕｒｇ，２００７，

１１０（２）：１３０１３６．

［２］　ＫｕｂｏｔａＳ，ＴａｋｉｇａｗａＭ．ＣＣＮｆａｍｉｌｙｇｅ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ｔｉｓｓｕｅｓ［Ｊ］．ＣｌｉｎＣａｌｃｉｕｍ，２００６，１６（３）：４８６

４９２．

［３］　ＧａｒｏｓｅｌｌａＥＤ，ＭｏｒｅａｕＰ，ＬｅＭａｏｕｌｔＪ，ｅｔａｌ．ＨＬＡＧ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ｆｒｏｍｍａ

ｔｅｒｎａｌｆｅｔ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ｏｔｉｓｓｕ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Ｊ］．Ａｄｖ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３

（８１）：１９９２５２．

［４］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Ｔ，ＯｋａｚａｋＭ，ＩｎｏｕｅＭ，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ｐａｔｉｔ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ｓ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Ｃａｒｒｉｅｒ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４，２５（１７）：

３８０７３８１２．

［５］　ＬｉＢＣ，ＺｈａｎｇＪＪ，ＸｕＣ，ｅ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ａｂｂｉｔＦｅｍｏｒ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ｂｙ

ＦｉｒｅａｒｍＷｉｔｈＢＭＰ４Ｇｅ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ＧＦｂｅｔａ１［Ｊ］．ＪＴｒａｕｍａ，

２００９，６６（２）：４５０４５６．

［６］　ＫｉｋｕｃｈｉＴ，ＫｕｂｏｔａＳ，ＡｓａｕｍｉＫ，ｅｔ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ｎ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ＣＣＮ２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ｇｅｌａｔｉ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ｌ［Ｊ］．ＴｉｓｓｕｅＥｎｇＰａｒｔＡ，

２００８，１４（６）：１０８９１０９８．

［７］　ＤｅａｎＲＧ，ＢａｌｄｉｎｇＬＣ，ＣａｎｄｉｄｏＲ，ｅｔ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Ｊ］．Ｊ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

Ｃｙｔｏｃｈｅｍ，２００５，５３（１０）：１２４５１２５６．

［８］　ＳｍｅｒｄｅｌＲａｍｏｙａＡ，ＺａｎｏｔｔｉＳ，ＤｅｒｅｇｏｗｓｋｉＶ，ｅｔ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ｖｉｔｒｏ［Ｊ］．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

２００８，２８３（３３）：２２６９０２２６９９．

［９］　ＷａｔｔｓＫＬ，ＳｐｉｔｅｒｉＭ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ｉｓａｂｒｏｇａｔｅｄｂｙｓｉｍ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ｖｉａａＲｈｏ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Ａｍ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ＬｕｎｇＣｅｌｌＭｏｌＰｈｙｓ

ｉｏｌ，２００４，２８７（８）：１３２３１３３２．

［１０］　ＰａｒｉｓｉＭＳ，ＧａｚｚｅｒｒｏＥ，ＲｙｄｚｉｅｌＳ，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ＣＮｇｅｎｅｓｉｎｍｕｒｉｎｅ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ｓ［Ｊ］．Ｂｏｎｅ，２００６，３８（５）：６７１６７７．

［１１］　ＡｒｎｏｔｔＪＡ，ＺｈａｎｇＸ，ＳａｎｊａｙＡ，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ＴＧ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ｙＴＧＦβ１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ｓ［Ｊ］．

Ｂｏｎｅ，２００８，４２（１）：８７１８８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１３）

·１１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全科临床论著·

壳核区高血压脑出血３８例开颅手术治疗体会
徐德才，姜之全，韩易，娄飞云，于振国

【摘　要】　目的　探讨壳核区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表现、手术指征、手术时机、手术方法及其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收治的３８例壳核区脑出血患者（男∶女＝１９∶１９）的临床资料、手术治疗方法、效果及预后。
３８例患者的诊断均符合美国成人自发性脑出血治疗指南（２０１０）的诊断标准，手术方法包括开颅血肿清除术，根据术前
有无脑疝、术中脑压情况，决定是否去骨瓣，如合并脑室出血、脑积水则同时行脑室外引流术。结果　术后住院期间死亡
１例，放弃治疗８例，随访２９例，病情稳定后出院时ＧＯＳ评分５分１４例，４分９例，３分５例，２分１例，２９例随访病人门
诊和电话随访时间６个月以上，死亡１例。结论　壳核区脑出血开颅手术死亡率低，手术方法应个体化。
【关键词】　壳核；脑出血；治疗；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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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脑出血以基底节区壳核出血最多见，占
５０％左右。对高血压脑出血的治疗目前没有一个明确
的规范。从已发表的国内外文献看，对于较重和重型

病例，手术治疗可以提高生存率，减少病死率。本文对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收治的３８例经开颅手术治疗的基底节区
壳核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治疗策略、

手术适应证、手术时机、手术方法及预后等方面进行

总结。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９例，男
女比例为１∶１。年龄３４～７６岁，平均年龄为５３．７岁。
３８例患者的诊断均符合美国成人自发性脑出血治疗
指南（２０１０）的诊断标准［１］，即有明确高血压病史，急

诊发病，经头部ＣＴ证实基底节壳核出血，并排除脑血
管畸形、外伤、肿瘤等出血。以 ＧＣＳ评估患者入院时
意识状态，观察瞳孔判断患者有无脑疝。３８例中 ＧＣＳ
评分３～７分１９例，８～１２分１３例，１３～１５分６例。
患者均有高血压病史。双侧瞳孔等大等圆２１例，单侧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技厅二期科技攻关计划（０６０２３０５９）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于振国，电子信箱：ｙｕｚｈｅｎｇｕｏ＠１６３．ｃｏｍ

瞳孔散大１３例，双侧瞳孔散大４例。
１．２　影像学检查　所有患者行头部 ＣＴ扫描，并根据
病情变化动态复查ＣＴ。根据ＣＴ判断血肿有无破入脑
室，有无梗阻性脑积水。以多田公式计算血肿体积。

所有患者均为壳核出血，出血量３０ｍｌ以下者２例，出
血量３０～８０ｍｌ者２７例，出血量８０ｍｌ以上者９例，其
中破入脑室４例，合并急性梗阻性脑积水１例。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均急诊行开颅血肿清除术，
手术时间距发病时间３０ｍｉｎ～３ｈ，平均１．２ｈ，根据术
前有无脑疝、术中脑压情况，决定是否去骨瓣，如合并

脑室出血、脑积水则同时行脑室外引流术。单纯开颅

血肿清除术２３例，开颅血肿清除术 ＋去骨瓣减压术
１３例，开颅血肿清除术＋侧脑室外引流术２例。
１．４　评估指标　以ＧＯＳ进行评分，判断预后。

２　结果
本组３８例患者手术均获成功，手术时间为 ２～

３．５ｈ，平均２．６ｈ，术后住院５～５２ｄ，平均２８ｄ，手术
后住院期间死亡１例，放弃治疗８例，出院后随访２９
例，门诊和电话随访时间６个月以上，出院时 ＧＯＳ评
分５分１４例，４分９例，３分５例，２分１例，出院后死
亡１例。

３　讨论
壳核区高血压脑出血是最常见的脑出血类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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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所有高血压脑出血的５０％左右［２］。由于高血压脑

出血的致残率和病死率居高不下，使其成为一个严峻

的社会问题。壳核区部位深在及功能重要，手术效果

不佳，使得其治疗较为棘手，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

范。其焦点是采取外科治疗还是内科治疗；如果行外

科治疗，是采取锥颅碎吸术还是开颅血肿清除术。遗

憾的是目前的所有研究均未提供手术治疗明显优于保

守治疗的证据，亦未提供何种手术方式更佳的证据［３］。

已经取得一致的观点是：对血肿量大且伴有严重颅内

高压甚至脑疝患者，特别是早期脑疝，应无可争议的选

择手术，特别是开颅血肿清除手术在挽救患者生命方

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４］。及时手术可：①解除血肿
占位效应，减轻血肿直接压迫造成的脑缺血、缺氧和神

经功能障碍。②减少血肿分解物对脑组织的损害，减
轻脑水肿和继发性神经功能损害的发生。③防止脑疝
的发生［５］。本组术后死亡１例，死亡原因为肺部感染，
呼吸功能衰竭，病死率低于文献报导［３］。

关于开颅手术指征，笔者认为应是：①头颅 ＣＴ显
示血肿量超过３０ｍｌ，占位效应明显，意识障碍严重或
进行性加重。②保守治疗过程中，血肿进行性扩大，病
情逐渐恶化。特别是入院时已有早期脑疝者，应是手

术的绝对指征。对于高龄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脑萎缩，

代偿能力较强，３０ｍｌ以上出血不一定昏迷，因此血肿
体积不是固定不变的，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

个体化设计。下列情况可视为手术的禁忌：①晚期脑
疝，呼吸、循环衰竭，脑死亡者。②老龄患者，心肺功能
较差，术后不易恢复。亦要考虑患者家属的意愿。

关于手术时机，多数研究认为：手术时机是影响高

血压脑出血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超早期和早期手术

显示出明显的优势［５］。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收住的患

者多为转诊病人，入院较晚，大多为脑疝者，影响了治

疗效果。本组术前２１例无脑疝表现，１３例为早期脑
疝，４例为晚期脑疝。无脑疝表现者，术后全部清醒。
早期脑疝者中清醒８例，植物生存５例，无死亡；晚期
脑疝者中无清醒者，放弃治疗３例，死亡１例。由此可
见，手术越早越好。

关于手术方式，研究认为：手术的关键不是入路或

术式，而是要有严格的手术操作理念。尽量在血肿腔

内操作，避免过度牵拉、盲目吸引、电凝损伤。按照显

微手术技术，选择自己常用和熟悉的手术方式，根据病

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个体化方案以达到最佳的手术效

果［６－９］。本组１７例术前有脑疝者采用扩大的翼点入
路，颞部骨瓣尽量靠近颅底，这样可充分减压。２１例
术前无脑疝者采用颞部马蹄形切口，不去骨瓣，均采用

经侧裂入路清除血肿，在显微镜操作。侧裂在前端较

宽，剪开蛛网膜２～３ｃｍ长，注意勿损伤侧裂血管。自
动脑压板牵开脑皮质达岛叶。在岛叶表面可看到大脑

中动脉的分支，在分支间无血管区用脑针向深部穿刺

１ｃｍ即可见陈旧性血液，切开岛叶，即见血凝块，用吸
引器吸除血凝块，双极电凝止血。如发现活动出血的

豆纹动脉分支，予电凝止血，切勿电凝未出血的小动

脉，否则可致术后脑梗塞。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治疗

在国内开始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当时行开颅清除血肿，
后来流行小骨窗清除血肿（颞部直切口，咬除颅骨 ２
ｃｍ×２ｃｍ），９０年代ＣＴ普及后逐步开展 ＣＴ定向下锥
颅碎吸，各家报道的疗效差异较大［１０］，因其手术指征

选择不同，对于有脑疝患者，开颅的效果是显而易见

的，对于无脑疝患者，哪种手术方式更好，尚有待进一

步研究。

综上，壳核区高血压脑出血由于 ＣＴ的普及，可得
到及时的诊治，由于手术本身技术成熟，手术造成的死

亡率极低，患者术后死亡大多因为并发症。对于较大

血肿或已有脑疝者，治疗态度应积极，手术指征应放

宽。要掌握先进的手术理念和技巧。对不同患者采取

不同的个体化治疗，可望取得较好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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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在宫颈 ＣＩＮ累腺与微小浸润癌鉴别中的意义
戴一菲，杨继洲，李蓓

【摘　要】　目的　检测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在ＣＩＮ累腺、宫颈微小浸润癌（ＭＩＣ）及宫颈鳞癌中的表达情况，探讨它们在宫
颈ＣＩＮ累腺与ＭＩＣ鉴别应用中的意义。方法　对正常宫颈对照组、各级ＣＩＮ累腺组、ＭＩＣ组及宫颈鳞癌组各２０例，采用
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Ｍｓｕｐｅｒ免疫组化二步法检测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并结合病理特征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在宫
颈ＣＩＮ累腺组与ＭＩＣ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４９２，χ２＝６．７２７，χ２＝６５．１０６，Ｐ＜０．０５）。且Ｐ１６、Ｋｉ６７在低级
别ＣＩＮ累腺组与高级别ＣＩＮ累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４７３，χ２＝２３．１７７，Ｐ＜００５）；而 ＭＭＰ２在高级别 ＣＩＮ
累腺组与ＭＩＣ组之间差异也存在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４７３，Ｐ＜０．０５）。结论　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三项联检能有效鉴别宫
颈ＣＩＮ累腺与ＭＩＣ，指导临床。
【关键词】　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微小浸润癌；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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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６７ａｎｄＭＭＰ２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０ｃａｓｅｓ），ＣＩＮｗｉｔｈｇｌａｎｄ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ｃａｓｅｓ），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２０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Ｋｉｔｆｏｒ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１６，Ｋｉ６７ａｎｄＭＭＰ２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ＩＮｗｉｔｈｇｌａｎ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χ２＝９．４９２，χ２＝６．７２７，χ２＝６５．１０６，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１６ａｎｄＫｉ６７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ｇｒａｄｅＣＩＮｗｉｔｈｇｌａｎｄ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ｇｒａｄｅ
ＣＩＮｗｉｔｈｇｌａｎｄ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７．４７３，χ２＝２３．１７７，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Ｐ１６，Ｋｉ６７ａｎｄＭＭＰ２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ＣＩＮｗｉｔｈｇｌａｎｄ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ＩＣｏｆｃｅｒｖｉｘ．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Ｍｉｃｒｏ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２

　　１９８５年，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定义宫颈微小浸
润癌（ｍｉｃｒｏ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ＭＩＣ）为“肉眼未见
癌灶，仅在显微镜下可见的浸润癌”，并将其分为ⅠＡ１
期和ⅠＡ２期。１９９４年ＦＩＧＯ对其进行了修订及完善，
即ⅠＡ１期肿瘤的浸润深度≤３ｍｍ，宽度≤７ｍｍ；ⅠＡ２
期的肿瘤浸润深度 ３～５ｍｍ，宽度≤７ｍｍ。一直以
来，人们对ＭＩＣ的诊断及治疗不断的探索和研究，Ｅｌｌｉ
ｏｔ等研究表明 ＭＩＣ淋巴管受累的发生率随浸润的深
度增加而升高，国外学者认为 ＭＩＣ的复发及转移与浸
润深度和宽度密切相关［１］。因此，ⅠＡ１期与ⅠＡ２期
的患者在治疗上是有区别的。尤其对年轻的、希望保

留生育功能的ⅠＡ１期患者可行宫颈锥切术，切缘为阴
性，无淋巴管及血管侵犯的只需随访就行［２］。由此可

见，ＭＩＣ诊断的准确性是保证患者合理化治疗的根本。
这就要求病理医生除严格测量 ＭＩＣ的浸润深度和宽
度外，还需对其组织形态诊断标准充分掌握。ＭＩＣ在
组织形态上最易与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
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累腺相混淆，且两者的临床治疗
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本研究通过探讨 Ｐ１６、Ｋｉ６７、
ＭＭＰ２在两者中的表达情况，探索它们在两者鉴别诊
断中的意义，从而为临床诊治提供可靠的依据。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１ｃｄｃ０９３）
作者单位：４３２０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病理科
通讯作者：杨继洲，电子邮箱：Ｙａｎｇｊｉｚｈｏｕ＠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孝感市中心医院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宫颈活检、Ｌｅｅｐ刀、宫颈锥切及手术标本
１２０例，其中慢性宫颈炎伴鳞化组，各级 ＣＩＮ伴累腺
组，ＭＩＣ组及宫颈鳞癌组标本各２０例，以慢性宫颈炎
伴鳞化为正常对照组。患者年龄３２～７５岁，平均年龄
为４３岁。所有切片均由高年资、高级职称的病理医师
按照ＷＨＯ（２００５）标准做出诊断。
１．２　染色方法　所有标本均采用２０％酸性福尔马林
固定，常规石蜡包埋，切片，ＨＥ染色。免疫组化采用
Ｅｌ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Ｍ ｓｕｐｅｒ免疫组化二步法，切片厚 ３μｍ，ｐＨ
６０±０１，柠檬酸组织抗原修复液高压修复，ＤＡＢ显
色。试剂Ｐ１６、Ｋｉ６７由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ＭＭＰ２由博奥森公司提供，体积百分比为１∶
１００。
１．３　结果判断　Ｐ１６以胞核和胞质中出现棕黄色颗
粒为阳性表达；Ｋｉ６７以细胞核中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
性表达，正常宫颈鳞状上皮基底细胞核可阳性表达，应

视为阴性；ＭＭＰ２以胞浆内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表
达。将阳性细胞按数量和强度分为 ４级：阳性细胞
数＜５％，染色强度与背景无明显差别为（－）；阳性细
胞数５％～２５％，染色强度大部分较弱为（＋）；阳性细
胞数２５％～５０％，染色强度中等为（＋＋）；阳性细胞
数＞５０％，染色强度为中至强染色为（＋＋＋）。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免疫组化结果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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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在宫颈各组病变组织中的表达
情况　详见表１。
２．２　Ｐ１６的表达　Ｐ１６在宫颈上皮中的表达主要定位
于细胞核和细胞质。Ｐ１６在正常对照组表达为阴性，
在ＭＩＣ组和宫颈鳞癌组表达阳性率为１００％，在各级
ＣＩＮ累腺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５％、９０％、１００％。Ｐ１６

的表达在ＣＩＮ累腺组与 ＭＩＣ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９４９２，Ｐ＜００５），但是在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组
与ＭＩＣ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３４，Ｐ＞
００５），在低级别 ＣＩＮ累腺组与 ＭＩＣ组及高级别 ＣＩＮ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６１９０，Ｐ＜０．０５；χ２＝
４７．４７３，Ｐ＜００５）。

表１　子宫颈正常对照组、ＣＩＮ累腺、ＭＩＣ及宫颈鳞癌的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表达情况

组别 ｎ
Ｐ１６

－ ＋ ＋＋ ＋＋＋ 阳性率（％）
Ｋ２６７

－ ＋ ＋＋ ＋＋＋ 阳性率（％）
ＭＭＰ２

－ ＋ ＋＋ ＋＋＋ 阳性率（％）
正常对照组 ２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ＩＮⅠ累腺 ２０ １９ ０ １ ０ ５ １７ ２ １ ０ １５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ＩＮⅡ累腺 ２０ ２ １ １０ ７ ９０ ４ ２ １２ ２ ８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ＩＮⅢ累腺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 ４ ２ ４ １０ ８０ １８ １ １ ０ １０
ＭＩＣ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 ２ １ ５ １２ ９０ １ ９ ６ ４ ９５
宫颈磷癌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 ２ １ ３ １４ ９０ ２ ７ ７ ４ ９０

２．３　Ｋｉ６７的表达　Ｋｉ６７在宫颈上皮中的表达主要定
位于细胞核。Ｋｉ６７在正常对照组表达为阴性，在各级
ＣＩＮ累腺组、ＭＩＣ组及宫颈鳞癌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１５％、８０％、８０％、９０％及９０％。Ｋｉ６７表达在 ＣＩＮ累腺
组与ＭＩＣ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７２７，Ｐ＜
００５），但在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组与 ＭＩＣ组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９６０，Ｐ＞００５），Ｋｉ６７在低级别ＣＩＮ
累腺组与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２３１７７，Ｐ＜００５）。
２．４　ＭＭＰ２的表达　ＭＭＰ２在宫颈上皮中的表达主要
定位于细胞浆。ＭＭＰ２在正常对照组、各级 ＣＩＮ累腺
组、ＭＩＣ组及宫颈鳞癌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０、０、０、
１０％、９５％及 ９０％。ＭＭＰ２的表达在 ＣＩＮ累腺组与
ＭＩＣ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６５１０６，Ｐ＜
００５），且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组与 ＭＩＣ组之间差异也存
在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４７３，Ｐ＜００５），但 ＭＭＰ２的表
达在低级别ＣＩＮ累腺组与高级别ＣＩＮ累腺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３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Ｐ１６在ＭＩＣ与宫颈上皮内瘤变累腺中的表达　
Ｐ１６是一种抑癌基因，是细胞周期素依赖激酶（ＣＤＫ）
的抑制因子［３］，又被称为多种肿瘤抑制基因 １
（ＭＴＳ１），定位于人类染色体９Ｐ２１，全长８５ｋｂ，由２个
内含子，３个外显子组成。Ｐ１６基因蛋白通过与细胞周
期蛋白 Ｄ竞争，特异性结合 ＣＤＫ４或 ＣＤＫ６并抑制其
活性组织细胞进入Ｇ／Ｓ期，无限制扩增向肿瘤发展和
转化，从而达到抑癌作用。在许多肿瘤中 Ｐ１６发生突
变、缺失和甲基化，使 Ｐ１６基因失去抑癌功能，导致细
胞周期蛋白Ｄ与ＣＤＫ４或ＣＤＫ６结合使肿瘤发生。

我们在研究中据统计学处理发现Ｐ１６随着ＣＩＮ级
别的升高以及肿瘤的形成阳性表达率是升高的，在

ＣＩＮ累腺组与ＭＩＣ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但是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组与 ＭＩＣ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且低级别
ＣＩＮ组与高级别ＣＩＮ组间有统计学差异。并且在不同
ＣＩＮ组Ｐ１６的阳性累及鳞状上皮层次也不一样，在ＣＩＮ

Ⅰ组阳性细胞在鳞状上皮下１／３；ＣＩＮⅡ组达２／３；ＣＩＮ
Ⅲ组累及几乎全层。这说明 Ｐ１６在低级别与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及ＭＩＣ的鉴别中有意义，且能从形态上更好
的帮助ＣＩＮ分级，这与关会娟等［４］研究认为 Ｐ１６蛋白
是分流诊断不同级别 ＣＩＮ的有意义的标志物是一致
的。

３．２　Ｋｉ６７在ＭＩＣ与宫颈上皮内瘤变累腺中的表达　
Ｋｉ６７是一种与细胞增殖相关的核抗原，它在增殖细胞
的细胞核中表达，它的表达出现于除 Ｇ０、Ｇ１早期以外
的细胞周期中，并且在有丝分裂后期迅速降解或失去

抗原决定簇，能全面地反映细胞群体的增殖活性，直接

反映肿瘤的发生、浸润及转移过程，被认为是反映细胞

群体增殖活性的可靠指标［５］。

我们在研究中据统计学处理发现 Ｋｉ６７在正常对
照组表达为阴性，在各级ＣＩＮ累腺组、ＭＩＣ组及宫颈鳞
癌组强阳性率呈逐步升高的，且Ｋｉ６７在低级别 ＣＩＮ累
腺组与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组间有统计学差异，这些都说
明Ｋｉ６７的表达随ＣＩＮ级别的升高而增加，并且随肿瘤
的发生而增强，进一步说明肿瘤的发生与细胞增殖有

关，这与何慧仪等［６］及王佩飞等［７］研究结果一致。但

也有研究认为Ｋｉ６７在良性反应性增生与ＣＩＮⅠ中也可
以表达，故在鉴别宫颈病变时最好与其他指标联合使

用［８］。研究中我们发现 Ｋｉ６７的表达在 ＣＩＮ累腺组与
ＭＩＣ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但在高级别累腺组与 ＭＩＣ
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这说明我们容易通过 Ｋｉ６７对
ＭＩＣ与低级别ＣＩＮ累腺鉴别，因Ｋｉ６７对ＣＩＮ分级有帮
助，且强阳性率随病变加级及肿瘤的发生逐步增强，可

在ＭＩＣ与高级别ＣＩＮ累腺的鉴别中其辅助作用。
３．３　ＭＭＰ２在 ＭＩＣ与宫颈上皮内瘤变累腺中的表
达　肿瘤具有侵袭性和转移能力是肿瘤细胞、宿主细
胞及细胞外基质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多个步骤相互作

用的结果。基质金属蛋白酶能够降解绝大多数细胞外

基质成分和其他一些底物，是一类与肿瘤浸润、转移关

系最为密切的蛋白水解酶。细胞外基质由Ⅰ型胶原、
层粘蛋白、纤维连接蛋白等组成，它们 （下转第１０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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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回肠膀胱术与原位回肠新膀胱术临床效果比较
周浩，李庆文，周文生，汪盛，薛胜

【摘　要】　目的　探讨分析全膀胱切除术后两种尿流改道术式的临床治疗效果及并发症。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５０例膀胱癌全膀胱切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行原位新膀胱术２６例，回肠膀胱术２４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围手术期情况（术中失血量、手术时间、住院天数）以及术后早晚期并发症等。结果　两
种术式在术中失血量［（９６２．５０±９７．２１）ｍｌＶＳ（８７６．３３±９４．１９）ｍｌ］、手术时间［（３３８．６２±２８．０２）ｍｉｎＶＳ（２６７．１３±
３１．８６）ｍｉｎ］、住院天数［（３６．６２±４．２７）ｄＶＳ（３３．７９±３．６７）ｄ］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早晚期并发
症发生率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回肠膀胱术与原位回肠新膀胱术是目前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较
为常用的两种尿流改道术式，各有优缺点，应结合患者自身情况找出最适合患者的手术方式，使大多数患者可以获得较

高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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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膀胱切除术是治疗 Ｔ２～４ａＮｘ～０Ｍ０肌层浸润性膀
胱癌的标准方法，而全膀胱切除后尿流改道的正确选

择决定着能否进一步提高膀胱癌患者的生存率、避免

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以及改善术后生存质量［１３］。我

院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间行全膀胱切除后选
择回肠膀胱术和回肠新膀胱术作为尿流改道的常用术

式，疗效基本满意。本文将对这两种尿流改道术式的

临床疗效及术后并发症进行比较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共 ５０例，其中回肠新膀胱 ２６
例，回肠膀胱２４例。所有患者术前常规行盆腔ＣＴ、膀
胱镜检加组织活检、泌尿系统 Ｂ超确定膀胱癌诊断。
肿瘤分期采用２００２ＴＮＭ分期法。病理类型中膀胱尿
路上皮细胞癌４５例，鳞状细胞癌４例，腺细胞癌１例。
在新膀胱组中，男性２３例，女性３例，年龄４２～６５岁，
平均５５岁。病理分期：Ｔ１期４例，Ｔ２期１１例，Ｔ３期１０
例，Ｔ４期１例；回肠膀胱组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６例，年
龄４５～７０岁，平均５８岁。病理分期：Ｔ１期３例，Ｔ２期
１３例，Ｔ３期 ７例，Ｔ４期 １例。两组在性别、年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通讯作者：李庆文，电子信箱：ｂｂｌｑ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病理分期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原位回肠新膀胱术　常规行膀胱根治性切除
后，距回盲部１５ｃｍ处切取３５～４０ｃｍ末端回肠，然后
恢复肠道连续性并修补肠系膜空隙。将所取回肠段用

稀碘伏冲洗后沿肠系膜对侧缘剖开，把肠段折叠成 Ｗ
形，用２０可吸收线连续缝合成一个新膀胱。两侧输
尿管分别置入双Ｊ管并吻合于新膀胱。将新膀胱的最
低处切一小口并与尿道断端作４针吻合，经尿道放置
三腔尿管引流尿液，耻骨后腹膜外留置引流管一根。

术后用生理盐水低压冲洗新膀胱，３周左右拔除输尿
管支架管，指导患者训练盆底肌，促进术后控尿功能的

恢复。

１．２．２　回肠膀胱术　常规行膀胱根治性切除后，距回
盲瓣１５ｃｍ处切取１５～２０ｃｍ带系膜游离肠袢，恢复
回肠的连续性及修补回肠系膜空隙。关闭游离肠袢近

端，双侧输尿管与之端侧吻合，输尿管内置入双 Ｊ管。
右髂前上棘与脐连线中外１／３处行回肠膀胱造口，将
回肠膀胱浆肌层固定至腹外斜肌腱膜并做乳头外翻缝

合。手术后１０～１２ｄ左右拔除输尿管支架管，然后再
取出膀胱造瘘管。指导患者正确佩戴皮肤储尿器及护

理造口周围的皮肤。

·６１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１．３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统计术中出血量、手术时
间、住院时间，观察早期（３个月内）和晚期（１年以上）
并发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经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回肠膀胱术组在手术时间、住院天数、术中出血量

等方面明显低于原位回肠新膀胱术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但两组在年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
两组术后早晚期并发症除尿失禁外，差别均无统计学

意义（见表２）。
表１　两组膀胱癌全膀胱切除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及年龄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住院天数（ｄ） 年龄（岁）

新膀胱组　 ２６ ３３８．６２±２８．０２ ９６２．５０±９７．２１ ３６．６２±４．２７ ５５．２３±５．２９
回肠膀胱组 ２４ ２６７．１３±３１．８６ ８７６．３３±９４．１９ ３３．７９±３．６７ ５８．０８±５．９６
ｔ值　　　 ８．４４０ ３．１７８ ２．４９７ １．７９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９

表２　两组膀胱癌全膀胱切除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ｎ
早期并发症

肠梗阻 术后感染 漏尿 尿失禁

晚期并发症

肾积水 储尿囊结石 肿瘤转移

新膀胱组 ２６ ３ ４ ５ ６ ５ １ １
回肠膀胱组 ２４ ４ ６ ２ ０ ４ ２ １
χ２值 ０．２７３ ０．７２１ １．２３１ ６．２９４ ０．０５６ ０．４４６ ０．００３
Ｐ值 ０．６０２ ０．３９６ ０．２６７ ０．０１２ ０．８１４ ０．５０４ ０．９５４

３　讨论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今，回肠膀胱术虽然具有需腹

壁造口、终身佩戴尿袋、远期并发症发生率高等缺点，

但是目前仍是尿流改道的一种经典的可选择的术式。

近年来，原位新膀胱术逐渐被国内外一些大型医疗机

构作为根治性膀胱全切术后尿流改道的主要手术方

式［４５］，其中回肠新膀胱因其无腹壁造口、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等优点应用较多。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理分

期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有研究表明

部分高龄、高危患者可以考虑行保留膀胱的手术，先切

除所有可见的膀胱肿瘤，然后作辅助的膀胱内治疗［６］。

影响尿流改道方式选择的因素［７］包括患者的年龄、身

体和精神状态以及肝肾功能，各种慢性疾病、肠道疾

病，放化疗病史等；此外，还包括患者的个人需求以及

手术医生的经验等。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所有的因

素都应予以考虑。

在围手术期情况方面，本研究结果表明回肠膀胱

术组在手术时间、住院天数、术中出血量等方面均低于

原位新膀胱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一个理想的新

膀胱应具有大容量、相对低压，高顺应性等特点，这就

会导致回肠新膀胱术操作复杂、手术步骤增多。再结

合术者的手术熟练程度及患者的自身状况，都可能导

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指标的增加。新膀胱术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患者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

应新膀胱，这会导致患者住院时间的增加。

在术后并发症方面，通过统计学分析表明两组并

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术后早期都出现了不完

全肠梗阻症状。发生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术

中的大量出血、低血容量、围手术期患者的疼痛、过早

进食以及营养等因素有关［８］。一般通过给予持续胃肠

减压、禁食、静脉补液等保守治疗可治愈。术后感染发

生率也较高，包括切口感染和尿路感染。储尿囊内的

残余尿逆行至肾脏易导致尿路感染；而患者年龄较大，

以及合并一些慢性消耗性疾病等可能导致切口感染症

状的发生。可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实验，选用抗生素

治疗。回肠新膀胱患者术后不同程度的出现尿失禁，

尤其夜间频发。可能与储尿囊的形态、容量，功能性尿

道的长度、年龄、神经支配和精神状态有关［９］。指导患

者训练盆底肌，促进术后控尿功能的恢复；也可通过针

灸、理疗等来改善尿失禁症状。两组患者术后早期都

出现尿漏症状，但新膀胱组较常见。术中缝合不牢靠

或缝线张力太大，输尿管膀胱吻合口撕裂损伤或吻合

不佳、肠黏液堵塞致尿液引流不畅等有可能会导致漏

尿现象［１０］。延长输尿管支架管的放置时间，一般尿漏

可自愈。两组术后晚期常见的并发症主要是肾积水，

术中输尿管游离不充分或长度不够，造成其屈曲受压

发生梗阻或者是贮尿囊内压力高和抗反流机制不健

全，都可导致肾积水的发生。术后晚期还发现了储尿

囊结石，可能与储尿囊内的手术缝线、肠道黏液分泌、

尿路感染等因素有关。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回

肠新膀胱术比回肠膀胱术手术复杂、难度大，但是并发

症并没有明显增加。

新膀胱患者没有腹壁造口，无需佩戴尿袋，体表美

观，能获得类似的生理排尿功能；对于一部分年轻的患

者来说，不影响性生活，此种术式受到泌尿外科医生的

推崇及病人的欢迎。回肠膀胱患者需要终身佩戴并且

定期更换储尿袋，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但我们发现对于一些合并慢性疾病，不能耐受长时间

手术以及对生活质量要求较低的高龄患者来说，回肠

膀胱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总之，全膀胱切除术后的尿流改道没有统一的手

术模式，泌尿外科医生应根据病人的不同特点进行个

体化的治疗。手术之前需与患者充分沟通，告知患者

尿流改道的各种手术方式及其优缺点，并结合患者的

自身情况及术者的经验选择适合的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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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血清 ＮＳＥ在手足口病患儿神经系统受累早期诊断的意义
邱建武，李湘玲，邱燕玲，刁诗光

【摘　要】　目的　测定手足口病（ＨＦＭＤ）患儿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ＮＳＥ）水平，为了解本病中枢神经系统损害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２０１２年４～５月住院的手足口病患儿５４例，按照入院时有无神经系统受累表现分为神经系统受
累组和神经系统未受累组，检测两组患儿血中的ＮＳＥ水平，并观察神经系统未受累组患儿是否出现神经系统受累表现。
结果　３３例神经系统受累组手足口病患儿血 ＮＳＥ水平为（５５．６８±３３．３６）ｎｇ／ｍｌ，２１例神经系统未受累组为（３８．４１±
１３．６１）ｎｇ／ｍｌ，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１例神经系统未受累组有７例入院后出现神经系统受累表现，入
院后出现神经系统受累组ＮＳＥ（５３．７３±１０．５２）ｎｇ／ｍｌ，一直无神经系统受累表现组（３０．７５±５．７９）ｎｇ／ｍｌ，两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手足口病患儿血ＮＳＥ水平升高，提示手足口病患儿中枢神经系统受累，且 ＮＳＥ增高早于
神经受累临床表现出现，对早期诊断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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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足口病（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ａｎｄｍｏｕ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ＦＭＤ）是
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病原主要为ＲＮＡ病毒
科、肠道病毒属的柯萨奇病毒（Ｃｏｘ）Ａ组１６，４，５，７，９，
１０型，Ｂ组 ２，５，１３型，埃可病毒和肠道病毒 ７１型
（ＥＶ７１），其中以 ＥＶ７１及 ＣｏｘＡ１６型最为常见［１］，以３
岁以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主要表现为手、足、口腔等

部位的斑丘疹、疱疹，部分患儿可并发无菌性脑膜炎、

脑炎、急性弛缓性麻痹，严重者可危及生命。致死原因

主要为脑干脑炎及神经源性肺水肿，重症病例的发病

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ｎｅｕｒ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ｏｌａｓｅ，ＮＳＥ）可特异性反映脑损伤程度，能特

作者单位：５１２０２６广东省韶关市，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粤北人民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邱建武，电子信箱：ｑｉｕｊｉａｎｗｕ＠ｙｅａｈ．ｎｅｔ

异性反映神经损伤程度的指标，血清 ＮＳＥ浓度可作为
脑损伤辅助诊断和评价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２］。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４～５月手足口病区收治的
手足口病患儿５４例，其中男４１例，女１３例，年龄最大
５岁５个月，最小３个月，均符合卫生部《手足口病诊
疗指南（２０１０年版）》［３］的诊断标准。根据是否有精神
差、嗜睡、易惊、头痛、呕吐、谵妄、昏迷；肢体抖动，肌阵

挛、眼球震颤、共济失调、眼球运动障碍；无力或急性弛

缓性麻痹；惊厥。查体可见脑膜刺激征，腱反射减弱或

消失等神经系统受累表现，分为神经系统受累组 ３３
例，无上述表现者２１例归入神经系统未受累组；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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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３（１）：４．

［８］　何卫阳，苟欣，任国胜，等．回肠膀胱术与原位回肠新膀胱术的临
床比较研究［Ｊ］．中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１（１）：８５．

［９］　梅骅，陈凌武，高新．泌尿外科手术学［Ｍ］．３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８：３８７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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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９９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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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分别为２．１４岁和２．３４岁，入院后出现上述
神经系统受累表现者归入“入院后神经系统受累组”，

一直无神经系统表现者为“一直无神经系统受累组”。

１．２　诊疗方法　所有手足口病患儿入院当天静脉抽
血，用罗氏公司电化学发光法检测ＮＳＥ，操作步骤严格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当天以咽拭子采样，以中山大

学达安基因公司ＰＣＲ荧光探针法检测ＥＶ７１病毒。入
院后均予抗感染、对症支持治疗，神经系统受累组予激

素抗炎、甘露醇脱水治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结果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详细结果见表１～３。
表１　神经系统受累组和神经系统未受累组血清ＮＳＥ结果比较

组别 ｎ ＥＶ７１阳性 ＮＳＥ水平（ｘ±ｓ，ｎｇ／ｍｌ）

神经系统受累组 ３３ １１ ５５．６８±３３．３６
神经系统未受累组 ２１ ３ ３８．４１±１３．６１
Ｐ值 ０．０２９

表２　入院后神经系统受累组和一直无神经系统受累组血清ＮＳＥ结果比较

组别 ｎ ＥＶ７１阳性 ＮＳＥ水平（ｘ±ｓ，ｎｇ／ｍｌ）

入院后神经系统受累组 ７ １ ５３．７３±１０．５２
一直无神经系统受累组 １４ ２ ３０．７５±５．７９
Ｐ值 ０．００１

表３　ＥＶ７１阳性组与阴性组血清ＮＳＥ比较

组别 ｎ ＮＳＥ水平（ｘ±ｓ，ｎｇ／ｍｌ）

ＥＶ７１阳性组 １４ ５７．４７±２４．７８
ＥＶ７１阴性组 ４０ ４５．９９±２９．１７
Ｐ值 ０．１８０

３　讨论
手足口病部分患儿可无明显的手足口症状，而表

现为神经系统受累表现，有神经系统受累表现，认为病

情恶化的高危因素。ＨｕａｎｇＭＣ等［４］报道，手足口病并

发脑干脑炎患儿的病死率为４．８％，神经系统后遗症
的发生率为１４．３％。手足口病并发中枢神经系统损
害时，要早发现、早治疗、积极控制病情的进展，促进神

经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可降低病死率及致残率［５］。有

研究发现出现易惊、肌体抖动等早期重症表现者，经积

极治疗可有效防止发展为重症病例［１］。所以早期诊

断、早期发现重症患儿，对降低病死率、减少后遗症的

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ＮＳＥ是一种神经系统特异性蛋白质，理化性质稳
定，主要存在于神经元细胞中，脑干组织受到病毒侵犯

后ＮＳＥ从损伤的神经元漏出，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脊
液和体循环，脑胶质细胞及其他神经组织不含ＮＳＥ，故
ＮＳＥ是检测脑神经元损伤的客观指标。ＮＳＥ不与细胞
内的肌动蛋白结合，因而较易释放，这为脑组织损伤后

检测血清中 ＮＳＥ的变化提供了依据［６］。肠道病毒可

通过免疫损伤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损害［７］。有研究发

现手足口病并发脑干脑炎患儿血清 ＮＳＥ非常显著地
高于正常儿［８］。

本研究发现，有神经系统受累表现的手足口病患

儿，血清ＮＳＥ的量高于神经系统未受累组，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Ｖ７１阳性者出现神经
系统受累表现比阴性者高，但统计学上无统计学意义，

这与国内的一些研究［９］不一致，ＹａｎｇＦ等［１０］报道中国

ＥＶ７１感染率为５０．４％，而有些地区用ＰＣＲ检测ＥＶ７１
的阳性率高达８２．４６％［１１］，而粤北地区 ＥＶ７１感染率
低于全国水平，此外还可能和样本量偏少有关，这点需

要做进一步、更大样本的研究。入院后出现神经系统

受累表现组，高于一直无神经系统受累表现组，比较两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提示血清神经元特
异性烯醇化酶的含量的增高，早于神经系统受累表现

的出现，可作为手足口病神经系统受累期的早期诊断，

监测ＮＳＥ有助于判定手足口患儿脑组织受损的严重
程度及评估预后。根据血清 ＮＳＥ水平指导临床早期
干预治疗，可减少重症手足口病的病死率、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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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尿 α１微球蛋白与早产儿 ＳＮＡＰ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严洁，肖志辉，李艳红

【摘　要】　目的　探讨早产新生儿尿中α１微球蛋白（α１ＭＧ）水平与早产儿疾病危重程度的关系。方法　采用免疫比
浊法测定８６例生后２４ｈ之内的早产新生儿（胎龄 ２８～３７周）尿中 α１ＭＧ含量，采用新生儿急性生理学评分标准
（ＳＮＡＰ）评估患儿疾病危重程度，并分析尿α１ＭＧ含量与新生儿急性生理学评分（ＳＮＡＰ）的关系。结果　８６例早产新
生儿的尿α１ＭＧ含量与其胎龄及出生体重呈负相关关系（Ｐ值均 ＜０．０５），与 ＳＮＡＰ分值呈正相关关系（Ｐ值 ＜０．０５）。
结论　尿α１ＭＧ测定作为一种简捷快速、无损伤的临床实验室检测指标，其含量水平随着肾功能的逐渐发育成熟而降
低，并随早产儿疾病危重程度的加重而增高，尿α１ＭＧ含量对于早产儿病情危重程度的评估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尿α１微球蛋白；新生儿急性生理学评分；早产儿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２００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ｉｎａｒｙα１Ｍｉｃ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ｎｅｓｓｉ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ａｎｔｓ　ＹＡＮＪｉｅ，ＸＩＡＯＺｈｉ
ｈｕｉ，ＬＩＹａｎｈｏ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ｍｔ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Ｓｏｏ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ｕｚｈｏｕ２１５００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ｉｎａｒｙα１ｍｉｃ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α１ＭＧ）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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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ＮＡＰａｎｄα１ＭＧｗｅ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α１ＭＧ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Ｐ＜０．０５）．Ｍｏｒｅｏｖｅｒ，α１ＭＧ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ＮＡ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α１ＭＧｌｅｖｅｌ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ＮＡ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ｉｎａｒｙα１ｍｉｃ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ｃｏｒｅｆｏｒ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ａｎｔｓ

　　早产儿极易出现各种危重病症，影响各脏器功能，
而肾功能受损亦显著，尿α１ＭＧ是早期发现肾脏损伤
的常用检测指标。本研究探讨早产儿尿 α１ＭＧ含量
与新生儿急性生理学评分（ＳＮＡＰ）相关性，以期在临床
工作中对早产儿疾病危重程度作出早期评估。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８６例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ＮＩＣＵ收治的生后２４ｈ之内的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６２例，女２４例，出生体重１０５０～３５００ｇ。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新生儿急性生理学评分　采用 ＳＮＡＰ评分系
统对所有研究对象于入院当日进行评分，将总分值≥
１０分或单一的生理状态达到５分者列入危重组（共２８
例），余者为非危重组（共５８例）。

１．２．２　标本采集与处理　所有对象均于入院当天以
集尿袋留取清洁尿液３ｍｌ，置于－２０℃冰箱冻存待检
测，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尿α１ＭＧ含量。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连续性
变量间的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尿 α１ＭＧ
含量与各因素间的相关性分析选用线性回归分析，采

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ＳＮＡＰ分值的相关因素。

２　结果
２．１　高危因素与 ＳＮＡＰ评分的关系　分析结果显示
两组患儿在胎龄及出生体重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与非危重组的患儿相比，危重组的患儿 Ａｐｇａｒ评
分明显降低，且住院时间及病死率明显增高，尿α１ＭＧ
含量明显增高。见表１。

表１　两组早产儿相关高危因素分析

组别 胎龄（周） 出生体重（ｇ） Ａｐｇａｒ１分钟 Ａｐｇａｒ５分钟 尿α１ＭＧ［ｍｇ／（ｇ·Ｃｒ）］ 住院天数（ｄ） 病死率（％）

非危重组 ３３．８±１．９ ２００４±４２０ ８．６±１．５ ９．２±１．２ １９０．０４±１１８．０７ １７．７±１０．５ ５．１７
危重组 ３２．７±２．５ １８６８±５１２ ７．６±１．７ ８．５±１．６ ２９０．９３±１７７．６４ ２６．５±１３．４ ２８．５７
Ｐ值 ０．０８３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２．２　尿 α１ＭＧ的高危因素相关性分析　分别以胎
龄、出生体重、Ａｐｇａｒ１分钟评分、Ａｐｇａｒ５分钟评分、
ＳＮＡＰ分值与尿 α１ＭＧ含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早产儿尿 α１ＭＧ含量与其 Ａｐｇａｒ评分无相关关
系，但与其胎龄及出生体重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其

ＳＮＡＰ分值呈正相关关系（Ｐ值均＜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ＳＮＡＰ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胎龄、出生体

作者单位：２１５００３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通讯作者：肖志辉，电子信箱：ｘｚｈ１９５６７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重、尿 α１ＭＧ为自变量，以 ＳＮＡＰ＜１０＝０，ＳＮＡＰ≥
１０＝１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ＳＮＡＰ分值与胎龄及出生体重相关性较小，在矫正
胎龄及出生体重后ＳＮＡＰ分值仍与尿α１ＭＧ含量呈正
相关关系，见表３。

３　讨论
新生儿急性生理学评分（ＳＮＡＰ）是基于２７项生理

指标，每项分值根据其指标所在范围分为０，１，３或５
分，ＳＮＡＰ的分值则是所有指标分值的 （下转第１０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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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内质网分子伴侣２９在胃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研究
桑旭，张甲，袁光金，朱婧妮，沙晓锋，周后龙，韦淑贞，张闯

【摘　要】　目的　探讨ＥＲｐ２９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等之间的关系。方法　通过免疫组化检测胃
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ＥＲｐ２９的表达情况，并分析ＥＲｐ２９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ＥＲｐ２９在胃癌旁组织
及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为８０．４８％（６６／８２）、４５．１２％（３７／８２），两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ＥＲｐ２９的表达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部位、癌组织学类型及局部浸润深度等无明显相关性，但与肿瘤 ＴＮＭ分期及淋巴
结转移呈负相关。ＥＲｐ２９表达阳性患者的３年生存率、平均生存期均高于阴性组患者。结论　胃癌组织 ＥＲｐ２９的表达
下降，并且与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相关，提示ＥＲｐ２９是一个潜在抑癌基因。
【关键词】　胃癌；ＥＲｐ２９；免疫组化；预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２　Ｒ３４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２１０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ＥＲｐ２９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ＳＡＮＧＸ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ＹＵ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ｉｎ，ｅｔａｌ．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Ｒｐ２９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ａｔ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Ｒｐ２９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ｎｏｒ
ｍ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ＥＲｐ２９ｗａｓ８０．４８％（６６／８２）ｉ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４５．１２％（３７／８２）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Ｒｐ２９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ｓｅｘ，ｔｕｍ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ｈｉｓ
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ｂｕｔ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ＮＭ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Ｔｈｅ３ｙｅａｒ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Ｒｐ２９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ＥＲｐ２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Ｒｐ２９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ｔｉｓｓｕ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ｉｓｐｒｏｍｐｔｅｄＥＲｐ２９ｍａｙｂｅ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ｕｍｏ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ｅ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ＥＲｐ２９；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２００７年登记报告数
据显示，胃癌的发病率、病死率分别为 ３３．６８／１０万、
２４．５９／１０万，分别占第二、三位［１］。目前胃癌的治疗

是以手术为主，联合放疗及化疗等的综合治疗模式，然

而患者长期生存率仍然较低。胃癌的发生和发展是一

个涉及多因素、多阶段、多基因变异积累及相互作用的

复杂过程，但具体机制尚不十分清楚。近年来内质网

分子伴侣（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ｓ
２９，ＥＲｐ２９）引起大家的重视，研究证实 ＥＲｐ２９在多种
肿瘤如乳腺癌、肝癌、结直肠癌等中表达异常，并与肿

瘤病理分级、复发及预后相关。这就意味着，ＥＲｐ２９可
能成为许多肿瘤的新的治疗靶点。本研究通过免疫组

化检测胃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ＥＲｐ２９的表达情况，并
对ＥＲｐ２９不同表达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进
行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　内质网蛋白２９（ＥＲｐ２９）单克隆抗体
购自 Ａｂｃａｍ公司。ＨＲＰＰｏｌｙｍｅｒ抗羊 ＩｇＧ（ＰＶ９００３）
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２　临床资料　收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月于
解放军第８２医院肿瘤中心行胃癌手术的８２例患者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２０１０级肿瘤学研究生部
（桑旭）；２１５０００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
科（张甲）；２２３００１江苏省淮安市，解放军８２医院肿瘤中心
（袁光金，朱婧妮，沙晓锋，周后龙，韦淑贞，张闯）

通讯作者：张闯，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ｇ８２＠１２６．ｃｏｍ

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标本，其中男性５５例，女性２７
例，年龄４５～８３岁，中位年龄６４．５岁。并收集患者临
床资料：肿瘤大小，病理类型，局部浸润深度，区域淋巴

结转移情况，ＴＮＭ分期、术后综合治疗情况及３年以
上随访。

１．３　检测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 ＳＰ二步法检测，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用已知阳性胃癌切片作阳性对照，

用ＰＢＳ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１．４　结果判定　以细胞浆中出现棕色颗粒为表达阳
性，并用以下标准评价表达程度：①着色强度评分：０
分，未见染色（－）；１分，染成浅黄即轻度染色（＋）；２
分，染成棕黄即中度染色（＋＋）；３分，染成棕褐色即
重度染色（＋＋＋）。②阳性细胞百分比：０分，＜５％；
１分，５％～２５％；２分，２６％ ～５０％；３分，５１％ ～７５％；
４分，＞７５％。③上述两者评分乘积，０～２分判定为阴
性，２～４分为弱阳性，５～８分为中等阳性，９～１２分为
强阳性。

１．５　随访　全部采用来院复诊或电话随访，随访主要
内容为临床症状、体征、胃镜、消化道造影、胸腹部 ＣＴ、
血常规、肝肾功能及肿瘤血清标志物等，所有病例治疗

结束后均进行严格的电话和来院随访。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
据处理与分析。ＥＲｐ２９的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参数
关系的分析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应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计算累积生存率，并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进行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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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ＥＲｐ２９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　ＥＲｐ２９表达，主要
位于细胞质内，表现为细胞质内出现程度不等的棕色

颗粒，部分细胞核也有表达。ＥＲｐ２９在胃癌旁组织中
的阳性表达率为８０．４８％（６６／８２），而在胃癌中的阳性
表达率为４５．１２％（３７／８２），见图１（见封三），两者相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１．９５，Ｐ＜０．０５）。
２．２　ＥＲｐ２９蛋白的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　χ２检验显示，ＥＲｐ２９的表达与患者年龄、性别、肿
瘤部位、癌组织学类型及局部浸润深度等无明显相关

性。但与肿瘤ＴＮＭ分期及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见表
１）。

表１　ＥＲｐ２９蛋白的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ｎ，％）

临床病理参数 ｎ ＥＲｐ２９蛋白阳性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６０ ２５（４１．６７） １．０７８ ０．２９９
女 ２２ １２（５４．５４）

年龄 ＜６０岁 １９ １０（５２．６３） ０．５６３ ０．４５３
≥６０岁 ６３ ２７（４２．８６）

直径 ＜５ｃｍ ３１ １５（４８．３９） ０．２１５ ０．６４３
≥５ｃｍ ５１ ２２（４３．１４）

病理类型 高、中分化腺癌 ３６ １８（５０．００） ０．６４１ ０．７２６
低分化腺癌 ２６ １１（４２．３０）
其它类型 ２０ ８（４０．００）

局部浸润程度 Ｔ１～Ｔ２ ５８ ２９（５０．００） １．９０４ ０．１６８
Ｔ３及以上 ２４ ８（３３．３３）

淋巴结转移 无 ４４ ２９（６５．９０） １６．５６９０．０００１
有 ３８ ８（２１．０５）

ＴＮＭ分期 Ⅰ与Ⅱ ５５ ３２（５８．１８） １１．５０５ ０．００１
Ⅲ与Ⅳ ２７ ５（１８．５２）

２．３　ＥＲｐ２９蛋白的表达与胃癌预后的关系　两组患
者均采用奥沙利铂或顺铂，加５Ｆｕ或紫杉醇类，化疗
３～６周期（见表２）。

表２　ＥＲｐ２９蛋白的表达与胃癌预后的关系

组别 １年生存率（％） ２年生存率（％） ３年生存率（％） 平均生存期（月）

ＥＲｐ２９阳性 化疗　 １００（２８／２８） ８２．１４（２３／２８） ７５．００（２１／２８） ４６．２０
未化疗 １００（９／９） ８８．８９（８／９） ２２．２２（２／９） ３０．５６

合计 １００（３７／３７） ８３．７８（３１／３７） ６２．１６（２３／３７） ４３．１６
ＥＲｐ２９阴性 化疗　 ８５．２９（２９／３４） ５２．９４（１８／３４） ２９．４１（１０／３４） ２７．００

未化疗 ４５．４５（５／１１） ９．０９（１／１１） ０（０／１１） １３．４６
合计 ７５．５６（３４／３５） ４２．２２（１９／４５） ２２．２２（１０／４５） ２３．６８

　　根据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分析和检验，ＥＲｐ２９表达
阳性与阴性患者的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１．０２，Ｐ＜０．０５）；ＥＲｐ２９阳性行化疗的患者与阴性行
化疗患者的预后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７１，
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ＥＲｐ２９是一种分子量为２９ｋＤａ的蛋白质，广泛表
达于各种组织，但不同于传统的分子伴侣，不能与ＡＴＰ
结合，亦不能与 Ｃａ２＋结合［２－３］。ＥＲｐ２９作为一个新的
辅助蛋白折叠／分泌的内质网蛋白，可协助甲状腺球蛋
白及其它蛋白转运至细胞外［４－５］。

ＥＲｐ２９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清楚。一
些研究发现ＥＲｐ２９表达与肿瘤细胞增殖、肿瘤形成呈

负相关。ＳｈｎｙｄｅｒＳＤ等［６］报道人乳腺高转移癌细胞

ＭＤＡＭＢ４３，与低转移癌细胞 ＭＣＦ７相比，ＥＲｐ２９表
达下降，并且ＥＲｐ２９表达与肿瘤进展呈负相关。由乳
腺癌细胞ＭＣＦ７或结肠癌细胞ＣＯＬＯ２０５形成的生长
较慢肿瘤，与由乳腺癌细胞 ＭＤＡＭＢ４３５或结肠癌细
胞Ｗ６２０形成的生长较快肿瘤相比，前者ＥＲｐ２９表达
增高。ＢａｍｂａｎｇＩＦ等［７］报道，与非癌组织相比，乳腺

癌组织的ＥＲｐ２９表达下降，并与乳腺癌侵袭性特征相
关。乳腺癌细胞ＭＤＡＭＢ２３１过表达 ＥＲｐ２９后，致细
胞周期停滞于Ｇ０／Ｇ１期，并抑制细胞增殖，细胞发生表
型改变，即间质 －上皮转化（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Ｔ），表现为细胞骨架重组，压力纤维
（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ｂｅｒｓ）缺失，纤维蛋白（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ＦＮ）下降，上
皮细胞标志物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活化，间质细胞标志物 ｖｉｍ
ｅｎｔｉｎ丧失，细胞侵袭／转移能力下降。采用 ｓｈＲＮＡ敲
除乳腺癌细胞 ＭＣＦ７的 ＥＲｐ２９后，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表达下
降，ｖｉｍｅｎｔｉｎ表达上升，并且细胞侵袭性能力增强。过
表达ＥＲｐ２９的癌细胞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种植衳鼠后，肿瘤
形成受抑制。因此，ＥＲｐ２９在肿瘤中具有抑癌基因的
作用［８］。在本研究中，ＥＲｐ２９在胃癌旁组织及癌组织
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８０．４８％（６６／８２）、４５．１２％
（３７／８２），两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ＥＲｐ２９的
表达与患者年龄、性别、肿瘤部位、癌组织学类型及局

部浸润深度等无明显相关性。但与肿瘤 ＴＮＭ分期及
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与相关文献相符。

近年研究表明，ＥＲｐ２９表达与细胞放射、化疗敏感
性相关。ＺｈａｎｇＢ等［９］报道，放射处理小鼠肠上皮细

胞或ＩＥＣ６细胞后，ＥＲｐ２９蛋白及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均
增高，并呈时间依赖性。反义转基因抑制 ＥＲｐ２９，
ＩＥＣ６细胞对放射敏感性增加，细胞损伤加重。ＱｉＬ
等［１０］亦报道，放射抗拒鼻咽癌组织与放射敏感鼻咽癌

组织相比，前者 ＥＲｐ２９表达增高。采用基因敲除
ＥＲｐ２９，鼻咽癌细胞株ＣＮＥ１放射敏感性降低，但转染
ＥＲｐ２９致其过表达，鼻咽癌细胞株 ＣＮＥ２放射抗拒增
加。ＥＲｐ２９的表达亦与肿瘤细胞化疗敏感性相关。
ＺｈａｎｇＤ等［１１］报道，ＥＲｐ２９的表达可增加乳腺癌细胞
株ＭＤＡＭＢ２３１对阿霉素的抵抗性，并降低其诱导的
细胞凋亡，但 ＥＲｐ２９基因敲除后，细胞对阿霉素的毒
性增加。在本实验中，ＥＲｐ２９阳性行化疗的患者与阴
性行化疗的预后有明显差异。因此，检测胃癌织组

ＥＲｐ２９的表达情况，对临床治疗决策具有一定指导意
义。

本课题检测 ＥＲｐ２９在胃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亦发现胃癌组织ＥＲｐ２９的表达下降，并且ＥＲｐ２９的表
达与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但与患者年龄、

性别、肿瘤部位、癌组织学类型及局部浸润深度等无明

显相关性。本组患者 ＥＲｐ２９表达阳性组１年、２及３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８３．７８％、６２．１６％，高于
ＥＲｐ２９表达阴性组的７５．５６％、４２．２２％、２２．２２％。且
ＥＲｐ２９表达阳性组胃癌行化疗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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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宫腔积脓并子宫穿孔的临床分析
效小莉，钱桂兰，李静文

【摘　要】　目的　探讨宫腔积脓并子宫穿孔的原因、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　对孝感中心医院收治的５例宫腔积脓并
发子宫穿孔的患者的临床表现及治疗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５例宫腔积脓并发子宫穿孔均发生于绝经后妇女，首发
症状为阴道流液和（或）下腹疼痛，症状不典型，易与消化道穿孔及其他外科急腹症相混淆。引起宫腔积脓并子宫穿孔

的原因与卫生条件差、子宫内膜炎、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有关。５例患者均采取手术治疗，手术方式为子宫修补术为主，
除１例术后放弃治疗外，其余４例术后预后良好。术后病原学检查均为阳性，病理诊断以感染和恶性肿瘤为主。结论　
绝经妇女宫腔积脓并发子宫穿孔病情进展缓慢，临床症状不典型，容易误诊，应针对原因进行预防，及时采取保守性手

术，术后根据病原学和病理学诊断进行后续治疗至关重要。

【关键词】　宫腔积脓；子宫穿孔；临床分析；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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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积脓是指宫腔内有脓液积滞，当患有急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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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李静文，电子信箱：ｚｈｒａｎｈｕ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慢性子宫内膜炎时，宫颈口堵塞，引流不畅，分泌物滞

留在子宫内，即可发生宫腔积脓。若宫颈口堵塞，脓液

无法流出，宫腔内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可引起自发性

子宫穿孔。如不及时治疗，可并发感染性休克，危及生

４６．２０个月，高于ＥＲｐ２９表达阴性行化疗患者的２７．００
个月。表明ＥＲｐ２９表达与胃癌的预后相关，可作为预
测胃癌预后的一个潜在指标。因此，检测胃癌织组

ＥＲｐ２９的表达情况，对预后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胃癌组织中 ＥＲｐ２９表达下降，并且与

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但与患者年龄、性别、

肿瘤部位、癌组织学类型及局部浸润深度等无明显相

关性，提示 ＥＲｐ２９是一个潜在抑癌基因。胃癌组织
ＥＲｐ２９的表达与患者预后相关，可作为预测胃癌预后
的一个潜在指标。然而，ＥＲｐ２９抑制肿瘤发展的机制
尚不清楚，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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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现将我院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收治的５例宫腔积脓并
子宫穿孔患者的诊治经过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我院收治
的宫腔积脓并子宫穿孔５例，年龄５６～７３岁，绝经时
间５～２０年，患者均来自农村，３例患者出现阴道流液
后在诊所给予阴道栓剂治疗。２例患者无明显阴道流
液，首发症状为腹痛到当地诊所抗感染治疗无效后转

我院外科就诊，被误诊为外科急腹症行剖腹探查术，有

３例患者在腹痛或阴道流液后出现发热，５例患者均在
术前行肿瘤标记物检查。患者入院时痛苦病容，被动

体位，全腹压痛、反跳痛，不同程度的肌紧张和肠鸣音

减弱，血常规白细胞升高，Ｘ线检查部分患者膈下游离
气体。

１．２　治疗方法　３例患者直接入妇产科治疗，妇科检
查见阴道有脓性分泌物，宫颈触痛明显，子宫增大约男

拳，超声检查宫腔内和陶氏腔内有液性暗区，初步诊断

子宫穿孔，遂行剖腹探查术；２例患者因初步诊断“外
科急腹症”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均自盆腹腔内吸出数

量不等的恶臭脓液，盆腔充血明显，子宫表面有多处腐

败穿孔痕迹，附有大量脓苔，１例患者因生命体征稳
定，盆腔充血较轻，术中行子宫双附件切除，其余４例
患者均行脓液吸出 ＋子宫修补术 ＋活检术，脓液送培
养加药敏。

２　结果
　　５例患者血清糖类抗原（ＣＡ１２５）均有不同程度的
升高，其余项目在正常范围内。２例患者脓液培养出
大肠埃希菌，２例患者培养出铜绿假单胞菌，１例患者
培养出绿脓杆菌。病理学诊断：子宫内膜急性化脓性

感染３例，子宫内膜腺癌１例，宫颈鳞状细胞癌１例
（该患者子宫多处穿孔，于子宫颈颈峡部病灶取材，３ｄ
后病检回报），子宫内膜感染患者按照药敏结果进行抗

感染治疗后治愈出院，子宫内膜癌患者感染控制后行

同步放化疗，宫颈癌患者术后第２天放弃治疗离院。

３　讨论
　　子宫腔积脓常发生于绝经后妇女，其原因有以下：
①绝经后妇女因为卵巢功能衰退，体内雌激素水平降
低，阴道黏膜变薄，上皮细胞内糖原含量减少，阴道ｐＨ
值升高，自净作用减弱，局部抵抗力降低；②宫颈管腺
体萎缩，无黏液栓形成，易发生上行感染；③萎缩的子
宫内膜血运减少，缺乏再生和修复能力，有无周期性脱

落，为细菌滞留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④绝经后宫腔
节育器未及时取出［１］；⑤子宫颈或子宫内膜恶性肿瘤
发生，癌栓脱落、出血继发感染，引流不畅引起积脓。

脓液形成后黏稠不易从萎缩的宫颈口流出，脓液较多

引起子宫增大，宫壁受感染后组织糟脆，绝经后子宫弹

性差，宫腔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就发生自发性子宫穿

孔。脓液进入腹腔引起腹膜炎及腹腔脓肿形成，临床

易误诊为消化道穿孔和阑尾脓肿等外科急腹症［２］。

从本文资料来看，５例患者均来自卫生条件较差
的农村，患者身体出现异常后仅给予对症处理，延误和

加重了病情。另外，阴道流液仅见于部分患者，腹痛和

发热非同步出现，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不相关。这可

能与年老患者敏感性下降，体温调节能力降低，对疼痛

的反应差有关。这也是宫腔积脓并子宫穿孔患者易被

误诊的原因［３］。典型的宫腔积脓根据病史和体征不难

诊断，并发子宫穿孔的患者需要借助超声、ＣＴ和 ＭＲＩ
等辅助检查［４］，妇科检查可发现绝经后子宫较大，宫口

用探针探后有恶臭脓液流出，超声提示盆腔或腹腔内

积液，腹腔穿刺或后穹窿穿刺抽出脓液应高度怀疑宫

腔积脓并子宫穿孔。及时行剖腹探查术是赢得抢救时

机的关键，本文中有１例术中同时行子宫双附件切除，
虽患者预后良好，但从整体看来，不建议术中直接切除

子宫双附件，原因如下：①急性炎症期盆腔充血明显，
组织糟脆，术中可出现难以控制的出血；②病因不明，
相应的手术范围不确定，易给术后规范治疗制造难题；

③急性炎症期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差，术后恢复困难。
剖腹探查术中，清理脓液，留取内膜或穿孔处组织进行

病理学诊断，充分冲洗盆腹腔并进行引流至关重要。

因目前抗生素应用不合理，生殖系统和泌尿系统病原

菌分布较广，耐药性也严重［５－６］，造成多种菌株耐药基

因产生［７－９］，术后脓液培养及药敏试验和病理学检查

对指导术后治疗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对盆腔

炎性疾病进行及时、规范的诊治也是预防宫腔积脓并

发子宫穿孔的重要措施［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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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支架取栓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分析
李瑞，曹红元，刘磊，石倩千，易旭，李惠允，周华东

【摘　要】　目的　探讨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支架取栓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１２例采用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
装置取栓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术后１１名患者血管成功再通（ＴＩＣＩ≥２ｂ或者３），其中２
例大脑中动脉栓塞再通后存在高度狭窄，１例基底动脉栓塞取栓失败，患者死亡。术后症状性出血１例。１０例术后
ＮＩＨＳＳ变化≥１０分，３０ｄ随访ｍＲＳ＜２分７例。结论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支架取栓治疗ＭＣＡ、ＢＡ急性血管栓塞再通率高，预后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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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ＣＡａｎｄＢＡ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ｓｔｅｎｔ；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急性脑梗死早期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死率及致残
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近年来，机械装置取栓作为

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新选择受到极多的关注。机械取栓

常常应用于超出溶栓时间窗或静脉溶栓失败的患

者［１］。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血管重建装置（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是一种可
完全回收的自膨式闭环支架系统。本研究采用回顾性

研究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期间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
ＡＢ支架取栓治疗患者，对其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
报道结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选标准：①１８岁≤年龄≤８０岁；②
急性脑梗塞病人入院急诊 ＣＴＡ提示大脑中动脉或基
底动脉未显影；③ＮＩＨ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ｒｏｋｅＳｃａｌｅ）得分≥８，或 ＜８分伴有症状波动，进展性
ＮＩＨＳＳ得分≥４。排除标准：①脑出血；②重要脏器功
能障碍，凝血功能不全；③存在自发神经功能恢复；④
ＮＩＨＳＳ评分≥２２分。所选取 １２例患者，平均年龄
（５８．８±１０．３）岁，其中大脑中动脉栓塞９例，基底动脉
栓塞３例，平均发病时间（５．８±２．７）ｈ。ＮＩＨＳＳ术前平
均得分为 １５．８±２．０，９名病人术前 ＴＩＣＩ得分为 ０
（７５％）。患者或家属选择使用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装置或无
法应用静脉溶栓，并获取充分的医患沟通以及签署知

情同意书。

作者单位：４０００４２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神经
内科（李瑞，曹红元，石倩千，易旭，李惠允，周华东）；重庆市，

解放军第３２４医院神经内科（刘磊）
通讯作者：周华东，电子信箱：ｚｈｏｕｈｕａｄ＠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术前准备　患者入院后急诊行头颈部 ＣＴＡ及
术前常规检查，明确手术指征，排除禁忌症，并口服阿

司匹林肠溶片３００ｍｇ。
１．２．２　主要步骤　①经股动脉采用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改良法
穿刺，置入６Ｆ导管鞘。②进行全脑血管造影确定闭塞
血管，进行取栓治疗。将导引导管置于责任血管近端，

Ｘｐｅｄｉｏｎ１０导丝（ｅｖ３Ｉｎｃ，ＵＳＡ）导引 Ｒｅｂａｒ１８微导管
（ｅｖ３Ｉｎｃ，ＵＳＡ）进入血管。③支架选择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
型４（或６）×１５ｍｍ支架（ｅｖ３Ｉｎｃ，Ｐｌｙｍｏｕｔｈ，ＭＮ）。④
经微导管将支架放置到血栓部位并释放，使血栓位于

支架的近端１／３处，保持支架１～２ｍｉｎ然后回撤至导
引导管中移出体外。⑤取栓后造影复查血管是否再
通，可多次取栓。

１．２．３　术后处理　监测生命体征，静脉微泵泵入尼莫
同预防血管痉挛，口服抗血小板聚集药物（氯吡格雷

７５ｍｇ／ｄ，阿司匹林１００ｍｇ／ｄ并于１个月后停用）。术
后３ｄ复查ＣＴＡ及ＭＲＩ了解梗塞及脑血管情况。
１．２．４　临床评估再通及预后比较　ＴＩＣＩ评分标准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ｉｎ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ｇｒａｄｅ）≥２ｂ认为血管
再通成功。ＮＩＨＳＳ术前术后变化≥１０分，３０ｄ后 ｍＲ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２分考虑神经功能恢复良
好。

２　结果
１２例病人经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支架取栓治疗后，１１例

血管成功再通，再通率为９１．７％，其中的２例术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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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狭窄（狭窄程度均大于８０％），１例（８．３％）发生
术后出血。１例（８．３％）基底动脉栓塞患者血管再通
失败，病人死亡。取栓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术后

ＮＩＨＳＳ得分改变≥１０分为１０例（８０％）。术后３０ｄ随
访ｍＲＳ得分＜２分有５例（５８％），见表１。

表１　１２例急性脑梗死患者手术治疗血管再通情况及预后统计

病例 闭塞血管
术前

ＴＩＣＩ

术后

ＴＩＣＩ

术前

ＮＩＨＳＳ

术后

ＮＩＨＳＳ

术后３０ｄ

ｍＲＳ
１ ＭＣＡ ０ ３ １８ ６ １
２ ＢＡ １ ３ １６ １ ０
３ ＭＣＡ ０ ３ １５ ３ ２
４ ＭＣＡ １ ２ｂ １５ ３ ４
５ ＭＣＡ ０ ３ １６ ３ ２
６ ＭＣＡ ０ ３ １６ ２ ２
７ ＢＡ ０ ３ １５ ３ １
８ ＭＣＡ ０ ３ １３ ０ ２
９ ＭＣＡ ０ ２ｂ １８ ３ ３
１０ ＭＣＡ １ ３ １４ ２ ０
１１ ＢＡ ０ １ ２０ － ６
１２ ＭＣＡ ０ ３ １４ １ ０

　　注：为死亡患者。ＭＣＡ为大脑中动脉，ＢＡ为基底动脉。

３　讨论
目前在国内静脉溶栓药物［２］治疗急性脑梗死较为

常见。研究认为静脉ｒｔＰＡ治疗早期急性脑梗死，颅内
大血管再通率低，再闭塞率高，颈内动脉组为４％，大
脑中动脉组为３２％［３］。ＬｉｎｄｓｂｅｒｇＰＪ等［４］比较药物溶

栓的血管再通差异，数据显示动脉溶栓组为６５％，静
脉组为５３％，认为药物溶栓此种方式在改善血管再通
率方面并不理想。机械装置装置取栓装置中 Ｍｅｒｃｉ与
Ｐｅｎｕｍｂｒａ最早被美国药品与食品委员（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所批准。ＳｍｉｔｈＷＳ等［５］认为，单

用Ｍｅｒｃｉ装置血管再通率为５４％，溶栓后行机械取栓
为６９％，优于单用 ＭＥＲＣＩ组，且安全性能值得肯定
（症状性出血仅为９．８％）。机械性血栓吸引Ｐｅｎｕｍｂｒａ
装置，虽大血管再通比率高（约大于８０％），但随访发
现［６］患者神经功能恢复不佳（９０ｄ的 ｍＲＳ≤２），２８％
患者出现颅内出血症状，病死率高达３２．８％。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装置作为一种可回收的取栓装置，之
前常用于桥接动脉瘤［７］的治疗。治疗急性脑梗死时，

微导管通过闭塞部位，支架覆盖整个血栓，并以径向支

撑力向血管壁挤压血栓。支架埋在血栓内３～１０ｍｉｎ
后，缓慢回收，可更为彻底的取出血栓。一项联合Ｓｏｌｉ
ｔａｉｒｅＡＢ支架与ｒｔＰＡ静脉溶栓的２６例［８］血管闭塞患

者研究显示，血流重建率为８８％，病死率７．７％，肯定
此种联合治疗效果。笔者观察１２例病人，１１例血管
成功再通，未通者为基底动脉栓塞患者，认为血管再通

较为理想。另外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装置等机械取栓方法在
延长时间窗上具有优势。欧洲急性卒中协作研究

（ＥＣＡＳＳ３）认为 ｒｔＰＡ溶栓的时间窗为４．５ｈ［９］，因此
药物溶栓使用受到很大限制。机械法前循环为６～８
ｈ，后循环可延长至２４～４８ｈ，对于超过时间窗的患者，
是否适用于支架装置，国内学者认为若侧支循环存在

代偿，可避免缺血加重［１０］，但具体实施的时候仍然存

在争议。

笔者观察术后患者具有良好神经功能恢复者１０
例（８０％）。术后 ３０ｄ随访 ｍＲＳ得分 ＜２分为 ５例
（５８％）。手术安全性虽然得到肯定，但实际操作中，
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的血管破裂或远端血管栓塞

等严重后果往往难以有效控制。因此在施行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
ＡＢ机械取栓术时，需要扎实的介入治疗技术，同时临
床医师需严格掌握适应症，进行准确的术前评估，降低

手术风险。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ＡＢ装置取栓治疗急性脑梗死，血管再通
率高、安全性能较高［１１］。但此项技术价格昂贵，要求

高，开展例数也极为有限。因此对于此种新的技术，还

需要进一步的病例对照研究以明确效果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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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ＴＡ方案新辅助化疗对青年乳腺癌中 ＶＥＧＦ及 ＥＧＦＲ表达的影响
李毅，张雪霞，李展宇，周少朋

【摘　要】　目的　探讨ＴＡ方案新辅助化疗对青年乳腺癌患者组织中ＶＥＧＦ及ＥＧＦＲ表达的影响。方法　采用免疫组
织化学法检测４１例青年乳腺癌患者在新辅助化疗前后乳腺癌灶组织ＶＥＧＦ及ＥＧＦＲ的表达。结果　患者经ＴＡ新辅助
化疗前后ＶＥＧＦ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６０．９８％（２５／４１）与４３．９０％（１８／４１），Ｐ＝０．１２２；化疗前后 ＥＧＦＲ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４８．６５％（２７／４１）与５６．７６％（２２／４１），Ｐ＝０．２６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新辅助化疗前，ＶＥＧＦ青年组阳性表达率与中老
年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６０．９８％（２５／４１）和３７．８０％（３１／５１），Ｐ＝０．０１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新辅助化疗后，ＶＥＧＦ青年
组阳性表达率与中老年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４３．９０％（１８／４１）和３０．４９％（２５／８２），Ｐ＝０．１４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新辅
助化疗前，ＥＧＦＲ青年组阳性表达率与中老年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４８．６５％（２７／４１）和４０．２４％（３３／８２），Ｐ＝０．００７，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新辅助化疗后，ＥＧＦＲ青年组阳性表达率与中老年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３７．８０％（３１／５１）和３２．９３％（２７／
８２），Ｐ＝０．０２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青年乳腺癌癌组织ＶＥＧＦ与ＥＧＦＲ的高表达可能与其预后不良的特点有关。
ＴＡ新辅助化疗后青年组与中老年组ＶＥＧＦ与ＥＧＦＲ表达均降低，而青年组 ＥＧＦＲ降低更明显，说明在降低乳腺癌侵袭
性方面，相对于中老年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可能在青年组疗效更明显。

【关键词】　乳腺肿瘤；化学疗法；辅助；多药耐药相关蛋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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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以往在
４０～６０岁中老年女性多发，但目前临床上乳腺癌已呈
年轻化的趋势，３５岁以下的青年乳腺癌患者越来越
多。一般认为，和中老年乳腺癌相比，青年乳腺癌（３５
岁以下）患者在生物学特点方面有着明显不同［１］。而

新辅助化疗作为一种新兴的乳腺癌治疗策略，由于被

认为有利于乳腺癌病灶的降级降期，杀灭早期乳腺癌

亚临床播散病灶并为局部病灶的手术切除提供条件，

有助于分析肿瘤对新辅助化疗方案的敏感性，因此近

年来在临床发展比较迅速［２］。为此，笔者对本院近年

来收治的ＴＡ方案新辅助化疗中的青年乳腺癌病例，
对其进行组织中相关免疫学指标进行检测，分析其与

作者单位：５１９０００广东省珠海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乳腺外科（李
毅）；麻醉科（张雪霞，周少朋）；病理科（李展宇）

通讯作者：周少朋，电子信箱：ｗｓｔｘｚｚ１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中老年组乳腺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ａｌｉａ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
ａｌｇｒｏｕ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ＧＦＲ）表达情况的关系，以期对
青年乳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进行进一步了解。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间收治的青年乳腺癌患者４１例，
均为浸润性导管癌，年龄最大３５岁，最小２２岁，平均
２７岁，术前均行ＴＡ新辅助化疗。其中，乳腺肿瘤直径
最大者为７．０ｃｍ，最小为２．０ｃｍ；ＵＩＣＣ分期：Ⅱ期２７
例，Ⅲ期１４例；腋窝淋巴结术前可触及者有２４例，其
中直径最大者５．０ｃｍ，最小０．５ｃｍ。手术方式改良根
治术为３２例，乳腺癌根治术（Ｈａｌｓｔｅｄ法）为９例。并
以同期ＴＡ方案新辅助化疗的３５岁以上经病理证实
的中老年乳腺癌８２例作为对照组，对照组同样均为浸

·７２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润性导管癌，年龄３６～７２岁，平均４３岁，术前同样均
行ＴＡ新辅助化疗。ＵＩＣＣ分期为Ⅱ期的５７例，Ⅲ期
２５例；乳腺肿瘤直径最大者６．８ｃｍ，最小２．０ｃｍ。腋
窝淋巴结手术前能触及的有 ４８例，其中直径最大者
５．５ｃｍ，最小０．５ｃｍ。手术方式：改良根治术为６８例，
乳腺癌根治术（Ｈａｌｓｔｅｄ法）为１４例。两组患者之前均
无肿瘤手术史及其它肿瘤治疗史。

１．２　治疗方法　通过活检针的方法获得手术前病理
资料。采用ＴＡ（表柔比星６０ｍｇ／ｍ２＋紫杉醇１７５ｍｇ／
ｍ２，第１天）方案，每３周１次，化疗２个疗程后，再行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或乳腺癌根治术（Ｈａｌｓｔｅｄ法），将其
化疗前活检标本及手术根治标本中 ＶＥＧＦ及 ＥＧＦＲ表
达分别检测。

１．３　评定标准
１．３．１　疗效评定　新辅助化疗评价效果评价：在完成
２周期化疗后进行。按实体瘤近期疗效评价标准分
为：疾病进展（ＰＤ），肿瘤最长径增加２０％以上；疾病稳
定（ＳＤ），肿瘤最长径缩小３０％以下或增长２０％以下；
部分缓解（ＰＲ），肿瘤最长径缩小３０％以上；完全缓解
（ＣＲ），可见肿瘤完全消失。稳定、部分缓解及完全缓
解者继续原方案２周期化疗，化疗结束后第２～３周择
期手术。

１．３．２　标本处理及染色　鼠抗人 ＶＥＧＦ和 ＥＧＦＲ的
ＤＡＢ显色剂、ＳＰ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和单克隆抗体均
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公司。染色程序严格按照试剂

盒规程要求进行。阳性对照为已知 ＶＥＧＦ和 ＥＧＦＲ阳
性反应切片。阴性对照以ＰＢＳ代替Ⅰ抗。
１．４　结果判断　ＶＥＧＦ染色乳腺癌细胞胞浆，ＥＧＦＲ
染色乳腺癌细胞胞浆和（或）胞膜，ＶＥＧＦ和 ＥＧＦＲ以
胞浆或细胞膜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凡１０个高倍视
野阳性细胞少于５％者为阴性病例，阳性细胞 ＞５％者
为阳性病例。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
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在４１例患者中，临床部分缓解的有
３５例，完全缓解的有２例，总有效率为９０．２４％；其中
Ⅱ期患者部分缓解的为２４例，完全缓解的有２例；Ⅲ
期患者中部分缓解的有１１例。病情进展的患者数目
为０例。淋巴结的变化情况：其中缩小 ＜１／３为５例，
缩小＞１／３为１４例，临床不可触及者为５例。手术后
病理明确淋巴结有转移的有２２例。
２．２　化疗前后 ＶＥＧＦ及 ＥＧＦＲ的表达　结果如表１
所示。ＴＡ新辅助化疗前后，患者的 ＶＥＧＦ阳性表达率
分别为６０．９８％（２５／４１）与 ４３．９０％（１８／４１），Ｐ＝
０．１２２；化疗前后 ＥＧＦＲ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４８．６５％
（２７／４１）与５６．７６％（２２／４１），Ｐ＝０．２６０，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但新辅助化疗前后青年组与同期中老年组乳

腺癌ＶＥＧＦ、ＥＧＦＲ表达比较（表 ２）：新辅助化疗前，
ＶＥＧＦ青年组阳性表达率与中老年组阳性表达率分别
为６０．９８％（２５／４１）和３７．８０％（３１／５１），Ｐ＝０．０１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新辅助化疗后，ＶＥＧＦ青年组阳性表
达率与中老年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４３．９０％（１８／４１）
和３０．４９％（２５／８２），Ｐ＝０．１４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新辅助化疗前，ＥＧＦＲ青年组阳性表达率与中老年组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４８．６５％（２７／４１）和 ４０．２４％（３３／
８２），Ｐ＝０．００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新辅助化疗后，
ＥＧＦＲ青年组阳性表达率与中老年组阳性表达率分别
为３７．８０％（３１／５１）和３２．９３％（２７／８２），Ｐ＝０．０２７，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新辅助化疗前后青年乳腺癌ＶＥＧＦ、ＥＧＦＲ表达

免疫学指标 化疗前 化疗后 χ２值 Ｐ值

ＶＥＧＦ 阳性 ２５ １８ ２．３９６ ０．１２２
阴性 １６ ２３

ＥＧＦＲ 阳性 ２７ ２２ １．２６８ ０．２６０
阴性 １４ １９

表２　新辅助化疗前后青年组与中老年组乳腺癌ＶＥＧＦ、ＥＧＦＲ表达

免组学指标
化疗前

青年组 中老年组
Ｐ值

化疗后

青年组 中老年组
Ｐ值

ＶＥＧＦ 阳性 ２５ ３１ ０．０１５ １８ ２５ ０．１４１
阴性 １６ ５１ ２３ ５７

ＥＧＦＲ 阳性 ２７ ３３ ０．００７ ２２ ２７ ０．０２７

阴性 １４ ４９ １９ ５５

３　讨论
青年乳腺癌通常指３５岁以下的乳腺癌患者，约占

乳腺癌总数的 １５％ ～２５％，发病率有逐年递升的趋
向，青年乳腺癌部位、大小及病理类型与非青年乳腺癌

相似，但却具有侵袭性强与病情进展快的特点，一般来

说，相比中老年乳腺癌，青年乳腺癌多预后不良［３］。

ＶＥＧＦ是血管生成和增长的重要调节因子，参与
多种病理和生理调节下的血管生成过程，它可以间接

促进肿瘤细胞生成及增长在于它可能加快内皮细胞分

裂和生长，提高血管通透性，并使 Ｂｃｌ２基因表达增
加［４－６］。而在肿瘤的生长过程中，ＶＥＧＦ的产生对血
管内皮细胞起着多方面的作用：①直接影响血管内皮
细胞，促进其增殖分裂，令其血管基底膜降解；②介导
内皮细胞，使其加速迁移和浸润；③刺激内皮细胞，并
使之分泌血浆酶原激活物以及多种蛋白酶，加快血管

形成的演化进程［７］。本研究中，相比于中老年组，青年

组ＶＥＧＦ阳性率明显较高，结果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见表２），表明ＶＥＧＦ在估计青年乳腺癌病情，预后
和疗效的客观评价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ＥＧＦＲ是表皮生长因子家族中重要的一员，在细
胞生命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它是一种糖蛋白，同时是

一种酪氨酸激酶的细胞受体。ＥＧＦＲ在非活性状态下
是单体，它可使受体胞内区发生自我磷酸化，并引起细

胞过度分裂增殖及恶变，但只出现在与相应的配体结

合并激活受体的酪氨酸激酶的条件下。一般认为肿瘤

发生增殖失去控制的原因，与这种肿瘤细胞自分泌生

长因子作用于肿瘤细胞自身，并使肿瘤细胞增殖变化

相关［７］。而ＥＧＦＲ如果在实体瘤患者中过度表达，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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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标志着病情的不良预后，这说明 ＥＧＦＲ可能促进肿
瘤血管形成，并使癌细胞加快转移［７９］。本研究表明，

与中老年乳腺癌相比，ＥＧＦＲ在青年组阳性率更明显，
结果有统计学意义（表２）。因此可以认为青年乳腺癌
具有的侵袭性更高，与文献报道相符合［１０］。

本研究通过对青年乳腺癌的 ＴＡ方案新辅助化
疗，并与中老年组在化疗前后的差异性作对比，发现

ＴＡ新辅助化疗后青年组与中老年组 ＶＥＧＦ与 ＥＧＦＲ
表达均降低，而青年组ＥＧＦＲ降低更明显，说明在降低
乳腺癌侵袭性方面，相对于中老年乳腺癌患者，新辅助

化疗可能在青年组疗效更明显。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对于青年乳腺癌，ＶＥＧＦ
和ＥＧＦＲ可能在临床上新辅助化疗过程中判断乳腺癌
预后及指导治疗方面起着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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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０１５页）
都是ＭＭＰＳ的作用底物。ＭＭＰＳ中的 ＭＭＰ２和 ＭＭＰ９
是Ⅰ型胶原酶，能特异性降解基底膜的主要成分Ⅰ型
胶原从而有利于肿瘤突破基底膜浸润生长和转移。

在研究中发现ＭＭＰ２的表达在ＣＩＮ累腺组与ＭＩＣ
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且在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组与 ＭＩＣ
组之间也存在统计学差异，在 ＣＩＮ累腺组与宫颈鳞癌
组之间也存在统计学差异，但 ＭＭＰ２的表达在 ＣＩＮ低
级别累腺组与ＣＩＮ高级别累腺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这说明ＭＭＰ２只在肿瘤突破了基底膜发生浸润生长时
才表达显著增高，这与周颖等［９］和滕燕伊等［１０］研究结

果是一致的，它可作为ＭＩＣ与 ＣＩＮ累腺相鉴别的一个
好指标。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ＭＭＰ２在高级别ＣＩＮ累
腺灶中的阳性表达中心部位表达强，周围为阴性或极

弱阳性，而在 ＭＩＣ微小浸润灶中的表达正好相反，周
边阳性强，灶内表达相对弱。并且在组织形态上，宫颈

高级别ＣＩＮ累腺灶呈类圆形，边缘钝；ＭＩＣ微小浸润灶
呈犄角状，不规则，这也可作为两者的鉴别点（图１、图
２，见封三），但 ＭＭＰ２在宫颈高级别 ＣＩＮ累腺灶的这
种表达方式是否应视为阴性，或理解为是突破基底膜

的前期表现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通过ＭＭＰ２的表达还
可更好地进行ＭＩＣ的浸润深度和宽度的测量，有利于
ＭＩＣ的分期。

综上所述，Ｐ１６、Ｋｉ６７、ＭＭＰ２三项指标联合使用能
从抑癌基因Ｐ１６突变情况、细胞的增殖情况和基底膜
是否突破这三个方面，以及通过免疫组化染色从组织

形态上将宫颈ＣＩＮ累腺与ＭＩＣ鉴别开，为临床提供可

靠的诊治依据，防治过度治疗导致患者生活质量降低。

但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一定遗憾，我们没有收集到宫颈

微小浸润性腺癌标本，因此结论是否适用于宫颈微小

浸润性腺癌的鉴别诊断还需继续探讨、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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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甲基强的松龙和布地奈德在小儿哮喘中的应用
李增清，邹有群，陈永新，钟纪茵

【摘　要】　目的　观察小剂量静脉滴注甲基强的松龙联合吸入高剂量布地奈德对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治疗效果。方
法　将４６例哮喘急性发作患儿随机分为试验组和观察组各２３例，其中观察组给予静滴地塞米松，２次／ｄ，雾化吸沙丁
胺醇，３次／ｄ。试验组给予甲基强的松龙静滴，１次／８ｈ；雾化吸沙丁胺醇和布地奈德，３次／ｄ，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及不良
反应。结果　经过比较发现治疗后７ｄ试验组ＰＥＦａｍ；ＰＥＦｐｍ；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改善情况治疗组明显优于观察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且日间哮喘症状评分，夜间哮喘症状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后７ｄ和１４ｄ试验组临
床计分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均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结论　小剂量甲基强的
松龙联合高剂量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治疗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　甲基强的松龙；布地奈德；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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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ｂｕｄｅｓｏｎｉｄｅ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ｔｔａｃｋ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Ｂｕｄｅｓｏｎｉｄｅ；Ａｓｔｈｍａ

　　哮喘急性重度发作患儿应使用全身用糖皮质激
素，在中度急性发作时可以适当使用糖皮质激素［１］。

虽然糖皮质激素能有效的患者哮喘症状，但常规剂量

起效缓慢，而大剂量使用可导致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

全身性不良反应。因此寻找既能快速起效又能保证疗

效和安全性的治疗方案用于哮喘急性发作期，具有重

要的临床价值。本研究在４６例中 －重度哮喘急性发
作的患儿中采用小剂量静脉滴注甲基强的松龙联合吸

入高剂量布地奈德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来
我院就诊的中 －重度哮喘急性发作的４６例患儿为研
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中 －重度哮喘的诊断标
准［２］，按照数字表随即分组的方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试验组各２３例。观察组男性１５例，女性８例，平均年
龄为（７４±１７）岁；对照组男性１７例，女性６例，平均
年龄为（８１±１６）岁，两组患儿年龄、性别、病程及病
情轻重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市，广东省人民医院儿科一区
通讯作者：李增清，电子信箱：ｌｉｚｅｎｇｑｉｎｇ１９６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试验组　甲基强的松龙静滴１～２ｍｇ／（ｋｇ·
次），１次／８ｈ，应用４８ｈ后改为原剂量１次／ｄ，继续应
用２ｄ后停用静点药物；分别以空气压缩泵动驱动雾
化吸入法吸入０５％沙丁胺醇（１５０μｇ／ｋｇ）＋００２５％
溴化异丙托品（１ｍｌ）＋００５％布地奈德（２ｍｌ），每３０
ｍｉｎ雾化吸入１次，连用３次。
１．２．２　观察组　静滴地塞米松 ０２５～０５０ｍｇ／
（ｋｇ·次），２次／ｄ，应用４８ｈ后改为原剂量１次／ｄ，继
续应用２日后停用静点药物；以空气压缩泵动驱动雾
化吸入法吸入０５％沙丁胺醇（１５０μｇ／ｋｇ）＋００２５％
溴化异丙托品（１ｍｌ）＋生理盐水（２ｍｌ），每３０ｍｉｎ雾
化吸入１次，连用３次。
１．３　观察指标和评定标准　记录两组患儿治疗后７ｄ
晨间最大呼气峰流速值（ＰＥＦａｍ），晚间最大峰流速值
（ＰＥＦｐｍ），第一秒用力呼气量（ＦＥＶ１）日间及夜间哮喘
症状评分并观察治疗后７ｄ、１４ｄ进行临床计分（ＣＳ）
及不良反应，肺通气功能测定采用便携式肺功能仪。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检验，计量资料采取组间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取 χ２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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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各项指标观察　经过比较发
现治疗后 ７ｄ试验组 ＰＥＦａｍ、ＰＥＦｐｍ、ＦＥＶ１、ＦＥＶ１!

ＦＶＣ（％）改善情况治疗组明显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且日间哮喘症状评分、夜间哮
喘症状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中－重度哮喘患儿治疗前后各项指标观察（ｘ±ｓ）

组别 ｎ ＰＥＦａｍ（Ｌ／ｍｉｎ） ＰＥＦｐｍ（Ｌ／ｍｉｎ） ＦＥＶ１（Ｌ） ＦＥＶ１／ＦＶＣ（％） 日间哮喘症状评分 夜间哮喘症状评分

试验组 ２３ ３６１．３２±１１．３４ ３３６．４５±１２．６５ １．９４±０．３９ ８７．３２±９．３４ ０．１４±０．１５ ０．１６±０．０７
对照组 ２３ ３２１．５６±１２．２３ ２９７．３２±１０．８９ １．２３±０．３５ ８１．４５±８．６４ １．１４±０．４５ ０．４５±０．０９
ｔ值 １１．４３ １１．２４ ６．４９ ３．６４ ３．８５ ４．１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临床计分变化情况　经过比较发现治疗前
两组临床症状计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治疗后７ｄ和１４ｄ试验组临床计分改善情况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中－重度哮喘患儿临床计分变化情况（ｘ±ｓ，分）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第７ｄ 治疗第１４ｄ

试验组 ２３ ４．０９±１．９８ ０．３９±０．２１ ０．０２±０．０１
对照组 ２３ ４．０５±１．６３ ０．７９±０．５８ ０．０６±０．０２
ｔ值 ０．７５ ３．１１ ２．０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的不良反应。

３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儿科常见的疾病，并且儿童支

气管哮喘在全球范围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在我国儿童

支气管哮喘的发病率也逐年增高，２０００年调查显示我
国儿童哮喘患病率为 ０２５％ ～４６３％［３］。支气管哮

喘严重影响患儿的学习、生活，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

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４－５］。并且儿童支气管哮喘的急

性发作，病情可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出现加重，甚至出现

数分钟内危及患儿生命的可能［６］。因此，及时尽早控

制哮喘的急性发作，促进肺功能的恢复是抢救患儿生

命的关键。

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气道抗炎症药物，它

可以抑制炎症细胞的迁移和活化等炎症反应过程；抑

制过敏反应；干扰花生四烯酸代谢，抑制白三烯及前列

腺素合成，抑制介质释放；降低血管通透性，减少微血

管渗出；提高β２受体的表达和抑制 Ｍ受体功能，广泛
应用在儿童支气管哮喘患儿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疗效［６－８］。虽然绝大多数哮喘患者经过长期规律吸

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均获得理想的疗效，但是常规剂

量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中重度哮喘急性发作疗程疗效

常常不理想，为此本研究采用小剂量静脉滴注甲基强

的松龙联合吸入高剂量布地奈德对儿童哮喘中 －重度
急性发作，结果显示治疗７ｄ后肺功能及日间哮喘症
状评分、夜间哮喘症状评分、临床计分改善情况均明显

优于采用常规剂量治疗的患儿，并且未增加不良反应。

这是因为吸入高剂量布地奈德可使药物直接输送到气

道，起效较快能迅速效缓解儿童哮喘急性期的临床症

状［９］，而甲基强的松龙为中效糖皮质激素可以有效弥

补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半衰期短的缺点［１０］，两者合用

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小剂量甲基强的松龙静滴

配合雾化吸入高剂量布地奈德治疗急性发作的中重度

哮喘患儿疗效确切。在治疗观察过程中，未发现任何

不良反应。但是本研究存在研究样本含量过少，随访

时间过短的局限性，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当加大样

本含量并进行长期随访，以便确定小剂量甲基强的松

龙静滴配合雾化吸入高剂量布地奈德治疗急性发作的

中重度哮喘患儿是否有不良反应及对远期疗效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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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普瑞巴林联合文拉法辛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疗效观察
冯晓波，张宗泽

【摘　要】　目的　探讨普瑞巴林联合文拉法辛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ＰＨＮ）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８６例带状疱疹后
神经痛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３人）。对照组给予口服普瑞巴林治疗，观察组在口服普瑞巴林的基础上
联合文拉法辛口服治疗，疗程共８周。分别于治疗前、治疗过程中及疗程结束时对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睡眠评
分进行分别评价。结果　对照组总有效率（８６．０％）明显高于观察组（９７．７％），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后的ＶＡＳ评分、ＨＡＭＤ、ＨＡＭＡ评分和睡眠质量评分均有明显降低（Ｐ＜０．０５）。结论　普瑞巴林联合文拉法辛治疗带状
疱疹后神经痛效果显著，患者疼痛缓解明显，睡眠质量改善明显。

【关键词】　普瑞巴林；文拉法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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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ｉ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ｌｅｅｐ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ａｂａｌｉｎ；Ｖｅｎｌａｆａｘｉｎｅ；Ｐｏｓｔｈｅｒｐｅｔｉｃｎｅｕｒａｌｇｉａ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ｐｏｓｔｈｅｒｐｅｔｉｔｎｅｕｒａｌｇｉａ，ＰＨＮ）
属医学界中较为难治的疼痛性疾病之一，素有“不死的

癌症”之称。随着医药技术的发展，治疗 ＰＨＮ的方法
越来越多，目前国外比较推崇的三大治疗药物，主要包

括三环类抗抑郁药、钙离子通道调节剂及局部麻醉剂。

其中普瑞巴林作为一种新型钙离子通道调节剂在治疗

ＮＨＰ方面取得了不错的临床疗效，该药于２００４年在美
国上市，得到欧美等国际权威神经病研究机构的认同，

被推荐为治疗中枢、外周神经病理性疼痛的首选药物，

目前在我国该药尚处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临床研究阶

段，但临床研究反响不错［１］。从治疗经验上看，抗抑郁

药文拉法辛可减轻神经性疼痛中的刺痛感，起到辅助

治疗作用，该药同时具有镇痛作用，临床已有许多报道

声明文拉法辛辅助治疗神经痛取得了不错的临床疗

效，我院根据两药的临床功效，针对 ＰＨＮ患者采取普
瑞巴林联合文拉法辛治疗，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疗效，具

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间，对我
院麻醉科疼痛门诊收治 ＰＨＮ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
病例入选标准：①患者皮损已经痊愈，但仍伴有顽固、
剧烈的疼痛，持续 ６个月以上；②经视觉模拟评分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７１武汉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张宗泽，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ｂｏｘ＠１６３．ｃｏｍ

（ＶＡＳ）确定疼痛程度＞６。排除标准：①非带状疱疹后
神经痛的患者；②伴有严重心、肺、肾功能不全；③并有
凝血功能障碍或高血压、甲状腺疾病、心脏疾病、闭角

型青光眼。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口服普瑞巴林（辉瑞
制药有限公司）治疗；观察组在口服普瑞巴林的基础上

联合文拉法辛口服治疗。两组患者服药周期为８周，
每周复诊一次。与第８周后进行疗效评价。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　疼痛强度评定参照视觉
模拟评分［２］。同时与治疗前及８周治疗后应用ＨＡＭＤ
及ＨＡＭＡ对患者的精神状况进行评价。

疗效判定主要以疼痛缓解率（治疗前 ＶＡＳ总分 －
治疗后ＶＡＳ总分／治疗前 ＶＡＳ总分）作为疗效评价指
标［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
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内重
复测量采用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被认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疗效比较　对照组总有效率８６．０％（３７／４３），观
察组总有效率９７．７％（４２／４３），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８８８，Ｐ＝０．０４９）。
２．２　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和睡眠质量评
分比较　疼痛评分：对照组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
结果显示：Ｆ＝１４１．３３０，Ｐ＜０．０５，观察组内重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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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Ｆ＝１６２．４８０，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治疗过程中的ＶＡ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 １周 ２周 ３周 ４周 ５周 ６周 ７周 ８周 降幅

对照组 ４３ ８．７±０．８ ５．４±１．１ ４．９±０．９ ４．５±１．０ ４．２±０．９ ３．９±０．９ ３．４±１．０ ２．９±０．９ ２．６±１．４ ６．１±１．７
观察组 ４３ ８．９±０．６ ５．２±１．１ ４．７±１．２ ４．１±０．９ ３．８±１．１ ３．５±０．９＃ ２．９±１．１＃ ２．５±１．０ ２．２±１．１ ６．７±２．２

ｔ值 －１．３１１ ０．８４３ ０．８７４ １．９５０ １．８４６ ２．０６１ ２．２０６ １．９５０ １．４７３ －１．４１５
Ｐ值 ０．１９３ ０．４０２ ０．３８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６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睡眠质量：对照组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
显示：Ｆ＝４９．１１７，Ｐ＜０．０５，观察组内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分析结果显示：Ｆ＝５４．３７６，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治疗过程中的睡眠质量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 １周 ２周 ３周 ４周 ５周 ６周 ７周 ８周 降幅

对照组 ４３ ５．２±１．４ ４．５±１．１ ３．３±１．３ ３．０±０．９ ２．６±１．０ ２．５±０．８ ２．３±１．０ ２．１±０．９ １．９±０．９ ３．３±１．１
观察组 ４３ ５．３±１．５ ３．７±１．２ ３．１±１．１ ２．７±０．９ ２．４±０．９ ２．１±１．０＃１．９±０．９ １．８±０．８ １．７±０．８ ３．７±１．３

ｔ值 －０．３２０ ３．２２３ ０．７７０ １．５１６ ０．９７５ ２．０４８ １．９５０ １．６３４ １．０８９ －１．５４０
Ｐ值 ０．７５０ ０．００２ ０．４４３ ０．１２６ ０．３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６ ０．２７９ ０．１２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经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及焦虑
量表评分情况比较　经过连续８周的药物治疗，两组
患者的ＨＡＭＤ、ＨＡＭＡ评分均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间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治疗前后的ＨＡＭＤ、ＨＡＭＡ评分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ＨＡＭ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ＨＡＭＡ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对照组 ４３ ８．４±２．９ ４．８±１．７ ７．０２３ ０．０００ ９．１±３．２ ５．５±２．４ ５．９０２ ０．０００
观察组 ４３ ８．５±３．２ ４．５±０．９ ７．８９１ ０．０００ ９．３±３．７ ５．０±１．９ ６．４６４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１５２ １．０２３ －０．２６８ ０．６４３
Ｐ值 ０．８８０ ０．３０９ ０．７８９ ０．５２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ＰＨＮ属于顽固性疼痛的一种，无论急性期还是
ＰＨＮ都属于精神性疼痛，是周围神经组织损伤的结果。
目前主要的治疗药物主要有三环类抗抑郁药、抗癫痫

药、阿片和非阿片类止痛药、ＮＭＤＡ受体拮抗剂等，但
目前的治疗效果上看还没有一种药物即安全又有效。

普瑞巴林是继加巴喷丁后一款新型治疗精神病理性疼

痛的抗癫痫药物。但目前对普瑞巴林治疗神经痛的机

制尚不清楚，普瑞巴林结构上与神经递质ＧＡＢＡ相似，
但不与ＧＡＢＡ受体作用，不参与 ＧＡＢＡ的摄取、降解、
代谢等作用；其次作为外消旋化合物其脂溶性高，还能

通过血脑屏障［４－５］。相关研究报道其抗癫痫作用的活

性剂量比加巴喷丁低３～１０倍，在实验动物模型上，其
抗痛觉异常、降低痛阈作用显著，且生物活性剂量比加

巴喷丁低２～４倍［６－７］。

文拉法辛作为一种新型的抗抑郁药物，它能抑制

５ＨＴ、ＮＥ在神经突触部位的摄取，但它对 Ｍ胆碱受
体、组胺Ｈ１受体、肾上腺素α１、α２、β受体几乎无亲和
力，因此其不良反应较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更少，安全性

更高［８］。虽然文拉法辛镇痛作用机制尚在研究，但动

物实验发现腹腔注射此药可提高小鼠痛阈，该作用能

够被纳洛酮抑制，但却不被 βＦＮＡ等抑制；肾上腺素
α２阻断剂育亨宾能削弱其镇痛作用，而肾上腺素 α２
激动剂可乐定可增强其镇痛作用，由此可见，与肾上腺

素α２受体、阿片κ、δ受体的作用可能是文拉法辛的镇
痛作用的物质基础［８－１０］。

虽然两种药物在治疗 ＰＨＮ方面的机制不是很清

楚，且伴随一定的不良反应。但其对 ＰＨＮ的不良反应
可以通过严格筛选服药患者来避免发生，例如伴有高

血压、严重心、肺、肾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甲状腺

疾病、闭角型青光眼等疾病的患者避免服用，或减量服

用，服用此药的患者需严密观察避免不良反应发生给

患者带来更大的损害。

本文针对ＰＨＮ患者采用普瑞巴林联合文拉法辛
治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患者的疼痛评分明显减低，

睡眠质量大大提高，联合用药后患者的 ＨＡＭＤ、ＨＡＭＡ
评分降低幅度均大于单独使用普瑞巴林者。因为药物

用量不大，且剔除容易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减少了严

重不良反应的发生，得到了患者的认同。综上所述，普

瑞巴林联合文拉法辛治疗ＰＨＮ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是否适合大范围使用有待于药物安全性评价进一步研

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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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急诊腹腔镜手术治疗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６８例分析
蓝洁珍

【摘　要】　目的　探讨急诊腹腔镜下手术治疗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方法　选择在东莞市长
安医院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急诊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患者１３８例，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
休克的患者６８例作为研究组，把同期行开腹手术治疗的７０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分析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的情况。结
果　两组患者手术均获成功，没有并发症发生。研究组在围手术期手术所需的时间、肛门的排气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明
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研究组的输卵管切除术比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输卵管切开取胚术比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在急诊手术治疗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方面，采取腹腔镜下手术治疗的办法是安全可行的，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异位妊娠；失血性休克；腹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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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是指孕卵在子宫腔以外的任何部位着床
的一种妇科常见疾病，是妇产科很常见的急腹症之一。

异位妊娠的主要表现为停经、阴道流血、腹痛和晕厥休

克［１－２］。临床上对于还没有出现失血性休克的异位妊

娠，采取腹腔镜下手术治疗已经成为首选的办法，但是

对于合并有失血性休克的情况，腹腔镜下手术治疗尚

存在争议。本文就在我院行腹腔镜下手术治疗异位妊

娠合并失血性休克的６８例患者与同期行开腹手术治
疗的７０例患者进行了对照分析，研究了异位妊娠合并
失血性休克采用腹腔镜下手术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１年２月，我院总
共收治了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的患者１３８例，其

作者单位：５２３８４３广东省东莞市长安医院妇产科

中采取腹腔镜下手术治疗的６８例患者作为研究组，采
取开腹手术治疗的７０例患者作为对照组。研究组患
者平均年龄（２８７±５２）岁，平均孕次为（２３±１２）
次；对照组平均年龄（２８２±５３）岁，平均孕次为
（２２±１３）次，两组患者在年龄和孕次上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３８例患者就诊时都有程度不同的
心悸、头晕、口渴、血压持续性下降，脉搏大约在７５～
１２０次／ｍｉｎ。根据相关病史、症状体征、超声检查、
ＨＣＧ化验、后穹隆穿刺等检查，诊断“异位妊娠合并失
血性休克”无误。

１．３　手术方法　研究组和对照组均在双管输液抗休
克治疗前提下行气管插管静脉全麻。研究组：取脐孔

作为第一穿刺孔，进行充气、置镜，取下腹部两侧（相当

在麦氏点的水平）作为第二和第三穿刺孔，然后迅速吸

出盆腔内的积血，从而探查盆腔，暴露病灶和出血部

［６］　赵倩，李亮，肖学凤，等．治疗神经性疼痛新药———普瑞巴林
［Ｊ］．天津药学，２００７，１９（２）：５３５５．

［７］　张嘉航，陈丹丹，周华成，等．连续硬膜外腔阻滞联合普瑞巴林治
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Ｊ］．中国疼痛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８（４）：
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８．

［８］　杨月明．普瑞巴林的临床应用与不良反应［Ｊ］．中国新药杂志，
２０１２，２１（１３）：１５６７１５７０．

［９］　逄晓云，贡沁燕．文拉法辛的药理学与临床应用［Ｊ］．中国新药与
临床杂志，２０００，１９（５）：３４２３４４．

［１０］　ＳｃｈｒｅｉｈｅｒＳ．ＢａｃｋｅｒＭＭ，ＰｉｃｋＣＧ．Ｔｈｅａｎｔｉｎｏｃｉｃｅｐ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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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需要根据患者要求是否保留生育功能以及手术中

的病变情况，决定采用输卵管切除术还是卵巢病灶清

除术还是切开取胚术。①输卵管切除术：从输卵管的
伞端开始，逐渐凝切系膜至峡部近端，然后于近子宫角

处电凝并切断输卵管，装进标本袋。②卵巢病灶清除
术：对妊娠破裂的卵巢，用抓钳取出妊娠物，然后清除

病灶，电凝止血，不需要缝合。③切开取胚术：把输卵
管提起，在包块最突出的表面，采用单极电凝纵行把输

卵管切开，切口长度大约在１～２ｃｍ，然后用无损伤的
大抓钳钳出血块和妊娠物，冲洗切口，出血点止血，切

口不需要缝合。对照组采取传统开腹手术治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均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上
统计。其中，计量资料应用ｔ检验；计数资料应用χ２检
验，检验标准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中探查情况对比　术中探查到的两组
妊娠部位、类型、平均出血量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　两组手术方式和术后情况对比　研究组选择输
卵管切除术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研究组选择
切开取胚术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研究
组使用抗生素时间、手术时间、肛门排气时间以及住院

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的患者手术方式对比（ｎ，％）

组别 ｎ 输卵管切除术 切开取胚术 卵巢病灶清除术

研究组 ６８ ４１（６０．３）▲ ２１（３０．９）▲ ６（８．９）
对照组 ７０ ５６（８０．０） ８（１１．４） ６（８．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的患者术后情况对比（ｘ±ｓ）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肛门排气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研究组 ６８ ５７．３２±９．７４▲ １３．６９±３．２０▲ ２．２１±１．３４▲

对照组 ７０ ６９．４５±１３．６０ ３５．８０±５．３６ ４．２８±１．７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并发症对比　两组患者都没有并发症的发
生，治疗的成功率为１００％，术后随访，患者的 ＨＣＧ全
部转阴，病理诊断证实是异位妊娠。

３　讨论
异位妊娠合并失血性休克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

之一，在急诊治疗方面，以前一般认为该病是腹腔镜下

手术治疗的禁忌症。既往这类患者大多选择开腹手

术，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提高，采取腹腔镜手术治疗该病

的患者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在充分的输液、输血条件

下，短时间的手术治疗不会对患者的重要脏器造成致

命的损伤［３－４］，因此采用腹腔镜下手术治疗异位妊娠

是可行的。与传统的开腹手术比较，具有切口小、疼痛

轻、术程短、术后恢复快等优点［５－６］。腹腔镜手术的视

野清晰开阔，易发现患者盆腔内的其他病灶，如子宫肌

瘤、盆腔粘连、卵巢囊肿等［７］。特别是，手术采用的输

卵管切开取胚治疗的手术成功率高，保证了输卵管的

正常生理功能，有利于保存患者的生育能力［８－１０］。

我院在急诊腹腔镜下手术治疗异位妊娠合并失血

性休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本研究表明，急诊腹腔镜下手术治疗异位妊娠合并失

血性休克组在围手术期手术所需的时间、肛门的排气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开腹手术治疗组（Ｐ＜
００５）。且输卵管切除术比率明显低于开腹手术治疗
组（Ｐ＜００５），输卵管切开取胚术比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

我们总结了手术的注意事项如下：①及时正确判
断是否行输卵管切除术。对于其输卵管明显增粗、妊

娠病灶破口较大且边缘凌乱、伴有活动性大出血或出

现严重休克的患者，虽然其有生育要求但不可盲目地

做输卵管保留，考虑到输卵管切除术能迅速止血，为保

障患者的生命安全需行此术。本研究中对于失血量大

于１０００ｍｌ的患者均行输卵管切除术。②如保留输卵
管，需注意手术过程中血凝块、绒毛的清除需彻底，特

别是输卵管的近端，以防出现持续异位妊娠。对于保

留的输卵管黏膜面，要避免反复单、双极电凝止血，以

免造成输卵管的功能损伤。③对于患者伴有严重休
克，血压低，且出血量大于２０００ｍｌ时，需依据血源供
应情况、术者的腹腔镜操作技能水平及相关抢救经验

做出是否采用腹腔镜手术的判断。

总之，临床实践证明，对于该类患者，只要具备熟

练的操作和麻醉技术，在积极抗休克治疗的同时采取

腹腔镜下手术治疗是安全可行的，并且相对于开腹手

术有手术时间短、手术后恢复快的优势，值得临床上推

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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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刘海琳，朱云芳，方杏芳．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异位妊娠疗效对
照研究［Ｊ］．河北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５）：６６３６６５．

［１０］　高明霞，高琦，贾娇，等．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治疗异位妊娠疗
效比较的系统评价［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９（９）：９９４
１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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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在 ＡＳＣＵＳ患者分流管理中的价值
陈勇霞，何凤仪，郭莉莉

【摘　要】　目的　探讨高危型ＨＰＶ检测在ＡＳＣＵＳ分流管理中的作用及意义。方法　对１６５例宫颈细胞学诊断为ＡＳ
ＣＵＳ的患者，联合采用检测高危型ＨＰＶ和阴道镜下定位多点活检的组织病理学检查，分析比较ＡＳＣＵＳ高危型ＨＰＶ阳性
患者与高危型ＨＰＶ阴性患者的宫颈病变的发病情况。结果　①早期宫颈癌４例，占２．４２％；ＣＩＮⅠ ３７例，占２２．４％，
ＣＩＮⅡ ２９例，占１７．６％；ＣＩＮⅢ ９例，占５．４５％；宫颈炎症８６例，占５２．１％。②本组患者高危型ＨＰＶ感染阳性率５７．６％
（９５／１６５），ＨＰＶ感染排序为ＨＰＶ１６、５２、５８、１８、ＣＰ８３０４。③高危型ＨＰＶ阳性组病理结果为ＣＩＮⅡ级或以上病变检出率为
３７．９％（３６／９５），明显高于高危型ＨＰＶ阴性组８．５７％（６／７０，Ｐ＜０．０１）；４例早期宫颈癌高危ＨＰＶ均是阳性，其中ＨＰＶ１６
阳性２例，ＨＰＶ５８阳性和ＨＰＶ１８阳性各１例。结论　宫颈上皮内瘤变及高级别 ＣＩＮ的发生与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密切相
关，ＨＰＶ高危型以ＨＰＶ１６、５２型为最常见类型。液基细胞学检查 ＡＳＣＵＳ辅以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可以有效分流管理 ＡＳ
ＣＵＳ患者。
【关键词】　ＡＳＣＵＳ；宫颈上皮内瘤变；活组织检查；乳头状瘤病毒；细胞诊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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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ｗｉｔｈＣＩＮⅠ，２９ｃａｓｅｓ（１７．６％）ｗｉｔｈＣＩＮⅡ，９ｃａｓｅｓ（５．４５％）ｗｉｔｈＣＩＮⅢ ａｎｄ８６ｃａｓｅｓ（５２．１％）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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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ＨＲＨＰＶ（６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８．５７％），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４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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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ＨＰＶ１８．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ｒ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ＨＲ
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ＰＶ１６ａｎｄＨＰＶ５２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ｔｙｐｅｓ．ＨＲＨＰＶｔｅｓｔｃａｎｔｒｉａｇ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ＳＣＵＳ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ｂｙＴ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ｓｏｆ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Ｂｉｏｐｓｙ；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
ｍａｖｉｒｕｓ；Ｃｙｔ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意义未明的不典型鳞状细胞（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ｅｌｌｓｏｆ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ＳＣＵＳ）是最常见的
一种宫颈细胞学异常，约占５％左右。临床上 ＡＳＣＵＳ
患者的管理仍然是一个较为困惑的问题，寻找一种有

效的方法以发现 ＡＳＣＵＳ中的少数有高级别 ＣＩＮ的患
者，避免对低危患者的做过多阴道镜检查，评估 ＡＳ
ＣＵＳ患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现已证明高危型 ＨＰＶ
持续感染是引起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主要因素，对

ＡＳＣＵＳ患者进行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可提高目前宫颈癌
前病变筛查的敏感性，将漏诊率降到最低及避免过度

活检，提高妇女宫颈癌的防治效益，对防治宫颈癌有重

要作用［１－２］。本研究对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
院１６５例ＡＳＣＵＳ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和高危型 ＨＰＶ
检测结果进行回顾分析，分析两者间的相关性，探讨

ＡＳＣＵＳ合理的处理方法。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院宫

作者单位：５１０２６０广州市，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科
通讯作者：陈勇霞，电子信箱：ｃｙｘ＿ｇｚ＠１２６．ｃｏｍ

颈筛查细胞学为ＡＳＣＵＳ者１６５例，平均２３～６７岁，平
均３３．２岁。均进行 ＨＰＶＤＮＡ分型检测，并行电子阴
道镜多点活组织检查。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以“凯普医用核酸分子快速
杂交仪”为检测平台，集合 ＰＣＲ检测法、导流杂交法、
基因芯片法为一体；在一张低密度基因芯片薄膜上一

次性检测出２１种 ＨＰＶ病毒感染，并精确的给出患者
感染病毒的类型，ＨＰＶＤＮＡ≥５０００拷贝（１１０ｎｇ／Ｌ）为
阳性。检测 ＨＰＶ的２１种基因型中有１６种为高危基
因型：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８、
５９、６６、６８、ＣＰ８３０４，５种为低危基因型：ＨＰＶ６、１１、４２、
４３、４４。
１．２．２　经阴道镜活检　阴道镜检查采用深圳市斯尔
顿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ＬＥＩＣＡＣＬＳ１５０ＸＣ电子阴道镜。
在阴道镜下仔细观察有无异常血管，再以３％冰醋酸
棉球涂于宫颈２～３ｍｉｎ，检查鳞状上皮、柱状上皮、转
化区的颜色、形态及血管变化，最后进行碘染色试验。

可疑部位活检，镜下观察时无明显异常常规从１２，３，
６，９点处及颈管取活检。病理诊断分为：慢性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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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早期宫颈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 χ２

分析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１６５例宫颈细胞学诊断为 ＡＳＣＵＳ的患者的活检
病理结果　早期宫颈癌４例，占２．４２％；ＣＩＮⅠ ２７例，
１６．４％；ＣＩＮⅡ ３９例，占 ２３．６％；ＣＩＮⅢ ９例，占
５．４５％；慢性炎症８６例，占５２．１％。
２．２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结果　本组患者ＨＲＨＰＶ
感染阳性 ９５例，阳性率为 ５７．６％；其中，ＨＰＶ１６、
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１８、ＣＰ８３０４、ＨＰＶ５３、ＨＰＶ３３、
ＨＰＶ６８、ＨＰＶ６６、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５６、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３９、
ＨＰＶ４５、ＨＰＶ５９和 ＨＰＶ３５感染率分别 ２０．００％、
１８．９５％、１３．６８％、８．４２％、７．３７％、６．３２％、５．２６％、
５．２６％、４．２１％、３．１６％、２．１１％、２．１１％、２．１１％、
１．０５％、１．０５％和１．０５％。
２．３　ＨＰＶ感染与病理学诊断结果的关系　９５例 ＨＲ
ＨＰＶ阳性患者中，宫颈炎症４１例、ＣＩＮⅠ １８例、ＣＩＮⅡ
２４例、ＣＩＮⅢ ８例和早期宫颈癌４例；７０例 ＨＲＨＰＶ
阴性患者中，宫颈炎症４５例、ＣＩＮⅠ １９例、ＣＩＮⅡ ５例
和ＣＩＮⅢ １例，无一例早期宫颈癌。其中，４例早期宫
颈癌 ＨＲＨＰＶ均是阳性，ＨＰＶ１６阳性２例，ＨＰＶ５８阳
性和ＨＰＶ１８阳性各１例；ＨＲＨＰＶ阳性组病理结果为
ＣＩＮⅡ级以上病变检出率为３７．９％（３６／９５），明显高于
ＨＲＨＰＶ阴性组８．５７％（６／７０），χ２＝１８．２６，Ｐ＜０．０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对宫颈癌前病变———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

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的干预，已成为防治宫颈癌
的主要环节。尽管宫颈细胞学检查是目前宫颈癌及宫

颈癌前病变筛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通过早期筛查可

早期诊断ＣＩＮ和早期宫颈癌，从而降低宫颈浸润癌的
发病率及病死率，对宫颈癌的防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３］。然而，从 ＣＩＮ发展为浸润性宫颈癌可能需要
１０～１５年，期间 ＣＩＮ可能会减轻或消失，也可能持续
存在，其中ＡＳＣＵＳ既可以提示 ＨＰＶ感染、ＣＩＮ甚至是
宫颈癌，也可能与炎症、宫内节育器、细胞退变或萎缩

等，因此宫颈细胞学检查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

性［４－５］。本组研究中１６５例 ＡＳＣＵＳ患者中，早期宫颈
癌４例，占２．４２％；ＣＩＮⅠ ３７例，占２２．４％；ＣＩＮⅡ ２９
例，占１７．６％；ＣＩＮⅢ ９例，占５．４５％；慢性炎症８６例，
占５２．１％。宫颈组织病理检查 ２２．５％（４２／１６５）为
ＣＩＮⅡ级以上，稍高于相关文献的报道的发生率［６－７］，

可能与病例选择偏倚或本地区患者生活习惯等有关。

因此，应十分重视和加强对 ＡＳＣＵＳ患者及时、有效地
评价和管理，早发现、早诊断 ＣＩＮ和宫颈癌，防止宫颈
浸润癌的发生。

宫颈癌与高危型ＨＰＶ的持续感染有明确关系，高
危型的ＨＰＶ持续感染可能促进子宫颈从慢性宫颈炎

状态逐步进展到宫颈癌前病变，进而发展为浸润癌，高

危型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癌的发生有明确关系［８－９］。本

文１６５例 ＡＳＣＵＳ患者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阳性９５例，阳性率为５７．６％；ＨＰＶ感染频次高低
依次排序为ＨＰＶ１６、５２、５８、１８、ＣＰ８３０４。４例早期浸润
癌高危ＨＰＶ均是阳性，其中 ＨＰＶ１６阳性２例，ＨＰＶ５８
阳性和ＨＰＶ１８阳性各１例；高危型 ＨＰＶ阳性组病理
结果为 ＣＩＮⅡ级以上病变检出率为３７．９％（３６／９５），
明显高于ＨＰＶ阴性组８．５７％（６／７０）（Ｐ＜０．０５）；结果
表明，ＡＳＣＵＳ患者伴随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宫颈高度病
变增加，与多数学者报道相似［６，８］：在正常妇女中，ＨＰＶ
感染者不到４％，而在ＣＩＮⅠ ～Ⅲ级患者中，ＨＰＶ感染
者分别可达３０％、５５％和６５％，宫颈原位癌中也有高
达８７％的 ＨＰＶ感染报道，而在宫颈癌患者中 ＨＰＶ检
出率更高达９９．２％ ～１００．０％，其中与宫颈癌关系最
密切的是ＨＰＶ１６和１８型。本文结果表明高危型ＨＰＶ
阳性的ＡＳＣＵＳ患者，必须进行阴道镜检查以排除宫颈
高度病变可能，而ＨＰＶ阴性者，可选择继续观察，减少
不必要的阴道镜检查，减轻患者负担，节约医疗资源。

与美国阴道镜与宫颈病理协会（ＡＳＣＣＰ）提出对于 ＡＳ
ＣＵＳ处理方案是一致的：重复细胞学检查，立即阴道镜
检查，ＨＰＶ检测，达到合理分流管理ＡＳＣＵＳ患者［１０］。

然而，由于部分患者，尤其年轻患者感染ＨＰＶ后，
病毒在８～１０个月后可自行消失，并不引起恶变的情
况，故应尽可能避免高估高危型 ＨＰＶ在 ＡＳＣＵＳ中的
作用而可能增加患者对宫颈癌的精神心理负担及焦虑

情绪，甚至过度治疗，合理对高危型 ＨＰＶ阳性患者行
阴道镜下活检，可把漏诊率降到最低及避免过度活检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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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动力学在中重度痤疮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梅韬

【摘　要】　目的　观察光动力学在治疗中重度痤疮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参照 Ｐｉｌｌｓｂｕｒｙ分类法选取７０例中重度
痤疮患者，局部相应处理后，应用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进行治疗，并对疗效及不良反应进行记录。结果　７０例中重度
痤疮患者，分别经过１～３次治疗后，其中６０例痊愈，７例显效，３例好转，０例无效，总有效率为９５．７％。随着治疗次数
增加，疗效逐渐增加。其副作用主要包括局部水肿、红斑，轻微瘙痒与刺痛感，但均可自行缓解。结论　光动力疗法是简
单、安全有效的治疗中重度痤疮的方法，能够避免出现痤疮疤痕和凹坑，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光动力疗法；５氨基酮戊酸；痤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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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痤疮是由于毛囊及皮脂腺阻塞引发的一种慢性炎
症性皮肤病，是美容皮肤科常见病种之一，发病率在

８０％以上［１］。轻度痤疮较易治疗，但中重度痤疮皮损

反复发作，并出现色素沉着、疤痕等，治疗较为棘手。

以光动力治疗为主的治疗方法已成为治疗中重度痤疮

痤疮的有效方法［２］。２０１１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应用
光动力疗法治疗仪治疗７０例中重度痤疮患者，取得满
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３月我科
就诊的７０例中重度痤疮患者，皮损部位以面部为主，
参照Ｐｉｌｌｓｂｕｒｙ分类法，以炎性丘疹、结节性及炎性囊肿
为主。男３６例，女３４例；年龄１３～３１岁，平均（２１±
２）岁；病程２～２５个月，平均９个月。入院前排除有严
重肝肾功能不全、全身性严重疾病、１个月内使用过抗
生素、激素及维甲酸类药物、孕妇及光过敏等患者。治

疗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治疗期间严禁接受其他疗

法和油腻、辛辣饮食。

１２　试剂和仪器　外用５盐酸氨酮戊酸（ＡＬＡ，商品
名艾拉，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化学研究院）。ＬＥＢＩＢ型
光动力激光治疗仪（武汉亚格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输

出波长：（６３３±１０）ｎｍ，输出功率（功率密度）：２０～１００
ｍＶ／ｃｍ２，连续可调。
１３　治疗方法　清洁面部，局部丘疹、结节及囊肿挑
刺处理后，采用新鲜凝胶配制成１０％ ＡＬＡ乳膏，外敷
皮损处，并用保鲜膜封包，避光２ｈ。采用（６３３±１０）
ｎｍ波长，输出功率８０ｍＶ／ｃｍ２，一般首次照射密度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４０ｍＶ／ｃｍ２，第２～３次将剂量增至６０～８０ｍＶ／ｃｍ２，进
行激光照射２０ｍｉｎ，患者接受１～３次照射，每次治疗
间隔１０ｄ，每次治疗后严格避光３ｄ，并行详细记录囊
肿数目及不良反应，皮损完全消退后结束治疗。每个

月随访１次，至３次治疗结束。
１４　疗效判断　由临床经验较丰富的皮肤科医师记
录患者皮损情况、疗效及不良反应。痊愈：皮损消退≥
９０％；显效：皮损消退 ６０％ ～９０％；好转：皮损消退
２０％～６０％；无效：皮损消退 ＜２０％或加重。总有效
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２　结果
　　经过１～３次光动力治疗后，７０例中重度痤疮患
者，６０例痊愈，显效７例，好转３例，无效０例，总有效
率为９５．７％。其中１８例（２５．７％）经过１次治疗后治
愈，２６例（３７．１％）经过 ２次治疗后治愈，２３例
（３２．９％）经过 ３次治疗后治愈，好转 ３例（４．３％）。
随着治疗次数增加，疗效逐渐增强。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部分出现局部水肿、红斑，轻微瘙痒与刺痛感，但均

可自行缓解。并可继续接受治疗。

３　讨论
　　痤疮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疾病，多数学者认为其
发病与痤疮杆菌过度增殖、皮脂分泌增多及过度的炎

症等有关［３］。痤疮丙酸杆菌可以产生内源性卟啉，主

要是粪卟啉Ⅲ和粪卟啉Ⅳ参与和维持痤疮丙酸杆菌正
常代谢活动有关。在可见光的作用下，卟啉被活化，形

成单线态氧和自由基，导致痤疮丙酸杆菌失活，可直接

损伤皮脂腺，抑制皮脂腺生成，通过作用于角质形成细

胞减少毛囊阻塞，而达到治愈［４］。光 （下转第１０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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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抗 Ｃ１ｑ抗体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及狼疮肾炎的关系
李就鸿，张军，黄佩珍，蒋莹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清抗Ｃ１ｑ抗体（Ｃ１ｑＡｂ）与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疾病活动、狼疮肾炎（ＬＮ）的关系。方法　应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６０例ＳＬＥ患者（Ａ组），４０例非ＳＬ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Ｂ组），４０例非ＬＮ肾脏
疾病患者（Ｃ组），３０例健康对照者（Ｄ组）的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结果　①Ａ组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 Ｃ组患者
（Ｐ＜０．０５），Ｃ组患者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Ｂ组（Ｐ＜０．０５），Ｂ组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 Ｄ组（Ｐ＜０．０５）。
②活动期ＳＬＥ患者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稳定期ＳＬＥ患者（Ｐ＜０．０５）。③ＬＮ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非 ＬＮ
的ＳＬＥ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可作为判断ＳＬＥ患者病情活动情况、并发ＬＮ与否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抗Ｃ１ｑ抗体；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肾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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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ＬＥ是一种累及多器官、多系统的弥漫性结缔组
织病，它通过自身免疫介导，并且以免疫性炎症为突出

表现，其主要临床特征就是患者血清中出现多种以抗

体抗体（ＡＮＡ）为代表的自身抗体［１］。在 ＳＬＥ治疗过
程中，判断患者病情活动还是稳定，是否并发 ＬＮ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自身抗体对 ＳＬＥ的发生、发展
具有“功不可没”的作用，因此ＳＬＥ患者体内的某些自
身抗体可能就具有上述两种功能。本研究即分析了血

清Ｃ１ｑＡｂ与ＳＬＥ患者疾病活动、并发ＬＮ之间的关系，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共选取了１７０例研究对象，分
为Ａ、Ｂ、Ｃ、Ｄ等４组。Ａ组（ｎ＝６０）为ＳＬＥ患者，均符
合ＳＬＥ的诊断标准［２］。Ｂ组（ｎ＝４０）为非ＳＬＥ的自身
免疫性疾病患者，且均不具有明确的肾脏损害表现，包

括类风湿性关节炎１５例，干燥综合症１２例，混合性结
缔组织病 ６例，强直性脊柱炎 ４例，系统性血管炎 ２
例，硬皮病１例。Ｃ组（ｎ＝４０）为非 ＳＬＥ肾脏疾病患
者，包括糖尿病肾病１３例，高血压肾病９例，慢性肾小
球肾炎１４例，急性肾小球肾炎１例，肾病综合征３例。
Ｄ组（ｎ＝３０）为健康对照者。４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包
括性别构成、年龄等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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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上述所有研究对
象的血清Ｃ１ｑＡｂ，具体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多个样本均数
间的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多个样本比较的Ｋｒｕｓ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Ｎｅｍｅｎｙｉ法检验；两个样
本均数间的比较采用成组设计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４组研究对象之间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的比较　Ａ
组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 Ｃ组患者（Ｐ＜
０．０５），Ｃ组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 Ｂ组（Ｐ＜
０．０５），Ｂ组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 Ｄ组（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４组研究对象之间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的比较

组别 ｎ 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ｘ±ｓ，Ｕ／ｍｌ）

Ａ组 ６０ ８４．８±４２．３
Ｂ组 ４０ ２８．９±２０．３
Ｃ组 ４０ ５０．８±４３．５
Ｄ组 ３０ １７．４±１０．２

２．２　活动期与稳定期ＳＬＥ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的比
较　采用ＳＬＥＤＡＩ评分标准［３］对患者病情给予评分，

ＳＬＥＤＡＩ评分≥１０分为活动期 ＳＬＥ，ＳＬＥＤＡＩ评分 ＜１０
分为稳定期 ＳＬＥ。活动期 ＳＬＥ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
显著高于稳定期ＳＬＥ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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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活动期与稳定期ＳＬＥ患者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的比较

组别 ｎ 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ｘ±ｓ，Ｕ／ｍｌ）

活动期ＳＬＥ患者 １９ １０９．３±４９．３
稳定期ＳＬＥ患者 ４１ ７３．４±３７．２

２．３　ＬＮ患者与非ＬＮ的ＳＬＥ患者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的
比较　当 ＳＬＥ患者出现持续性蛋白尿（＞５００ｍｇ／ｄ）
或多次尿蛋白≥ ＋＋＋，和（或）患者出现细胞管型
（红细胞管型、血红蛋白管型、颗粒管型、混合管型）尿

时，可临床诊断为 ＬＮ［４］。ＬＮ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显
著高于非ＬＮ的ＳＬＥ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
３。

表３　ＬＮ患者与非ＬＮ的ＳＬＥ患者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的比较

组别 ｎ 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ｘ±ｓ，Ｕ／ｍｌ）

ＬＮ患者 ２７ １０８．５±５９．８
非ＬＮ的ＳＬＥ患者 ３３ ６５．４±２８．７

３　讨论
　　至目前为止，ＳＬＥ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细胞凋亡异常可能在 ＳＬＥ患者的发病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５］。在正常生理情况下，细胞凋亡后形成凋

亡小体，它能保持膜的完整性，从而阻止自身免疫反应

的产生。但是在 ＳＬＥ患者体内，细胞凋亡产物如
ＤＮＡ、核小体、核糖体 ＲＮＰ等成为自身免疫反应的靶
抗原，它们可以诱发自身免疫反应的产生。

当ＳＬＥ患者体内的自身抗原与自身抗体结合形
成免疫复合物后，补体系统缺陷在推进疾病进展方面

又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６］。补体系统是指存在于人与脊

椎动物血清、组织液、细胞膜表面的一组与免疫有关的

经活化后具有酶活性的蛋白质。在正常生理情况下，

补体系统对清除体内循环免疫复合物、细胞凋亡产生

的自身抗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补体系统缺陷患

者的体内，机体免疫系统对凋亡碎片识别不足，不能及

时将它们及时清理，结果导致大量自身抗体的产生。

尽管绝大多数ＳＬＥ患者不存在原发性补体系统缺陷，
但是他们在病情活动后常可发生继发性低补体血症。

由上可知，继发性低补体血症可以促进自身抗体的产

生，从而使患者病情处于恶性循环状态。通过对 ＳＬＥ
患者合并继发性低补体血症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发

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身抗原与自身抗体形成

免疫复合物，后者激活补体系统，通过间接作用使补体

消耗增多；另一方面，ＳＬＥ患者体内可以产生抗补体的
自身抗体，抗补体的自身抗体可与相应的补体结合，通

过直接作用使患者体内的补体水平下降［７－８］。基于补

体系统缺陷在推进 ＳＬＥ疾病进展方面的作用、ＳＬＥ患

者体内可以产生抗补体抗体这两点，我们有理由认为

ＳＬＥ患者体内的抗补体抗体可能与患者疾病活动有着
一定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关系得到了证实，

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均认为 Ｃ１ｑＡｂ在 ＳＬＥ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９－１０］。

在本研究中，我们对不同研究对象的血清 Ｃ１ｑＡｂ
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ＳＬＥ患者体内的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非
ＬＮ的其他肾脏疾病患者、健康对照者（Ｐ＜０．０５）。此
外，我们还对不同类型ＳＬＥ患者的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进
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活动期ＳＬＥ患者血清Ｃ１ｑＡｂ水平
显著高于稳定期 ＳＬＥ患者（Ｐ＜０．０５）；ＬＮ患者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显著高于非 ＬＮ的 ＳＬＥ患者。由此可见，
血清 Ｃ１ｑＡｂ水平与 ＳＬＥ患者的病情活动情况、并发
ＬＮ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我们还发现各组间血
清Ｃ１ｑＡｂ水平的差异比较大，如果通过受试者工作特
征（ＲＯＣ）曲线建立ｃｕｔｏｆｆ值，血清Ｃ１ｑＡｂ可作为判断
ＳＬＥ患者病情活动情况、并发ＬＮ与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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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刘军强．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炎临床与病理分析［Ｊ］．医药论坛杂

志，２０１１，３２（１３）：１１４１１５．

［５］　周培娟，路永红．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进展［Ｊ］．中国皮肤性病

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３（６）：３７９３８１．

［６］　ＭｅｖｏｒａｃｈＤ．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ｄｙｉｎｇ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

ｓｕ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１ｑ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２０１０，

１５（９）：１１１４１１２３．

［７］　王广州，祝伟，马素丽．泼尼松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骨吸收功能

的影响［Ｊ］．实用全科医学，２００８，６（６）：５５６５５７．

［８］　刘谓，邵凤民，朱清，等．血清补体 Ｈ因子在狼疮性肾炎患者中水

平及临床意义［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８）：７５６

７５８．

［９］　赵宏丽，李桂珍，赵俊芳，等．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４种尿微量蛋

白检测结果分析［Ｊ］．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６（２）：１７０

１７２．

［１０］　谢长好，王元元，陈静，等．外周血 ＣＤ１９＋Ｂ细胞 ＰＤＬ１的表达

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相关性分析［Ｊ］．中国免疫学杂志，

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６１１６４，１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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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类风湿关节炎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细胞表达的变化及意义
武加标，任敏，汤丽，李雪飞，顾巧英，戚传平，肖菁，赵东宝

【摘　要】　目的　探讨类风湿关节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Ａ）活动期患者外周血细胞表面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
（ｌｏｗ／－）调节性Ｔ细胞数量的变化。方法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３２名ＲＡ患者，１４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ｏｓｉｓｏｆ
ｋｎｅｅ，ＯＡ）患者和１３名正常人外周血细胞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调节性Ｔ细胞的百分比，并统计分析其数量
变化与有关临床和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ＲＡ患者外周血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调节性 Ｔ细胞在
ＣＤ４Ｔ细胞中的百分率（４．８２±０．４９）均显著低于ＯＡ组（６．５４±０．４５）和组对照（７．０５±０．６２）（Ｐ＜０．０５），且与ＲＡ活动
指数ＤＡＳ２８呈负相关（Ｐ＜０．０５）。结论　ＲＡ患者外周血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调节性 Ｔ细胞数量显著降
低，提示该细胞亚群可能在调节ＲＡ疾病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也可以作为监测ＲＡ疾病活动一个重要指标。
【关键词】　类风湿关节炎；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调节性Ｔ细胞；流式细胞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９３．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４１０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ＷＵＪｉａｂｉａｏ，ＲＥＮＭｉｎ，ＴＡ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Ｗｕｊ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１３００２，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
（Ｔｒｅｇ）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Ｒ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ｅｒｉｎ３２Ｒ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ａｃ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１４Ｏ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１３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
－）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ｉｎＲ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ａｃ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４．８２±０．４９）％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７．０５±０．６２）％ （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ｅｌｌｓｉｎＯ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６．５４±０．４５）％，ｗｉｔｈ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Ｒ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ａｃｔｉｖｅｐｈａｓｅｗａｓ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Ｓ２８（Ｐ＜０．０５）ｉｎＲ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ｉ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Ａ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ａｎｓｅｒｖｅａｓ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ｎｅ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类风湿关节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Ａ）是以对称
性多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进行性风湿病，既

往研究发现ＲＡ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异常
显著可导致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功能紊乱［１］，然其

发病机理至今尚不清楚，其中调节性Ｔ细胞（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ｇ）的数量的变化和功能的异常可能起重要
作用。Ｔｒｅｇ是晚近几年来发现的一类具有免疫调节功
能的细胞，它在维持自身免疫耐受、调整炎症反应和维

持免疫自稳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免疫稳态的破坏是

自身免疫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 Ｔｒｅｇ
在风湿病致病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２］。

Ｔｒｅｇ的是维持免疫耐受的关键性调节器。对于检
测和界定 Ｔｒｅｇ的表面标记报道不一，大多数基于
ＣＤ４，ＣＤ２５和ＦｏｘＰ３的表达定义Ｔｒｅｇ细胞。近年有报
道ＣＤ１２７（ＩＬ７受体）在外周血 ＣＤ４＋Ｔ细胞的一个亚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科技支撑计划（ＷＳ２０１１０１８）
作者单位：２１３００２江苏省常州市，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风湿科（武加

标，任敏，汤丽，李雪飞，顾巧英，戚传平，肖菁）；２０００００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风湿免疫科（赵东宝）

通讯作者：任敏，电子信箱：ｍｉｎｒｅｎ２０１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群中表达下调。经证实这些细胞 ＦｏｘＰ３阳性，且这群
细胞包括那些 ＣＤ２５弱阳性或阴性群体。联合使用
ＣＤ４、ＣＤ２５和 ＣＤ１２７可得到高纯度的调节性 Ｔ细胞，
通过 ＣＤ４和 ＣＤ１２７表达来区分的细胞数量（包括
ＣＤ２５＋ＣＤ４＋和 ＣＤ２５－ＣＤ４＋）是通过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区
分的调节性Ｔ细胞亚群的３倍。由于流式细胞仪检测
无需破膜且富集纯化Ｔ细胞数量高，故用 ＣＤ１２７可作
为人调节性 Ｔ细胞的标志物［３］，我们选取 ＣＤ４＋

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作为调节性 Ｔ细胞。本研究用流
式细胞术检测活动期 ＲＡ患者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
ＣＤ１２７（ｌｏｗ／－）调节性 Ｔ细胞百分比，并与正常对照
进行比较，同时分析ＲＡ患者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
百分比与有关临床和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分组　①患者组：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８月
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的ＲＡ患者３２
例，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Ｒｈｅｕ
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ＡＣＲ）分类标准，并除外其他风湿性疾病和合
并肿瘤等其他慢性疾病，其中男性１例，女性３１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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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３２～６６岁。②选取同时期住院的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１４例患者列为疾病对照组，其中男性２名，女性１２
名，年龄４２～６７岁。其诊断标准符合１９９０年 ＡＣＲ分
类标准：临床表现，膝关节疼痛加下列４条中２～３条
以上：关节活动时有骨摩擦音；晨僵小于３０ｍｉｎ，年龄
大于３８岁；检查时有骨性肥大，Ｘ线表现骨赘形成。
③正常对照组：选取本院健康职工１３例，其中男性２
名，女性１１名；年龄３６～５６岁，３组别和年龄均具可比
性。

１．１．２　ＲＡ病情活动性评价和ＲＡ的影像学评估　①
采用 ＤＡＳ２８（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２８）判断疾病活动
程度，以ＤＡＳ２８＞３．２以上为疾病活动度的纳入研究
对象，同时检测ＥＳＲ、ＣＲＰ、ＲＦ、抗 ＣＣＰ抗体，摄双手腕
关节Ｘ线；②选取修改的 Ｓｈａｒｐ评分系统评估 ＲＡ的
影像学分级，即分析评分１０个掌指关节，８个近端指
间关节和１０个跖趾关节的骨侵蚀和关节间隙狭窄，以
及２个拇指指间关节的骨侵蚀，并分析每块腕骨的６
个区域的骨侵蚀及６个其他区域的关节间隙狭窄。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主要仪器和试剂　流式细胞仪（美国 ＢＤ公
司）；主要试剂：ＦＡＣＳＬｙｓ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溶血剂、ＭｏｕｓｅＡｎ
ｔｉＨｕｍａｎＣＤ４ＰＥＣｙＴＭ５单克隆抗体、ＭｏｕｓｅＡｎｔｉＨｕ
ｍａｎＣＤ２５ＰＥ单克隆抗体、ＭｏｕｓｅＡｎｔｉＨｕｍａｎＣＤ１２７
ＦＩＴＣ单克隆抗体（均由苏州跃亚公司提供）。
１．２．２　实验步骤　抽取患者和正常人肘静脉血２ｍｌ
于ＥＤＴＡ抗凝管中，加１０μｌ相应的抗体，５０μｌ类风湿
关节炎患者和５０μｌ健康对照组全血，混匀，室温避光
孵育１５ｍｉｎ后，加２ｍｌ溶血剂，混匀后放置１２ｍｉｎ，
１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ＰＢＳ洗２次弃上清，１００
μｌＰＢＳ上流式细胞仪检测。分析其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２５
（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占 ＣＤ４＋Ｔ细胞百分
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采
用方差分析和ｑ检验及直线相关分析。以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中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
胞占 ＣＤ４＋Ｔ细胞比例比较　ＲＡ组患者外周血中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在 ＣＤ４＋Ｔ
细胞中的百分率（４．８２±０．４９）％，均明显低于 ＯＡ组
的（６．５４±０．４５）％和对照组的（７．０５±０．６２）％。而
且活动期 ＲＡ患者组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
－）Ｔｒｅｇ细胞比例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患者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百分率与
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ＲＡ组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

（ｌｏｗ／－）百分率与ＤＡＳ２８呈负相关（ｒ＝－０．５３１，Ｐ＜
０．０１），而与 ＲＦ、抗 ＣＣＰ、ＥＳＲ、修改的 Ｓｈａｒｐ评分并无
相关性。

表１　３组的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细胞占ＣＤ４＋Ｔ细胞比例比较（ｎ，ｘ±ｓ）

组别 ｎ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阳性率

ＲＡ活动组 ３２ ４．８２±０．４９

ＯＡ组 １４ ６．５４±０．４５

正常对照组 １３ ７．０５±０．６２
Ｆ值 １１１．１９
Ｐ值 ＜０．０５
ＭＳ组内 ０．２６２

　　注：ｑ检验：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ＲＡ是以Ｔｈ１细胞为主导致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

疫性疾病，尤其是ＣＤ４＋Ｔ细胞在ＲＡ发病中起重要作
用。支持的观点为ＲＡ滑膜组织中大量存在Ｔ细胞来
源的多种细胞因子，浸润滑膜的细胞４０％为 Ｔ细胞；
靶向Ｔ细胞治疗使得 ＲＡ临床表现得以改善［４］。然

而，Ｔ细胞参与免疫反应和组织破坏尚有其他细胞参
与相互作用，其中 Ｔｒｅｇ细胞因具有抑制免疫，调节免
疫耐受的作用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它包括 ＣＤ４＋

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ｈ１７在内的不同细胞亚群。
实验发现在诱导关节炎前后的鼠模型中剔除

ＣＤ２５＋Ｔ细胞导致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增强和关节炎
的加剧，相反，转染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可降低
疾病的严重程度，提示调节性 Ｔ细胞可能在关节炎早
期阶段有潜在的治疗应用［５］。

前已述及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的阳
性率或细胞数最能准确代表调节性 Ｔ细胞，本研究表
明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的调节性 Ｔ细胞
的百分比较ＯＡ组和正常对照组减少，表达率降低，与
国外研究的结果一致［６８］。ＬａｗｓｏｎＣＡ等［９］发现早期

未接受过治疗的活动性 ＲＡ患者外周血中 ＣＤ４＋

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的比例较正常人有所下降，本实
验研究的结果推测可能原因如下：一是 Ｔｒｅｇ的表达降
低提示对疾病的病情有抑制作用，在抑制炎性反应方

面功能下降；二是纳入研究ＲＡ患者并非初诊病人，在
应用慢作用抗风湿类药物（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ｔｉｒｈｅｕ
ｍａ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ＤＭＡＲＤｓ）药物和激素后均会对 Ｔ细胞调
节表达有影响；三是 ＲＡ炎症活动时，多种细胞因子
ＩＬ１、ＴＮＦα表达增高，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Ｘ等［１０］可研究表明

ＴＮＦα可抑制自然产生的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
的数量和功能，并可通过抑制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Ｔｒｅｇｓ活性
来调节自身免疫。

本研究还发现部分高度活动的 ＲＡ患者调节性 Ｔ
细胞比率降低尤其明显，推测可能是病情活动的 ＲＡ
患者炎症指标较高，调节性 Ｔ细胞从外周血中优势归
巢迁移到ＲＡ滑膜中，继而在滑膜内扩增，导致调节性
Ｔ细胞的重新分配。关于 ＲＡ患者外周血 ＣＤ４＋

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的数量也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
但一些学者证明外周血Ｔｒｅｇ细胞是却是增加的［１１１３］，

·２４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与本研究的结果矛盾部分在于使用了不同的实验方法

来分析调节性Ｔ细胞群的表达，部分在于应用了不同
的细胞群界定调节性 Ｔ细胞。如有学者把 ＣＤ２５ｈｉｇｈ
细胞圈定为调节性 Ｔ细胞，而另一些人则将整个
ＣＤ２５＋Ｔ细胞群纳入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一致的证
据表明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 Ｔ细胞在 ＲＡ关节液中的
表达比对应的患者外周血高。

本实验表明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ＣＤ１２７（ｌｏｗ／－）的
百分率与ＤＡＳ２８呈负相关，提示调节性Ｔ细胞表达下
降，抑制炎症反应功能减弱，炎症使 ＲＡ病情持续活
动。

综上所述，活动期 ＲＡ患者 ＣＤ４＋ＣＤ２５（ｈｉｇｈ）
ＣＤ１２７（ｌｏｗ／－）Ｔｒｅｇ数量及其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提
示调节性Ｔ细胞的数量减少不足以抑制 ＲＡ持续发作
的炎症反应。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增加调节性 Ｔ
细胞数量的治疗方法是否会对 ＲＡ治疗有效，在疾病
的过程中炎性细胞因子和调节性Ｔ细胞如何发挥作用
和确切功能尚待进一步探讨。

（志谢：感谢安徽省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李柏青

教授在流式试验方面的指导以及对本文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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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母婴同室新生儿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对策
刘云，马福莲，朴桂顺

【摘　要】　目的　分析母婴同室的新生儿医院感染危险因素，探讨降低其医院感染发生率的对策。方法　采用回顾性
调查方法，对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母婴同室新生儿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其医院
感染的特点、危险因素。结果　母婴同室新生儿医院感染发生率为 １．２４％，其中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感染发生率依次为
３．１７％、１．７６％、０．７４％、０．４６％、０．２８％；感染部位以呼吸道居首，占４９．２５％，其次为胃肠道感染、皮肤及脐部感染；感染
的病原菌以表皮葡萄球菌为主，占２４．２４％，其次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等，占１８．１８％、１６．６７％；危险因素与新生
儿自身易感、母婴同室环境、医疗护理操作、产妇及新生儿用具、医务人员的手等有关。结论　加强母婴同室新生儿医院
感染管理和消毒隔离制度，是预防控制母婴同室新生儿医院感染的关键。

【关键词】　母婴同室；新生儿；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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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婴同室是一个特殊的空间，新生儿因其免疫系
统功能发育不完善，抵抗力低下，对外界适应能力弱，

容易引起医院感染［１］。为了解母婴同室新生儿感染的

特点及相关因素，探讨降低母婴同室新生儿感染发生

率的有效对策，现对我院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住院分娩的新生儿发生医院感染的６７例新生儿进行
回顾性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院产
科共出生且住院母婴同室新生儿５３７８例，其中剖宫产
３０６７例，阴道分娩２３１１例。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对发生院内感
染的６７例新生儿填写统一的医院感染病例登记表，根
据病史资料、病原体检验结果等进行分析。

１．３　诊断标准　按卫生部２００１年颁布的《医院感染
诊断标准》进行判定。

２　结果
２．１　医院感染发生率　５３７８例新生儿中有６７例发
生感染，医院感染发生率为１２４％。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出

作者单位：１５７００９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感染
管理科

通讯作者：刘云，电子信箱：ｆｓｅｙｇｒｋ＠１６３．ｃｏｍ

生新生儿数分别为９７６例、１０７８例、１１９８例、１０６９例、
１０５７例。发生医院感染例数分别为 ３１例、１９例、９
例、５例、３例。医院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３１７％、
１７６％、０７４％、０４６％、０２８％。母婴同室的新生儿
医院感染发生率从３１７％下降到了０２８％。
２．２　医院感染发生部位　母婴同室新生儿医院感染
发生部位以呼吸道感染为主，３３例，占４９２５％；其他
依次为胃肠道感染８例，占１１９４％；皮肤感染７例，占
１０４５％；脐部感染７例，占１０４５％；眼部感染６例，占
８９６％；口腔感染４例，占５９７％；其他部位感染２例，
占２９８％。
２．３　医院感染的病原菌　６７例医院感染的新生儿
中，除１例鹅口疮未送检外，其余的６６例均送检，送检
率为９８５１％。除１例消化道感染未检出病原体外，
其余均检出病原体。感染病例病原体构成比为表皮葡

萄球菌 １６例，占 ２４２４％；肺炎克雷伯菌 １２例，占
１８１８％；大肠埃希菌１１例，占１６６７％；金黄色葡萄球
菌１０例，占１５１５％；铜绿假单胞菌７例，占１０６０％；
变形菌属５例，占７５７％；真菌３例，占４５４％；其他
病原菌感染２例，占３０３％。

３　讨论
３．１　母婴同室新生儿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３．１．１　新生儿医院感染的内在因素　（下转第１０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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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两种方法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疗效研究
张宇

【摘　要】　目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比较腹腔镜与传统开腹修补术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临床实际疗效。方法　
本文选取了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２００８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间入院治疗的７１例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患者为研究对
象，针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对实施不同治疗方法后的相关临床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　两组患者
实施不同手术后，腹腔镜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短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腔镜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少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

腔镜组患者的胃肠道功能恢复早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腔镜组患者的住院时间短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腔镜组患者的切

口感染率低于传统开腹组患者，且组间比较，Ｐ均＜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修补术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
穿孔的临床实践过程中，采用腹腔镜技术的临床效果显著。

【关键词】　腹腔镜；传统开腹修补术；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疗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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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研究报道结果显示［１］：在修补术治疗胃十二

指肠溃疡穿孔的临床实践过程中，采用腹腔镜技术和

传统开腹修补术均能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鉴于此，

为了进一步探讨比较腹腔镜与传统开腹修补术治疗胃

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临床实际疗效，本文选取了我院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２月间入院治疗的７１例胃十二
指肠溃疡穿孔患者为研究对象，针对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对实施不同治疗方法后的相关临

床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现将相关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文所选取的７１例胃十二指肠溃疡
穿孔患者中，男性４２例，女性２９例，年龄１９～７８岁，
患者的平均年龄为４７１３岁。患者的穿孔时间为２～
２２ｈ，平均穿孔实际为 ８５６ｈ，穿孔直径 ５～１０ｍｍ。
根据实施补术治疗的方法不同，将患者分成了腹腔镜

组（３５例患者）和传统开腹组（３６例患者）。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术前均常规放置胃管、留置导
尿、气管插管下全麻。开腹组用传统术式修补溃疡穿

孔，腔镜组患者取头高足低位，左倾３０°，常规在脐下
缘取１０ｃｍ弧形切口，建立气腹作为观察孔，剑突下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５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医院外科

取１０ｍｍ切口为主操作孔，右锁骨中线肋缘下取５ｍｍ
切口为副操作孔，平脐右腋前线５ｍｍ作为第二副操
作孔。探查腹腔内情况，先用吸引器吸净腹腔脓液、渗

液、胃内容物，找到穿孔处，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不做活

检，胃穿孔患者做病理活检。两组术后均予以抗感染、

制酸、禁食、营养支持等对症处理［２－３］。

１．３　观察指标　针对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手术的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和

切口感染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
包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进行 ｔ检
验，计量资料组间进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手术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手
术后，腹腔镜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短于传统开腹组患者，

腹腔镜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少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

腔镜组患者的胃肠道功能恢复早于传统开腹组患者，

且组间比较，Ｐ均＜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
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手术后住院时间和切口感染
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手术后，腹腔镜组患者
的住院时间短于传统开腹组患者，且组（下转第１０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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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自体骨粉及耳后肌骨膜瓣在开放式中耳手术中的应用
齐少恒，陶祥明，褚莉萍

【摘　要】　目的　探讨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手术中应用自体骨粉及耳后肌骨膜瓣缩小根治腔对开放式鼓室成形术疗效
的影响。方法　总结分析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７月间５６例患者，术中应用自体肌骨膜瓣及自体骨皮质骨粉及纤维蛋
白凝血酶粘合剂充填上鼓室、乳突尖和术腔凹凸不平骨坑，骨粉表面覆盖筋膜，粘合剂固定，分别于术后３个月、６个月
观察乳突腔缩小、干耳时间及术腔上皮化情况。结果　全部患者切口均Ｉ期愈合，乳突腔明显缩小，听力明显提高，干耳
时间４～９周，平均为６周，干耳率９４．６４％（５３／５６）。结论　病灶清除不彻底，术腔难于清理是乳突根治手术失败的主
要原因。乳突腔彻底开放，轮廓化，应用自体骨粉及耳后肌骨膜瓣缩小根治腔并同期行耳甲腔成形术及鼓室成形术，能

够使术腔上皮化迅速，干耳快，并发症少，是开放式鼓室成形术切实可行的方法。

【关键词】　中耳炎；自体骨粉；肌骨膜瓣；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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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是耳鼻咽喉科的常见病，其主
要表现为患耳反复流脓及听力下降，如并发胆脂瘤及

肉芽，常会破坏周围骨质而引起颅内、外并发症，对患

者生命构成威胁。手术治疗作为慢性中耳炎的主要治

疗手段，大大减少了其颅内、外并发症的发生。目前主

要分为完璧式鼓室成形术及开放式鼓室成形术［１］。完

璧式鼓室成形术保留了耳部的解剖结构及生理特性，

但手术难度大，复发率高，成人高达 ３６％，儿童高达
６７％，部分患者只能行开放式鼓室成形术［２］。开放式

手术具有视野好，操作方便，病灶清除彻底等优点。但

此手术术后留下一个较大的根治腔，容易造成干痂堆

积，头痛、头晕等不适，影响患者生活。我科近年来用

自体骨粉及耳后肌骨膜瓣填塞根治腔，缩小乳突腔的

体积，同时行耳甲腔成形术，扩大外耳道开口［３］，临床

效果较好，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自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７月在
开放式鼓室成形术中采用自体乳突皮质骨粉及耳后肌

骨膜瓣进行修复者５６例，其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３２例，
年龄１６～７１岁，病程２～３５年。均有耳内流脓及听力
下降病史，部分患者伴有眩晕、耳鸣等症状。术前均行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通讯作者：齐少恒，电子信箱：ｑｓｈｅｎｔ＠１６３．ｃｏｍ

血常规、出凝血时间、肝肾功能及听力学检查，排除凝

血机制异常及其它全身疾患，了解术前听力情况。对

耳道及鼓室内有脓液者行脓培养及药敏试验，以指导

术前及术后用药。所有患者术前均作中耳 ＣＴ检查，
可见鼓室、鼓窦及乳突内有软组织影，部分患者周围骨

质及听骨链有不同程度的腐损、破坏。同时根据 ＣＴ
片对患者的脑板、乙状窦、颈静脉球、面神经管，半规管

等结构进行初步了解。所有患者术前均作出明确诊断

并在术后得以确认。术后 １月 ～３年内进行定期随
访。

１２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下进行，常规耳后
切口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电刀分离至外耳道口。做

蒂连耳廓的矩形肌骨膜瓣，分离外耳道后壁、下壁及上

壁皮肤至鼓环处。平外耳道口切开外耳道后、下及上

壁皮肤。离鼓环 ２ｍｍ处平行于第一切口做第二切
口，并于外耳道前上壁交界处连接第一及第二切口，做

一蒂连前下的门形外耳道皮瓣。小心分离并将该皮瓣

压向前下，予以保护。取颞肌筋膜压平备用。大号切

割转磨除乳突外骨皮质并收集备用，助手持注射器少

量滴水以保持骨粉湿度并避免其过多流失。收集过程

中如出现鼓窦或乳突区黏膜应停止收集。行乳突轮廓

化，磨除乳突、鼓窦内气房及上鼓室外侧壁，断桥并磨

低面神经嵴，术前明确或手术时发现有可疑瘘管者，应

将该处病变留至手术最后进行［４］。小心分离鼓膜并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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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下，术中应注意保护鼓索神经，如影响手术操作则

予以切除。显微镜下小心去除听骨链周围病变组织，

保留听骨链的完整性。如发现听骨链腐损、中断，则予

以取出。消除管上气房，小心去除上鼓室内病变组织，

术中应注意对面神经的保护。清理镫骨板周围特别是

其上缘病变时，动作要格外轻柔，我们的经验是平行于

面神经的方向小心刮除，避免上下刮除伤及面神经而

致面瘫的发生。同时手术器械不可用力探压在镫骨头

上，以免镫骨底板落入前庭池导致患者全聋。磨除鼓

环，清除中下鼓室内病变组织及肉芽。观察卵圆窗及

圆窗的活动情况。清除咽鼓管周围病变并确保其通

畅。术中如发现听骨链中断，则同期行听骨链重建术。

如非胆脂瘤型病变，可取砧骨，显微镜下磨除其长脚，

并将短脚磨成臼状套在镫骨头上，另一端隔一耳甲腔

软骨与鼓膜移植物相连。去除鼓膜穿孔周围黏膜，制

造新鲜创面，取备用之颞肌筋膜修复鼓膜，筋膜的另一

端则覆盖在上鼓室、鼓窦及部分乳突腔的骨粉上。明

胶海绵球妥善固定筋膜。将矩形肌骨膜瓣从中间剪为

蒂连前方的上下两半，分别填于乳突腔，外覆筋膜，将

门形外耳道皮瓣复位并压在筋膜上，外置明胶海绵球。

行耳甲腔成形术，沿耳道口中点向后全层切开耳甲腔，

去除切口上下部分软骨，使耳甲腔成为半圆形或扇形

的上下两半予以缝合固定。术腔内金霉素眼膏纱条予

以填塞。术后７ｄ拆线，１２ｄ去除纱条，２周后门诊随
访时去除明胶海绵球。

２　结果
　　所有５６例患者术后均一周拆线，切口均一期愈
合。术后 １０～１２ｄ取出耳内金霉素眼膏纱条，术后
１５～１８ｄ取出耳内明胶海绵球。５１例患者术腔上皮
化好，无痂皮堆积，鼓膜形态良好。２例患者出院后仍
有少量流脓，定期门诊清理干痂、局部给药后获得干

耳。３例患者出院后鼓膜再次穿孔，经再次住院手术
治愈。术后６个月复查纯音听力测试，并与术前进行
比较，听力均有不同程度提高，０．５ｋＨｚ、１ｋＨｚ、２ｋＨｚ
气骨导差平均减为１０ｄＢ，气导听阈平均提高１５ｄＢ左
右。术后干耳时间４～９周，平均为６周，较我科既往
不用骨粉及肌骨膜瓣填塞的平均８周缩短２周。

３　讨论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特别是胆脂瘤型中耳炎是耳
鼻喉科的常见病，临床主要表现为患耳反复流脓、鼓膜

穿孔及听力下降，部分患者甚至引起颅内外并发症而

危及生命。传统的乳突根治术主要以彻底清除病灶及

预防并发症为主。术后往往造成患者听力下降甚至丧

失，影响患者日常生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发

展，人们的观念不仅仅停留在彻底清除病灶及预防并

发症的基本要求上，保留和提高患者的听力，甚至保持

耳部的基本生理形态［５］，也日益成为人们普遍的追求。

随着耳显微外科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这一要求正在逐

步得以实现。完壁式鼓室成形术经乳突开放鼓窦、面

神经隐窝及上、中、下鼓室，清除了中耳内病变，而且基

本保留了耳部的基本生理形态，且不会留有开放的根

治术腔，无需定期门诊清理，但复发率较高，有２９％ ～
５０％的患者不能行此手术。且该手术相对复杂，视野
小，操作相对困难等，低年资医生或相对经验不足的医

生容易伤及面神经及耳内其他结构，导致并发症的发

生，故不被基层医院广泛青睐。开放式鼓室成形术磨

除了外耳道后壁，乳突轮廓化时消除了中耳全部气房，

彻底地清除了病灶，而且保留了中耳的传音结构，术后

复发率、特别是胆脂瘤的复发率较低［６］。术后患者听

力改善，基本不影响日常生活。而且术腔宽敞，易于观

察及清理。故开放式鼓室成形术应用相对较广。但此

手术术后遗留了一个较大的根治腔和浅的新鼓室，往

往造成患者头痛、头晕、眩晕等，即所谓“根治腔病”。

部分患者因术腔过大而留有死角，不利于术后换药。

如有痂皮堆积，则造成感染及流脓，导致复发。且大的

根治腔和小的外耳道口改变了术腔的通气量和通气面

积的正常比例关系。根治腔越大，所需空气流量也越

大，上述比例关系的失衡常导致耳部通气不足、术腔潮

湿而不易干耳，部分患者甚至有复发及并发症的可能。

我科复发的３例患者，均因上述原因造成。为了避免
上述情况的再次发生，我科采用骨粉及耳后肌骨膜瓣

缩小术腔，并同时行耳甲腔成形扩大外耳道口的方法，

维持着术腔通气流量及通道面积的正常比例关系，避

免及减少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回顾我科５６例手术患者，均采用耳后肌骨膜瓣及
骨粉填塞术腔。我们的经验是在皮瓣的制作过程中，

蒂部相对要宽，以保证足够的血供，从而保证筋膜的活

力。且蒂连耳廓，离乳突腔近，便于利用，修薄延长之

后可以覆盖整个术腔，利用肌骨膜瓣丰富的血液供应

及骨粉无回缩的特点，保证了术腔填塞的稳定性，所有

患者术后随访时均见乳突腔光滑、圆钝，无死角，便于

窥视［７］。缩小根治腔的填塞材料很多，有自体软骨、肌

肉、筋膜、生物材料等，均因自身的缺点而不能广泛应

用，自体骨粉填塞不仅具有取材简单、方便易行、不被

自体排斥等特点，而且具有重塑性强、无回缩性等优

点。它缩小了根治术腔，缩短了干耳时间。利用骨粉

重建上鼓室外侧壁［８］，增加了新鼓室的容积，有效地防

止了鼓膜的内陷［９］，并且增加了鼓膜的有效振动，从而

保持和提高了患者的听力。通过上述缩小根治腔的方

法，在术后随访过程中，均见其鼓膜形态良好，根治腔

光滑圆钝，且在深部近鼓膜区有一个短的“外耳道”样

结构，更加地接近外耳及中耳的解剖结构及生理特点。

同时为了解决术后外耳道口过小不利于术后换气及术

后换药的特点，我们同期行耳甲腔成形术，术中根据术

腔的大小切除相应的耳甲腔软骨，尤其是后上、后下方

的软骨，有效地扩大外耳道口，使其底部平整，便于引

流［１０］，同时增加了术腔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面积，

既利于干耳，又有利于术后随访。愈合后术腔酷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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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联合脑血疏口服液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观察
牛庆东，王雪梅，叶平平，康均，李立

【摘　要】　目的　探讨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联合脑血疏口服液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常规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的４０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为对照组，同期采用常规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加脑
血疏口服液进行治疗的４６例患者为观察组，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２周、４周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 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进
行评估及比较。结果　治疗后２周及４周观察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轻型率高于对照组，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７５分比例也高于对
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联合脑血疏口服液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较佳，
可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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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脑出血是高血压的严重并发症，其多发病
急骤，是导致中老年患者的致死性疾病，对于本病的治

疗为清除血肿、降低颅内压及改善由于出血导致的神

功功能受损的情况［１］，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是临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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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受认可的微创治疗方法［２］。本文中我们即就颅内血

肿微创清除术联合脑血疏口服液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

疗效进行观察，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于
本院进行常规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治疗的４０例高血

耳道，增加了术腔的自洁能力。

通过上述研究表明，开放式鼓室成形术中，运用自

体骨粉及肌骨膜瓣缩小根治腔，并同时行耳甲腔成形

术，不仅使术后患者的外耳及中耳接近于正常人的解

剖结构及生理形态，而且提高了患者的听力，同时缩短

了患者干耳的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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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脑出血患者为对照组，同期采用常规微创颅内血肿

清除术加脑血疏口服液进行治疗的４６例患者为观察
组。对照组的４０例患者中，男性２５例，女性１５例，年
龄３７～７９岁，平均年龄（５７．５±４．４）岁，出血量１５～
７９ｍｌ，平均（３２．６±１．８）ｍｌ，出血部位：基底节出血３２
例，其他部位出血８例。观察组的４６例患者中，男性
２９例，女性１７例，年龄３６～８０岁，平均年龄（５７．７±
４．３）岁，出血量１５～８０ｍｌ，平均（３２．８±１．７）ｍｌ，出血
部位：基底节出血３７例，其他部位出血９例。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出血量及出血部位构成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进
行治疗，采用 ＹＬ１型颅内血肿粉碎穿刺针进行治疗，
在进行穿刺后，再进行冲洗及引流，术后第２天再进行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调整引流管的位置。观察组则采

用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联合脑血疏口服液进行治疗，

手术方法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在此基础上给予脑

血疏口服液１０ｍｌ／次，３次／ｄ，连续应用３０ｄ。后将两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２周、４周的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及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进行评估及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①根据第四届全国脑血管会议通过
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

（１９９５年）对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进行评估，本标
准共包括对患者８个大方面的评估，８个方面的总分
范围为０～４５分，其中０～１５分为轻型，１６～３０分为中
型，３１～４５分为重型［３］。②患者的生存能力采用 Ｂａｒ
ｔｈａｌ指数进行评估，本评分标准包括对患者１０个方面
的评估，１０个方面总分范围为０～１００分，其中０～４５
分为完全依赖与重度依赖，５０～７０分为中度依赖，
７５～１００分为轻度依赖及独立［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的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
行处理，其中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而计数资料则进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中轻型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２周及４周观察组轻
型率均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轻型 中型 重型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６（１５．００） ２１（５２．５０） １３（３２．５０）
治疗后２周 ２０（５０．００） １２（３０．００） ８（２０．００）
治疗后４周 ２４（６０．００） １０（２５．００） ６（１５．００）

观察组 ４６ 治疗前 ７（１５．２２） ２４（５２．１７） １５（３２．６１）
治疗后２周 ３０（６５．２２） １０（２１．７４） ６（１３．０４）
治疗后４周 ３４（７３．９１） ９（１９．５７） ３（６．５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评估结果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中 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７５分比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２周及４周观察组
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７５分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治疗前后的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评估结果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７５～１００分 ５０～７０分 ０～４５分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４（１０．００） １９（４７．５０） １７（４２．５０）
治疗后２周 １８（４５．００） １２（３０．００） １０（２５．００）
治疗后４周 ２３（５７．５０） １３（３２．５０） ４（１０．００）

观察组 ４６ 治疗前 ５（１０．８７） ２２（４７．８３） １９（４１．３０）
治疗后２周 ２９（６３．０４） １３（２８．２６） ４（８．７０）
治疗后４周 ３３（７１．７４） １１（２３．９１） ２（４．３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发病急骤，且致死率和致残率均较

高，加之近些年来随着高血压发病率的升高，本病的发

病率也随之呈现升高的趋势，是严重影响到中老年高

血压患者生命安全的疾病之一。临床中对于本病的治

疗主要为早期清除血肿及减小疾病对神经功能状态造

成的不良影响等。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是近些年来发

展起来的微创手术方法，其通过微创穿刺的方式将血

肿进行抽吸及冲洗，从而达到尽早且微创清除血肿及

降低颅内压，并改善由于血肿压迫导致的神经功能受

损的状态［５６］。脑血疏口服液是临床中具有较佳的益

气、活血及化瘀等功效的中成药之一，其对于舌强语

蹇，偏身麻木，气短乏力，舌暗苔薄白或白腻，脉沉细或

细数等均具有较佳的功效，在脑出血急性期用药可促

进血肿的尽快吸收［７］，另外，其还可有效减轻脑水肿，

对于神经元也有较佳的保护作用［８］，因此对于高血压

脑出血的治疗具有较佳的针对性。

本研究对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联合脑血疏口服液

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进行观察，发现其较仅进行

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治疗的患者表现出更好的改善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及Ｂａｒｔｈａｌ指数的效果，且这种疗效呈
现持续改善的状态，分析原因，我们认为这些均与脑血

疏口服液更为有效地抗氧化及活血化瘀的作用有

关［９１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术联

合脑血疏口服液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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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变迁
刘玉岭，张会平，丁真，宋红岩，史广鸿

【摘　要】　目的　通过分析鲍曼不动杆菌（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ｍｉｉ．Ａｂ）感染现状及耐药性变迁，为临床治疗鲍曼不动
杆菌感染提供帮助。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宿州市立医院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常规方法进行细菌培养，
用法国梅里埃公司ＶＩＴＥＫ３２全自动细菌鉴定与药敏系统检测耐药性，采用ｗｈｏｎｅｔ５．３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结果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该院共分离鲍曼不动杆菌４５８株，分离率逐年上升，多重耐药和泛耐药菌株日益增多。２０１１年分离的鲍
曼不动杆菌菌株除对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为３６．０％外，对其他抗菌药物耐药率均 ＞７０．０％，头孢哌酮／舒巴坦可作
为该院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治疗首选用药。结论　鲍曼不动杆菌分离率逐年上升，耐药性逐渐增强，需引起临床关注。动
态监测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变迁，参照药敏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重视多重耐药菌的预防隔离，控制医院感染暴发流

行。

【关键词】　鲍曼不动杆菌；抗菌药物；耐药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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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曼不动杆菌（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Ａｂ）已成
为２１世纪临床重要致病菌。鲍曼不动杆菌基因组研
究发现其具有快速获得和传播耐药性的能力，多重耐

药、泛耐药、全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已呈世界性流行，成

为全球抗感染领域的挑战，更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超

级细菌”［１］。鲍曼不动杆菌为条件致病菌，广泛分布

于医院环境，具有多种耐药机制，是医院感染的重要致

病菌［２］。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机制复杂，具有强大的获

得外源性耐药基因的能力，可通过质粒、转座子和整合

子等可移动遗传元件获得对多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多重耐药［３］，临床治疗困难，住院

时间延长，住院费用增加，病死率高［４］。为更好了解鲍

曼不动杆菌近几年发生情况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现将我院６年来鲍曼不动杆菌检出和耐药情况进行分
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细菌来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我院送检各类标本
（痰、尿、血液、分泌物等），按相应的标本培养操作标

准进行培养，共分离鲍曼不动杆菌４５８株。
１．２　细菌鉴定与药敏试验　法国梅里埃公司的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感染管理科
通讯作者：刘玉岭，电子信箱：ｌｉｕ．ｙｕ．ｌ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ＶＩＴＥＫ３２全自动细菌鉴定与药敏系统检测其耐药性。
用美国菌种保藏中心（ＡＴＣＣ）标准菌株大肠埃希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和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对药
敏试验进行质控监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ｗｈｏｎｅｔ５．３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学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标本种类和构成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我院共分离
鲍曼不动杆菌４５８株，其中痰标本４１７株，占９１．０％；
血标本１９株，占４．１％；尿标本７株，占１．５％；分泌物
标本６株，占２．３％；脑脊液标本４株，占０．９％；其他
标本５株，占１．１％。
２．２　菌株分离情况　２００６年分离出鲍曼不动杆菌株
６株，占当年细菌分离总株数的５．０％；２００７年分离出
鲍曼不动杆菌株 １１株，占当年细菌分离总株数的
６．９％；２００８年分离出鲍曼不动杆菌株６９株，占当年
细菌分离总株数的９．１％；２００９年分离出鲍曼不动杆
菌株７４株，占当年细菌分离总株数的１２．３％；２０１０年
分离出鲍曼不动杆菌株９０株，占当年细菌分离总株数
的１８．８％；２０１１年分离出鲍曼不动杆菌株２０８株，占
当年细菌分离总株数的２７．３％。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鲍曼
不动杆菌均为当年细菌分离株数排名第１位的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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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药敏结果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鲍曼不动杆菌对临床
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情况见表１。

３　讨论
　　医院感染的病原菌中鲍曼不动杆菌占非常重要的
地位［５］。随着不动杆菌属感染发病率和病死率的增

加，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现象普遍，多重耐药菌及泛耐药

菌呈逐年上升趋势［６］。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我院鲍曼不动
杆菌分离率上升趋势明显，从５％上升至２７．３％，成为

分离率最高的细菌。我院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９１％
来自痰标本，这与下呼吸道标本占临床标本的比例大

有直接关系。本次调查显示，鲍曼不动杆菌对几类常

用抗菌药物有较高耐药性，２０１１年对头孢哌酮／舒巴
坦的耐药率最低，为３６．０％，对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
率均在７０％以上，这与高扬等［７］的报道有相似之处。

头孢哌酮／舒巴坦可作为我院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治疗
首选用药。

表１　某院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

年份 ｎ 氨苄西林 头孢唑啉 头孢他啶 亚胺培南 氨曲南 环丙沙星 庆大霉素 丁胺卡那霉素

２００６年 ６ ８３．３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６．７ ５０．０ ３３．３ ６６．６ ３３．３
２００７年 １１ ８１．８ ７２．７ ６３．６ １８．２ ７２．７ ７２．７ ８１．８ ３６．４
２００８年 ６９ １００．０ ９８．６ ８４．１ ７２．５ ５６．５ ８４．１ ８５．５ ２９．０
２００９年 ７４ ９８．１ ８１．５ ８５．２ ７７．８ ８３．３ ７５．９ ８７．０ ４０．５
２０１０年 ９０ ９８．９ ９６．７ ７０．０ ７４．４ ７７．８ ７７．８ ８４．４ ５２．２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８ ９９．５ ８９．９ ７０．２ ７０．２ ９０．９ ８７．０ ８６．１ ７６．９
χ２值 １６．６９ ３７．８７ ８．５１ ５３．７５ ４０．１８ ６０．１５ １０．５３ １４８．４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年份 ｎ 妥布霉素 呋喃妥因 复方新诺明 氨苄西林舒巴坦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左旋氧氟沙星 头孢吡肟 头孢哌酮舒巴坦

２００６年 ６ ６６．６ ６６．６ ５０．０ ５０．０ ３３．３ １６．７ ３３．３ １６．７
２００７年 １１ ８１．８ ６３．６ ６３．６ ６３．６ ３６．４ １８．２ ４５．５ １８．２
２００８年 ６９ ８５．５ ９７．１ ５８．０ ８８．４ ７８．３ ８２．６ ５０．７ ２１．７
２００９年 ７４ ７４．１ ７５．９ ７２．２ ７５．９ ５９．３ ８５．２ ８７．０ ２１．６
２０１０年 ９０ ６８．９ ９７．８ ７４．４ ８４．４ ６８．９ ６８．９ ８３．３ ２５．６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８ ７６．９ ９９．５ ８８．０ ８１．７ ７２．１ ８５．６ ８９．９ ３６．０
χ２值 ２．６２ ４０．１０ ３５．２９ ２２．３４ ３０．２０ ９４．９９ ６７．７２ ９．６０
Ｐ值 ＜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χ２和Ｐ值为２００６与２０１１年耐药率比较结果。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机制复杂，通过产生碳青霉烯
酶、不同基因盒的整合子和使外膜孔蛋白通道缺失等

过程，共同介导多重耐药或泛耐药［８］。临床药物选择

性压力使其耐药率逐年增长，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对耐

药性发展的控制至关重要［９］。治疗多重耐药鲍曼不动

杆菌感染，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性较高的抗

菌药物，必要时联合用药。头孢哌酮／舒巴坦目前已成
为治疗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一线药物［１０］。

细菌耐药性产生后并非一定稳固，停用抗菌药物

一段时间后，敏感性又逐渐恢复。文献显示随着用药

频度下降，不动杆菌属耐药率出现下降趋势［１１］。根据

细菌耐药性变迁实行抗菌药物“轮休”，减少或不使用

耐药的抗生素，取消抗生素选择性压力，耐药菌株所占

比例会下降，甚至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对防止耐药性有

一定作用。为此必须严格掌握用药适应证，密切监测

细菌耐药状况及变化趋势，根据药敏试验使用抗菌药

物，控制细菌耐药性增加，预防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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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梁若玲，王丽萍，马俊

【摘　要】　目的　对上消化道出血老年患者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医院感染发生率。方
法　选择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因上消化道出血来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老年患者共２５０例，感染组８８例，
非感染组１６２例。分析医院感染与性别、年龄、住院天数、ＥＣＯＧ评分、基础疾病、贫血程度、抗生素联合应用及侵入性操
作的相关性。结果　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医院感染与性别、年龄、住院天数、ＥＣＯＧ评分、基础疾病、贫血程度、抗生素联
合应用及侵入性操作相关。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后发现，医院感染与年龄、住院天数、ＥＣＯＧ评分、抗生素联合
应用及侵入性操作有关。结论　医院感染与年龄、住院天数、ＥＣＯＧ评分、抗生素联合应用及侵入性操作有关。应该采
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干预，减少其医院感染发病率，促进老年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康复。

【关键词】　消化道出血；医院感染；危险因素；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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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消化道出血在消化科急症中较常见［１］。老年上

消化道出血的患者由于抵抗力低下，较容易感染，特别

是合并有慢性疾病及并发症，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更

容易感染，且治疗较困难，病死率高［２］。本研究通过回

顾性分析来我院治疗的上消化道出血老年患者，分析

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

减少其医院感染发病率。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６月
１日因上消化道出血来我科住院治疗的老年患者共
２５０例。其中男 １５０例，女 １００例；年龄范围 ５８～９０
岁，平均为（７０．１±８．８）岁。按照卫生部医政司医院
感染控制小组制定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及《医院感染

学》中的诊断标准［３］，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感染组８８
例，非感染组１６２例。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采集病例，制
定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ＥＣＯＧ体力状况评分、
感染前住院时间、是否院内感染及感染部位，基础疾病

如糖尿病、恶性肿瘤、心功能不全、脑血管病后遗症、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侵袭性操作如导尿、深静脉置管、

作者单位：５２８０００广东省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梁若玲，电子信箱：ｚｓｙ８６１２２＠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胃管插管等，抗生素抗感染治疗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录入Ｅｘｃｅｌ文档，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
进行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进行 χ２检验，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单因素及多元回归分析医院感染各种因素的
相关性。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医院感染相关因素的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各变量赋值见表１。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
析医院感染与性别、年龄、住院天数、ＥＣＯＧ评分、基础
疾病、贫血程度、抗生素联合应用及侵入性操作相关，

见表２。
表１　各变量赋值表

变量 内容 赋值

Ｙ（因变量） 是否为医院感染 是＝１，否＝０
Ｘ１ 性别 男＝１，女＝０
Ｘ２ 年龄 具体年数

Ｘ３ 住院天数（感染前） 具体天数

Ｘ４ ＥＣＯＧ体力状况评分 具体ＥＣＯＧ分值
Ｘ５ 基础疾病情况 有＝１，无＝０
Ｘ６ 贫血程度 具体数值

Ｘ７ 抗生素联合应用 １种＝１，２种＝２，３种以上＝３
Ｘ８ 侵入性操作 有＝１，无＝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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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医院感染相关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医院感染与年龄、住院天数、ＥＣＯＧ评
分、抗生素联合应用及侵入性操作有关，见表３。

表２　医院感染相关因素的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影响因素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８．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２．０３１ １．２１１－３．３９８
年龄 ５．５３０ ０．０１９ ３．５９４ １．２３１－１０．４０９
住院天数 ５．２３２ ０．０２２ ２．３０４ １．１２５－４．８０１
ＥＣＯＧ评分 ９．３４１ ０．００２ ５．０８４ １．７９１－１４．３９７
基础疾病 ８．５５６ ０．００３ ２．０２８ １．３０６－４．０１１
贫血程度 ５．２９９ ０．０２１ ２．５１１ １．１４１－５．４８７
抗生素联合应用 ４．１２９ ０．０４２ ２．２００ １．０２０－４．５７７
侵入性操作 ６．１８５ ０．０１３ ６．９８６ １．５０８－３０．７６５

表３　医院感染相关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影响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０ ２．５１０ ０．０１２ １．２８１ １．０１６－４．８５３
住院天数 ０．６７０ ０．３３５ ３．９９２ ０．０４６ １．９５２ １．０１１－３．７５９
ＥＣＯＧ评分 １．１８０ ０．５８５ ４．０６９ ０．０４４ ３．２５４ １．０３０－９．５９４
抗生素联合应用 ０．８１６ ０．２９８ ７．４８０ ０．００６ ２．２６２ １．２５８－４．０４９
侵入性操作 １．７１２ ０．５６４ ９．２１７ ０．００２ ５．５３８ １．８３１－１５．８９６

３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增速，老年上消化道出血
的发生率也呈现了逐渐上升的趋势。该疾病具有发病

急、进展快、病死率高等特征，当出现医院感染时，病情

将继续加重，将严重威胁着老年患者的生命健康，增加

了患者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因此，研究老年上消

化道出血患者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进而采取必要的

措施进行干预，对减少其医院感染发病率、促进老年患

者尽快康复都有重要意义。

多项研究表明，年龄是导致医院感染的重要因

素［４］。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出现衰退，各

器官功能出现退行性变化，机体对外界不利因素的抵

御与免疫能力低下，当出现某些应激事件时，抵抗力进

一步下降，自身体内的条件致病菌即开始大量繁殖引

起感染发生，在医院治疗的患者医院感染率也将明显

增加［５］。

许鹏等［６］研究发现住院时间延长也是发生医院感

染的危险因素。另有资料显示，住院时间与感染率成

正比，原因是由于住院时间越长，患者相互交叉感染的

几率增加，或由于时间越长，接触病原菌的机会越大，

且抗感染时间相应延长，也增加了医院感染的几率［７］。

本研究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住院天数与医院
感染相关（ＯＲ＝１．９５２），这与相关研究结果相似。

有研究认为体力状况评分也与医院感染相关。季

红莉等对老年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ＥＣＯＧ评分与医院感染
相关（ＯＲ＝１０．１４４，Ｐ＝０．０１４）［８］。体力状况评分主要
考虑患者的肢体活动及生活自理情况，长期慢性疾病

卧床的患者，体力状况评分较高，容易导致医院感染。

侵入性操作与医院感染密切相关。留置尿管及动

静脉深静脉置管等侵入性操作，细菌附着于导管上，引

起逆行感染［９］。老年患者治疗过程中常需要进行多项

侵入性操作检查及治疗，如胃肠镜、胃管插管、导尿管

导尿、深静脉穿刺等，当患者自身抵抗力下降或无菌操

作不严格，均可导致医院感染。

研究发现，抗菌药物使用种类多，时间长，尤其是

广谱抗菌药物，可明显增加医院感染发生率，甚至出现

深部真菌及条件致病菌大量繁殖生长［１０］。本研究也

同样发现，抗生素联合应用是导致医院感染的因素

（ＯＲ＝２．２６２）。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干预：对

老年患者，应加强营养支持，增强自身抵抗力；加强治

疗与护理，病房应严格消毒，减少交叉感染，缩短治疗

时间；重视被动与主动锻炼，进行体力状况评分评估，

进行主动干预，降低评分，降低医院感染；进行侵入性

操作时应动作轻柔，防止机械性损伤患者组织器官引

起感染；应严格按照抗生素使用规范，合理应用抗生

素，降低医院感染。

总之，研究发现，医院感染与年龄、住院天数、

ＥＣＯＧ评分、抗生素联合应用及侵入性操作有关。我
们对上消化道出血的老年患者，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进行干预，减少其医院感染发病率，促进老年患者尽快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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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血必净注射液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疗效观察
朱克东

【摘　要】　目的　观察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早期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２００７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收治的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ＡＰ）病例３７例，分为实验组（２０例）和对照组（１７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实验组加用血
必净注射液。观察两组患者腹痛、腹胀缓解时间；入院后第０，１，３，７天的白细胞计数、血淀粉酶变化。结果　实验组腹
痛、腹胀缓解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Ｐ＜０．０５）。实验组治疗后第３，７天后白细胞计数、血淀粉酶水平明显下降，较对
照组有改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血必净在ＳＡＰ早期应用有很好的临床疗效，促进患者症状、体征
的恢复，能减少并发症，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　重症急性胰腺炎；血必净注射液；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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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ａｍｙｌａｓｅａｔ３，７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Ｘｕｅｂｉｊｉｎ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ＳＡＰａｔ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Ｉｔ
ｃａ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Ｘｕｅｂｉｊｉｎ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急性胰腺炎（ＡＰ）是多种病因导致胰酶激活，作用
于胰腺组织后产生的局部炎性反应，由激活的胰酶及

继而产生的炎性介质波及全身组织器官，伴或不伴其

他器官功能改变。２０％～３０％可发展为重症急性胰腺
炎（ＳＡＰ）［１］，ＳＡＰ可导致严重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ＳＩＲＳ）、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ＳＡＰ临床表
现凶险，病情复杂，进展快，并发症多，预后差，病死率

高，因而注重早期治疗。本研究应用血必净联合奥曲

肽治疗 ＳＡＰ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取得很好疗效
并探讨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收集我科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资料完整的 ＳＡＰ患者３７例，其中男性２２例，
女性１５例，年龄２５～７２岁；胆源性１４例（３８％），高脂
血症５例（１３％），酒精性１０例（２７％），暴饮暴食５例
（１４％），不明原因３例（８％）；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
（２０例）和对照组（１７例）。
１２　诊断标准　采用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制定
的《重症急性胰腺炎内科规范治疗建议》诊断标准［２］，

根据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确诊为急性

胰腺炎，且至少应该满足以下３项中的２项：①上腹疼
痛、血清淀粉酶水平升高３倍以上；②Ｘ线断层成像
（ＣＴ）或磁共振（ＭＲ）有急性胰腺炎的变化，同时有胰
周广泛渗出和（或）胰腺坏死、和（或）胰腺脓肿等改

变；③器官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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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禁食、胃肠减压、吸氧、抗
生素控制感染、抑酸、抑制胰液分泌（奥曲肽）、解痉止

痛、大量补液、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等治疗；

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成药血必净注

射液（天津红日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４００３）
１００ｍｌ＋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１００ｍｌ，静脉滴注，每天２
次，连用７ｄ。
１４　疗效标准　参照１９９３年国家卫生部发布的《中
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制定的疗效判断标准。痊愈：３
ｄ内症状、体征缓解，７ｄ内消失，血尿淀粉酶恢复正
常；显效：７ｄ内症状、体征显著好转，血尿淀粉酶恢复
正常；有效：７ｄ内症状、体征减轻，血尿淀粉酶有下降
趋势；无效：７ｄ内症状、体征未减轻或恶化，血尿淀粉
酶未降低。总有效＝痊愈＋显效＋有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１。治疗
组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２０ １０ ５ ４ １ ９５＃

对照组 １７ ７ ３ ３ ４ ７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改善时 （下转第１０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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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有上消化道症状患儿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研究
颜薇，张运群，王雪梅

【摘　要】　目的　对有上消化道症状的患儿进行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研究。方法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因上消
化道症状来院治疗的患儿共３４８例分为：Ａ组（＜６岁）４１例，Ｂ组（６～９岁）１０１例，Ｃ组（９～１２岁）１１５例，Ｄ组（＞１２
岁）９１例。所有患者均行电子胃镜检查，并取活检行细菌培养及病理切片。结果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率为５２．６％。Ｈ．ｐｙｌｏｒｉ
阳性组炎性活动性发生率高于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３．０１３，Ｐ＝０．０００）。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炎症活
动程度集中在轻、中度，而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组则主要集中在轻度。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胃黏膜炎症以中度为主，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组
胃黏膜炎症以轻、中度为主。结论　儿童时期是Ｈ．ｐｙｌｏｒｉ的易感期，应尽早诊断和治疗儿童Ｈ．ｐｙｌｏｒｉ感染。
【关键词】　幽门螺杆菌；感染；儿童；黏膜；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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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ｅｉｎｔｈｅＨ．ｐｙｌｏｒｉ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ｗａｓｔｈ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ｐｅｒｉｏｄｔｏＨ．ｐｙｌｏｒｉ，ａｎｄｉｔｎｅｅｄｅｄ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Ｈ．ｐｙｌｏｒ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Ｍｕｃｏｓａ；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自幽门螺杆菌（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Ｈ．ｐｙｌｏｒｉ）与儿
童及成年人的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黏膜相关性淋

巴组织淋巴瘤及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１］。本研究对有

上消化道症状的患儿进行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研究，

为临床中儿童消化道疾病的诊治提供理论指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７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期间因
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等上消化道症状来我院治疗的患

儿共３４８例，其中男２０１例，女１４７例，年龄范围３～１６
岁，平均为（８．２±３．５）岁。根据年龄分为４组：Ａ组
（＜６岁）４１例，Ｂ组（６～９岁）１０１例，Ｃ组（９～１２岁）
１１５例，Ｄ组（＞１２岁）９１例。
１．２　诊断方法　采用电子胃镜检查，取胃窦黏膜活检
组织２块，参照全国小儿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镜诊
断标准［２］，将胃黏膜病变分为三度。轻度：炎症细胞浸

润较轻，局限在为黏膜层上１／３；中度：炎症细胞累及
胃黏膜的１／３～２／３；重度：胃黏膜变性坏死，胃小凹扩
张，变长变深，炎症细胞浸润超过胃黏膜２／３以上，可
见淋巴滤泡形成。

炎症活动性诊断标准：轻度：黏膜固有膜中仅少量

中性粒细胞浸润；中度：黏膜层可见较多中性粒细胞浸

润，并可浸及在上皮细胞间；重度：中性粒细胞分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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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除重度所示之外，另可出现胃小凹脓肿。

１．３　幽门螺杆菌诊断标准　满足以下两者中任一条
件：胃窦黏膜组织切片染色见到大量幽门螺杆菌；胃黏

膜Ｈ．ｐｙｌｏｒｉ细菌培养阳性［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进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
用百分数表示，进行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有上消化道症状患儿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率分析　有
上消化道症状患儿３４８例，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率为５２．６％
（１８３／３４８）。其中Ａ组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率为３６．６％（１５／
４１），Ｂ组为 ４６．５％（４７／１０１），Ｃ组为 ５６．５％（６５／
１１５），Ｄ组为６１．５％（５６／９１）。４组患儿随着年龄的增
加，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率逐渐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９．３３３，Ｐ＝０．０２５）。
２．２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与阴性组的炎症活动性比较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患儿炎性活动性发生率为 ６７．８％。Ｈ．
ｐｙｌｏｒｉ阴性患儿炎性活动性发生率为１３．９％。Ｈ．ｐｙｌｏ
ｒｉ阳性组和 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组比较，炎性活动性发生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３．０１３，Ｐ＝０．０００），各
年龄组之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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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与阴性组的炎症活动性程度比
较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炎症活动程度集中在轻、中度，Ｈ．
ｐｙｌｏｒｉ阴性组则主要集中在轻度。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与
阴性组的炎症活动程度上，轻、中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１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与阴性组的炎症活动性比较（％）

组别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

例数 活动

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
例数 活动

χ２值 Ｐ值

Ａ组 １５ １０（６６．７） ２６ ３（１１．５） １０．９２６ ０．００１
Ｂ组 ４７ ３３（７０．２） ５４ ６（１１．１） ３７．０３０ ０．０００
Ｃ组 ６５ ４３（６６．２） ５０ ７（１４．０） ３１．２８０ ０．０００
Ｄ组 ５６ ３８（６７．９） ３５ ７（２０．０） １９．７３４ 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８３ １２４（６７．８） １６５ ２３（１３．９） １０３．０１３ ０．０００

表２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与阴性组的炎症活动性程度比较（％）

炎症活动程度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１２４） 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２３） χ２值 Ｐ值

轻度 ５７（４６．０） １９（８２．６） １０．４３１ ０．００１
中度 ６５（５２．４） ４（１７．４） ９．５５８ ０．００２
重度 ２（１．６） ０ － １．０００
χ２值 ８５．３７９ ３９．２６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　Ｈ．ｐｙｌｏｒｉ感染与胃黏膜炎症的关系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
性组胃黏膜炎症分别为：轻度占 ９．３％，中度占
８５．８％，重度占 ４．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４０．７２１，Ｐ＝０．０００），以中度为主；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组胃
黏膜炎症分别为：轻度占５１．５％，中度占４７．９％，重度
为０．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１９．７８２，Ｐ＝
０．０００），以轻、中度为主。

３　讨论
　　大量的研究均表明：Ｈ．ｐｙｌｏｒｉ是导致儿童、成年慢
性胃炎、胃溃疡的最主要因素，还与胃癌及胃黏膜相关

淋巴组织（ＭＡＬＴ）淋巴瘤的发生发展相关［３］。我国是

感染Ｈ．ｐｙｌｏｒｉ较高的国家之一，据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的一
项流行病学调查统计，我国 Ｈ．ｐｙｌｏｒｉ的感染率为
４０％～９０％，平均为５９％［４］。

儿童是感染Ｈ．ｐｙｌｏｒｉ的高危人群，大多数成年感
染者源自童年时期的 Ｈ．ｐｙｌｏｒｉ感染。因地区的差异，
儿童感染率亦不相同。查健忠等对上海地区的２１６１
例有上消化道症状的儿童进行检测，Ｈ．ｐｙｌｏｒｉ的感染
率为２８．１４％［５］。俞亚娣对浙江绍兴地区的３０１例儿
童进行测定，该地区儿童 Ｈ．ｐｙｌｏｒｉ的感染率为
３３．６％［６］。本研究有上消化道症状患儿３４８例，Ｈ．ｐｙ
ｌｏｒｉ阳性率为５２．６％（１８３／３４８），高于其他相关报道。
同时本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Ｈ．ｐｙｌｏｒｉ的感染率
随之增加，这考虑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接触外界的机

会增多，因而感染的几率就会增高，导致感染率增大。

Ｈｐ感染与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密切相关。储波等

发现Ｈｐ感染儿童的胃窦黏膜炎症程度较未感染儿童
炎症程度明显加重［７］。刘文莉等报道活动性炎症发生

率为４７．８％［８］。本研究 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患儿炎性活动
性发生率为６７．８％，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患儿炎性活动性发
生率为１３．９％。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组和 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组比
较，炎性活动性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Ｈ．ｐｙ
ｌｏｒｉ阳性组炎症活动程度集中在轻、中度，而 Ｈ．ｐｙｌｏｒｉ
阴性组则主要集中在轻度。这表明活动性病变与 Ｈ．
ｐｙｌｏｒｉ感染密切相关。

Ｈ．ｐｙｌｏｒｉ感染与胃黏膜慢性炎症也密切相关。李
志义等［９］报道成人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者胃黏膜炎症以重度
为主（６１．５％）。张冰峰等［１０］发现，Ｈｐ感染率越高，胃
黏膜炎症程度越重，胃黏膜炎症表现为中 －重度的患
儿，其 Ｈｐ感染率明显高于黏膜轻度炎症者（Ｐ＜
０．００１）。本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Ｈ．ｐｙｌｏｒｉ阳性患
儿胃黏膜炎症以中度为主，Ｈ．ｐｙｌｏｒｉ阴性组胃黏膜炎
症以轻度为主，这表明 Ｈ．ｐｙｌｏｒｉ感染可加重胃黏膜损
伤。

总之，儿童时期是Ｈ．ｐｙｌｏｒｉ的易感期，儿童期感染
Ｈ．ｐｙｌｏｒｉ后，若不根除性治疗，将可能逐步从慢性胃
炎、胃溃疡演变为胃癌。因此，尽早诊断和治疗儿童

Ｈ．ｐｙｌｏｒｉ感染，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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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热牙胶充填治疗慢性牙髓炎及根尖周炎的疗效分析
张东虎

【摘　要】　目的　观察热牙胶充填对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口腔科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７
月间收治的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患者２００例，随机分为治疗与对照组各１００例，治疗组采用热牙胶充填治疗，对照组采
用冷牙胶侧方加压充填联合洁刮术＋甲硝唑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 ＧＩ、ＳＢＩ、ＰＤ值均
较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上述指标下降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且治疗组治疗后ＩＬ１β值下降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总有
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热牙胶充填治疗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临床效果确切，并能降低牙龈指数、龈沟出
血指数和牙周袋深度，是治疗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热牙胶充填；甲硝唑；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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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ｔｇｕｔｔａｐｅｒｃｈａ；Ｍｅｔｒｏｎｉｄａｚｏｌ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ｕｌｐｉｔｉｓ；Ｐｅｒｉａｐ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ｉｔｉｓ

　　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是口腔科常见病、多发病。
根管充填是临床公认并疗效确切的治疗各种不可复性

牙髓病、根尖周病的理想方法［１］。随着根管充填材料

及技术的更新、改进，对根管尤其是对弯曲根管的清理

和成形更加趋于清洁和标准［２］。我科２０１０年１月 －
２０１２年７月间收治的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患者２００
例，分别采用热牙胶充填治疗及冷牙胶侧方加压充填

联合洁刮术＋甲硝唑治疗，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科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７月
间收治的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患者２００例，其中男性
１２４例，女性７６例，年龄２１～５６岁，平均（３４３±５９）
岁。入选标准：①根尖孔发育正常，前牙和前磨牙为
主；②患牙术前 Ｘ线检查无根管钙化，无严重牙周组
织病变；③患者术前检查无严重全身系统性疾病，可能
耐治疗，且口腔卫生良好。

１．２　治疗方法　将２００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
照组，治疗组１００例，采用热牙胶充填治疗，患牙施术
前均摄 Ｘ线片了解患牙情况，根管细小者采用

作者单位：０７５０００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眼科医院口腔科

Ｐｒｏｔａｐｅｒ镍钛机用器械冠向下法预备根管；根管粗大者
采用不锈钢 Ｋ锉逐步后退法预备根管。根管预备时
应尽量保持原有根管形态。依据说明书采用连续波热

牙胶根管充填技术完成根充，使用碧兰糊剂封闭根管。

对照组 １００例，采用冷牙胶侧方加压充填联合洁刮
术＋甲硝唑治疗治疗，按说明调好根管糊剂，根据主尖
直径选择适宜镍钛 Ｋ锉在根管壁涂封闭剂，选择标准
主牙胶尖按照工作长度，使其在根尖区有紧缩感，端蘸

少量封闭剂置入根管内上下提拉旋转达工作长度，使

用２５号或３５号侧方加压器侧方加压，进入根管深度
逐渐缩短，直至距离根管口２ｍｍ，接着使用垂直加压
器压紧根管口处牙胶。依据常规操作方法进行洁刮

术，在洁刮术的基础上加用甲硝唑棒（每１００ｇ含甲硝
唑２２ｇ）折成小段，用镊子塞入病变组织袋内。
１．３　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牙龈指数
（ＧＩ）、龈沟出血指数（ＳＢＩ）、牙周袋深度（ＰＤ）、白细胞
介素１β（ＩＬ１β）水平及治疗效果。疗效标准：①显效，
Ｘ线检查显著上根尖周组织正常，临床症状消失；②有
效，Ｘ线检查根尖周区缩小，症状、体征基本正常；③无
效，症状、体征无改善，Ｘ线检查根尖周病变无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数据用 ｔ检验，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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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ＩＬ１β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
治疗后 ＩＬ１β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治疗前后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白
细胞介素１β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１β水平比较（ｐｇ／μｌ）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１００ １８４．５±５１．４ １００．１±３２．３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８５．１±５０．６ １３３．２±５０．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 ＧＩ、ＰＤ、ＳＢＩ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ＧＩ、ＰＤ、ＳＢＩ值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治疗前后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 ＧＩ、ＰＤ、
ＳＢＩ值较对照组降低更为显著，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两组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患者治疗前后ＧＩ、ＰＤ、ＳＢＩ比较

组别 ｎ
ＧＩ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Ｄ
治疗前 治疗后

ＳＢＩ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１００ ２．５±０．３１．１±０．３ ６．２±０．７４．２±０．２ ３．１±０．２１．５±０．８
对照组 １００ ２．５±０．２１．５±０．５ ６．２±０．３５．４±０．６ ３．２±０．５２．１±０．１

２．３　疗效比较　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６％，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８２％，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两组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患者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１００ ８６（８６） １０（１０） ４（４） ９６

对照组 １００ ６８（６８） １４（１４） １８（１８） ８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临床较为常见，可致使牙周

组织结构破坏，牙周附着丧失，而引起牙齿松动、脱落。

其治疗原则是清除根管内的感染物质，促进牙髓、根尖

周病变愈合［３］。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发病时，微生物

及其代谢产物可通过根管和牙本质小管等侵入根尖周

组织造成感染。而严密的封闭根管系统可有效防止根

尖周组织感染，达到预防根尖周病变或促进根尖周病

变愈合的目的，在治疗过程中，严密的三维充填是治疗

成功的关键。另有研究报道，ＩＬβ为牙周炎发病的重
要活性物质，与活动性龈炎和附着丧失密切相关［４］。

目前治疗牙髓炎、根尖周炎临床较常采用的方法

仍为冷牙胶侧方加压技术，但该充填技术存在形变能

力及侧方加压强度差等缺点，充填后主副牙胶尖之间、

牙胶尖与根管壁存有间隙，增加充填后微渗漏发生

率［５］。热牙胶技术具有流动性好，易渗透入侧、副根

管、根管壁的牙本质小管及根管系统，根尖封闭性能较

好等优点。可先用适合的主牙胶尖置于根管，根尖封

闭准确，并通过加热装置对主牙胶尖进行冠根持续加

热、加压。本组资料中，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表明热牙胶技术既具备冷侧压法
控制主尖防止根尖超充的优点，又具备了热牙胶垂直

加压根管充填严密的优点，可明显提高治疗效果。

细胞因子是由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经刺激而合

成、分泌的一类生物活性物质，主要调节免疫应答及炎

性反应，刺激造血功能，并参与组织修复等［６］。有研

究［７］表明，细胞因子在牙周组织的破坏机制中起着重

要的免疫调节和直接介导作用。本组资料中治疗组治

疗后，ＩＬ１β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 ＧＩ、ＰＤ、ＳＢＩ值较对
照组治疗后降低显著（Ｐ＜００５），表明热牙胶技术治
疗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效果显著，且 ＩＬ１β水平在治
疗后显著下降，表明ＩＬ１β在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中
起免疫调节和直接介导作用，与文献报道相符［８－１０］。

本组资料表明，热牙胶充填治疗慢性牙髓炎、根尖

周炎，临床效果确切，并能降低牙龈指数、龈沟出血指

数和牙周袋深度，是治疗慢性牙髓炎、根尖周炎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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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改良 ＰＰＨ术治疗Ⅲ ～Ⅳ期混合痔的临床探讨
李巍，李季，夏群，刘士会

【摘　要】　目的　总结改良吻合器痔上黏膜环切术（ＰＰＨ）治疗Ⅲ～Ⅳ期混合痔的临床经验。方法　将９２例以便血及
便后肿物脱出为主要症状Ⅲ～Ⅳ期混合痔患者分为改良ＰＰＨ组４０例和传统ＰＰＨ组５２例，分别进行手术，对比分析手
术时间、切除直肠黏膜完整度、术中出血、痔核回缩、术后肛门疼痛、术后出血、住院时间。结果　两组相比较，改良 ＰＰＨ
组切除直肠黏膜完整度、术后出血、痔核回缩及复发率明显优于传统ＰＰＨ组（Ｐ＜００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疼痛、
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改良ＰＰＨ术治疗Ⅲ～Ⅳ期混合痔疗效更确切，并发症少，复发率低，患
者满意度高。

【关键词】　混合痔；改良ＰＰＨ术；临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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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ｘｅｄ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ＰＨ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痔上黏膜环切术（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ｈｅｍ
ｏｒｒｈｏｉｄｓ，ＰＰＨ）是意大利学者Ｌｏｎｇｏ在１９９８年依据Ｔｏ
ｍａｓ肛垫下移理论提出的一种利用肛肠吻合器环形切
除痔上黏膜来治疗脱垂性混合痔的手术方法［１］。这项

新技术在国内外广泛开展，取得了很好的疗效［２－３］，但

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我院自２００７年起对 ＰＰＨ手术操
作方法进行了改良和完善，选取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应用传统 ＰＰＨ法及改良 ＰＰＨ法治疗混合痔
９２例，随机分为两组进行对照比较，以评价改良 ＰＰＨ
手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０７年以来我院混合痔患
者９２例，全部为Ⅲ ～Ⅳ期的重度痔，随机分为改良组
和传统组。改良组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６例；病程２～２０
年，年龄２６～７８岁；静脉曲张性外痔伴混合痔１４例，
结缔组织外痔伴混合痔２６例，伴有肛裂５例。传统组
男性２９例，女性 ２３例；病程 ２～２３年，年龄 ２５～７５
岁；静脉曲张性外痔伴混合痔２０例，结缔组织外痔伴
混合痔３２例，伴有肛裂６例。所有患者均有便后肛门
肿物脱出、间歇便血、排便不尽感、里急后重、肛门坠

胀、肛门瘙痒、疼痛等症状，两组病例资料相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应用国产无锡市神康医疗器械有限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
通讯作者：李巍，电子信箱：４８６９３９９７＠ｑｑ．ｃｏｍ

公司生产的一次性管型肛肠吻合器，男性及肛门较窄

者用３２号吻合器，而女性及肛门松弛者用３４号吻合
器。

１．２．１　传统 ＰＰＨ组　术区常规消毒铺巾，用碘伏消
毒肛门内黏膜后应用肛管扩张器进行充分和适度扩肛

（避免用手指用力不均导致肛裂等）。用三把 Ａｌｉｓ钳
牵开肛缘，置入肛管扩张器，移去内栓并固定于３，６，
９，１２点位肛周皮肤上，然后再置入荷包缝合器，按中
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肛肠外科学组，关于《痔上粘膜环

形切除术（ＰＰＨ）暂行规范》［４］修订中规定的操作方法
进行手术。

１．２．２　改良ＰＰＨ组　主要改进了荷包缝合的操作步
骤，第一个荷包缝合遵循以下原则：依患者痔核分布及

痔核脱垂程度决定荷包缝合的高度、深度、密度及荷包

的缝合平面。依据痔核脱垂的严重程度，脱垂越严重，

缝线越尽量向下靠近齿状线，同时要避免损伤肛管，缝

线距离齿状线最少１０ｃｍ，通常在痔核旁一侧进针，
跨过痔核，在痔核的另一边出针。脱垂严重的地方，进

针的位置相对较低且深，脱垂少或无脱垂的地方，进针

的位置相对较高且浅。一般在齿状线上３ｃｍ处３点
位进针缝合一周后略过进针点出针，第二个荷包在第

一个荷包下方１０～１５ｃｍ左右，脱垂较重时荷包间
距可增大，使缝合的黏膜进入吻合器越多，从第一个荷

包缝合进针相对位置（即９点位）进针，在缝合第二个
荷包时遇到不对称性脱垂的混合痔，于齿状线上２ｃｍ
处做一圈荷包缝合并平行于齿状线。余下操作相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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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ＰＰＨ组。术后所有外痔均有不同程度向上提进
入肛管的趋势，同时外痔痔核体积较术前缩小，静脉曲

张性外痔及较小的结缔组织外痔可以完全缩进肛管。

而不能完全回缩的较大结缔组织外痔及肛裂部位，予

以楔形切除。

１．３　术后处理　患者术后需禁食２４ｈ，常规补液，保
持大便通畅，应用抗生素（左氧氟沙星或青霉素、甲硝

唑），３ｄ后停用，肛门部 ＰＰ粉坐浴２次／ｄ，术后２４ｈ
拔除肛门填塞的凡士林纱条，应用复方角菜酸酯栓纳

入肛门内，既能保护直肠黏膜，又能促进创面的愈合，

可应用到出院后１周，同时要保持大便通畅，术后随访
１２个月。

１．４　评估指标　包括手术时间、切除黏膜环的完整
度、术中出血、痔核回缩、术后疼痛、术后出血及住院时

间。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等计量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其他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效果比较　从表１可看出，改良 ＰＰＨ组切
除直肠黏膜完整度、术后出血、痔核回缩明显优于传统

ＰＰＨ组（Ｐ＜００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疼痛、住
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改良ＰＰＨ组与传统ＰＰＨ组效果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切除黏膜环完整度 术中出血 痔核回缩 术后疼痛 术后出血 住院时间（ｄ）

改良组 ４０ ２３．０±５．６ ３９ １０ ３９ １０ ０ ５．０±０．９
传统组 ５２ ２０．０±４．２ ４２ １２ ４１ １５ ７ ５．０±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复发率比较　从表２可看出，改良组到发稿
为止未见复发病例；而传统组有７例复发患者，３例为
较小的结缔组织外痔未萎缩同时痔核上提回缩不完

全，后再次行外痔切除。４例为内痔再次脱垂，４例患
者皆为Ⅳ期的重度脱垂痔。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表２　改良ＰＰＨ组与传统ＰＰＨ组的复发率比较

组别 ｎ 未复发例数 复发例数

改良组 ４０ ４０（１００．０） ０
传统组 ５２ ４５（８６．５） ７（１３．５）
Ｐ值 ＜０．０５

３　讨论
基于 Ｔｏｍａｓ肛垫下移学说，１９９８年意大利学者

Ｌｏｎｇｏ率先应用ＰＰＨ这项技术进行治疗，２０００年傅传
刚等［５］、姚礼庆等［６］开始在我国引用此技术。随着技

术的日渐成熟，其在临床上得到了更多外科医生的广

泛应用。其原理是：①保留肛垫及齿状线的完整，有效
地保护了肛垫的功能，使术后疼痛明显减轻。②痔脱
垂症状减轻甚至消失。③阻断了支配痔组织的血供，
控制出血症状。④部分残留的外痔术后可萎缩（ＰＰＨ
手术在环形切除直肠下端的黏膜和黏膜下层组织的同

时对远近端黏膜进行吻合，同时切断、结扎了直肠下

动、静脉的末端分支，即使未切除的痔核，由于供血量

减少，一般１５～２０ｄ后痔核逐渐萎缩）。
大多数混合痔的脱出程度是不一致的，以３，７，１１

点为主，脱出的混合痔的齿状线也是不在同一水平面

的，传统ＰＰＨ手术切除黏膜环完整度不均匀，痔核回
缩不完全造成早期 ＰＰＨ术后复发率较高。荷包缝合
技术是 ＰＰＨ手术操作的核心步骤，缝合技术的优劣直
接影响到ＰＰＨ手术的成败（切除黏膜环的完整度、痔
核回缩的效果、切除黏膜组织的多少和肛垫上提的效

果）。因为传统 ＰＰＨ手术中单荷包牵引线是不完全
的，牵引力是不均匀的，切除黏膜环也是经常不完整

的，即使是双荷包缝合，荷包之间也是相互平行的，切

除黏膜是均匀的，上提力也是均匀的，对严重脱垂的痔

核没有更多的向上悬吊，所以术后复发脱出的也就多，

这与本研究是一致的。本研究改良 ＰＰＨ术中第二个
荷包缝合是平行齿状线缝合的，同时依据每位患者的

痔核分布以及痔核脱垂程度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荷包缝

合的高度、深度、密度及荷包缝合的缝合平面，切除的

组织在脱垂严重的部位，牵拉上提黏膜组织就多，相应

切除的也就多，使脱垂严重的部位，上提幅度就大，手

术后脱出的肛垫能很好地回到原来正常的位置，齿状

线也就会在同一水平面上，很符合肛垫下移理论。通

过一年随访，改良组患者切除黏膜环完整度、术后出

血、痔核回缩明显优于传统组，复发率低，患者满意度

高，这与近期的相关研究［７－８］相一致。而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术后疼痛、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近年来随着ＰＰＨ手术的广泛在国内外开展，相应

的并发症越来越多［９－１０］。而诸多并发症都与术者的荷

包缝合技术有直接关系。通过本研究看出 ＰＰＨ手术
具有符合肛门部解剖生理、操作简单、手术时间短、术

后疼痛少、患者恢复快等优点而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

应用。而采用改良荷包缝合技术的 ＰＰＨ手术较传统
ＰＰＨ手术治疗Ⅲ ～Ⅳ期混合痔近期疗效更确切，并发
症少，复发率低，患者满意度高，而远期疗效还需进一

步观察，如患者手术后的心理情绪、生活质量的评估，

以及术后肛门的疼痛、坠胀，或肛门失禁及狭窄等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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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不同孕期 ＨＩＶ／ＡＩＤＳ孕妇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效果评估
刘冬梅，庞俊，韦淑珍，谢园春，班素梅

【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孕期的艾滋病（ＡＩＤ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孕妇启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ＨＡＡＲＴ）后母婴传播阻断效果和新生儿情况分析。方法　对ＨＩＶ感染发现时的孕期进行分组，分别对其进行抗病毒治
疗，观测母亲围产期免疫参数、新生儿身体指证和ＨＩＶ感染率。结果　６１例孕妇在分娩前接受超过６周的抗病毒药物
治疗，其病毒载量均比原水平降低超过１０倍；分娩前７例（１０４％）孕妇检测到 ＨＩＶ１ＤＮＡ，其中，２例为产前发现并用
药组，３例为孕中期组，２例为孕晚期组。筛查６７例婴儿发现孕晚期和产前用药组各有１例１８月龄 ＨＩＶ阳性者。结
论　在孕早期／中期应用ＨＡＡＲＴ预防ＨＩＶ母婴传播的效果优于孕晚期，可有效阻断新生儿的ＨＩＶ感染，改善新生儿结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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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９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６１０２

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ＬＩＵＤｏｎｇ
ｍｅｉ，ＰＡＮＧＪｕｎ，ＷＥＩＳｈｕ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ｎ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２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ＩＤＳ（ＡＩＤＳ）／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
ｅｎａｂｌ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ＡＲＴ）ｏｎ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ｏｄ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ｏｔａｌ
ｏｆ６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ｓｉｘｗｅｅｋｓｏｆ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ｂ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０ｔｉｍｅｓ；Ａｎｔｅｐａｒｔｕｍｈａｄ７ｃａｓｅｓ（１０．４％）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ａｎｃａｎｄｅｔｅｃｔＨＩＶ１ｏｆＤＮＡ，２
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ｒｍｇｒｏｕｐ，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ｌ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ｇｒｏｕｐ．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６７
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ａｂｙｆｏｕｎｄｌ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ｅａｃｈｈａｄ１８ｍｏｎｔｈ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１ｃａｓｅ，ｔｈｅｒｅｓｔｗｅｒｅ
ＨＩ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ＡＡＲ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ＨＩＶｍｏｔｈｅｒｔｏ
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ｌ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ｎｅｏ
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是母婴传播（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Ｖ）。母婴传播有 ３种形式：
宫内传播、产时传播、产后传播［１－２］，产时传播约占

７０％。研究表明，若无干预，艾滋病母婴传播发生率高
达１５％～５０％［３］。国内外研究证实，ＨＩＶ阳性孕妇早
期接受 ＨＡＡＲＴ预防 ＨＩＶ母婴传播，效果明显高于孕
晚期单剂量药物阻断，还可以降低继续抗病毒治疗时

发生耐药的风险［４－５］。本文旨在评价不同孕期使用三

联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对ＨＩＶ母婴传播阻断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广西某地
确诊的ＨＩＶ阳性孕妇６７例，所有患者均未接受过抗病
毒治疗。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孕期分组　按照 ＨＩＶ感染发现时的孕期进行
分组，包括孕早期（≤１２周）１２例，孕中期（１３～２７周）
３７例，孕晚期（２８周 ～临产前３周）１５例，３例为临产
时才发现。

１．２．２　孕期抗病毒治疗方法　①抗病毒药物：叠氮胸
苷（齐多夫定，ＡＺＴ）、３硫胞苷（拉米夫定，３ＴＣ）、司他
夫定（ｄ４Ｔ）、奈韦拉平（ｎｅｖｉｅａｐｉｎｅ，ＮＶＰ）、依非韦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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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庞俊，电子信箱：ｐａｎｇｊｕｎ４５６＠１６３．ｃｏｍ

（ｅｆａｖｉｒｅｎｚ，ＥＦＶ）、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克力芝，ＬＰＶ／
ｒ）。②方案：ＡＺＴ＋３ＴＣ＋ＬＰＶ／ｒ或 ＡＺＴ＋３ＴＣ＋ＮＶＰ／
ＥＦＶ；孕前３月及孕早期避免服用ＥＦＶ，用ＡＺＴ替代正
在服用方案中的 ｄ４Ｔ［６］。③开展抗病毒治疗的时间：
ＨＩＶ阳性孕妇在孕１４周后的任何时期尽早开始；如果
孕妇ＣＤ４＋Ｔ细胞＜２００／ｍｍ３，诊断 ＡＩＤＳ，评估后尽快
抗病毒治疗；孕期未发现、临产时才发现的 ＨＩＶ感染
的产妇，抗病毒治疗方案的选择为产妇立即使用单剂

量ＮＶＰ２００ｍｇ，同时应用 ＡＺＴ３００ｍｇ＋３ＴＣ１５０ｍｇ，
每天２次，至分娩结束，产后继续口服 ＡＺＴ３００ｍｇ＋
３ＴＣ１５０ｍｇ，每天 ２次，连续服用 ７ｄ。产后才发现
ＨＩＶ感染的产妇不需为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应用抗病
毒药物（仅婴儿用药）。

１．２．３　观察指标　①母亲免疫参数（外周血 ＣＤ４＋Ｔ
细胞计数）；②新生儿出生时的身体指证；③婴儿 ＨＩＶ
感染率：出生后 ４～６周、３月龄 ～４月龄婴儿 ＨＩＶ１
ＤＮＡ的阳性率，出生后１２月 ～１８月龄婴儿 ＨＩＶ抗体
的阳性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分析软件处
理数据，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
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围产期情况比较　本研究中，孕 １２周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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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阳性患者１２例，其中有２例 ＣＤ４＋Ｔ细胞 ＜２００／
ｍｍ３，立即开展抗病毒治疗，治疗时间均大于６周，产
妇年龄为（２７３±４３）岁，剖宫产 ９例（７５０％）；孕
１３～２８周发现的 ＨＩＶ阳性患者３７例，均进行了６周
以上的抗病毒治疗，产妇年龄为（２９２±３５）岁，剖宫
产２６例（７０２％）；孕２８周～４０周发现的ＨＩＶ阳性患
者１５例，接受６周以上 ＡＺＴ＋３ＴＣ＋ＬＰＶ／ｒ治疗的患
者１２例，产妇年龄为（２８１±５１）岁，剖宫产 １１例
（７３３％）；产前发现ＨＩＶ阳性并给予单剂量ＮＶＰ者３
例，均剖宫产。产妇年龄和剖宫产率两两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６１例孕妇分娩前接受了６周
以上的抗病毒药物治疗，其病毒载量均比原水平降低

超过１０倍，治疗３个月后病毒载量降低至“测不出”的
水平（见表１）。

表１　ＨＩＶ感染孕妇不同孕期接受抗病毒治疗情况

治疗时间 例数（％） 孕１２周前 孕１３周～２８周 孕２８周～４０周 产前

６周以上治疗 ６１（９１．０４） １２ ３７ １２ ０
６周以下治疗 ６（８．９６） ０ ０ ３ ３
合计 ６７ １２ ３７ １５ ３

２．２　新生儿情况　出生婴儿 ６７例，男婴 ３６例
（５３７％），女婴３１例，胎龄（３８４±１４）周，出生体重
（２８２３±３９８）ｇ，早产５例（７５％），出生后１分钟 Ａｐ
ｇａｒ评分７～１０分，５分钟及１０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均为１０
分，无死产。目前未发现生长发育及智力发育等出现

异常者。

２．３　母婴阻断效果比较　分娩前有７例（１０４％）孕
妇可检测到 ＨＩＶ１ＤＮＡ，其中２例为产前发现并用药
组，３例为孕中期组，２例为孕晚期组。６７例新生儿均
在１２ｈ内接受抗病毒药物预防。１月龄时监测 ＨＩＶ１
ＤＮＡ发现产前启用抗病毒药物组有１例阳性，４月龄
时检测ＨＩＶ１ＤＮＡ增加１例孕晚期用药组，其孕母抗
病毒药物治疗时间不足６周；目前６７例婴儿均足月１８
周，筛查发现孕晚期和产前用药组各有１例阳性，其余
均为ＨＩＶ抗体阴性。孕早／中期组的ＨＩＶ母婴阻断效
果优于孕晚期／临产前，χ２＝６３７，Ｐ＜００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不同孕期孕妇接受抗病毒治疗与ＨＩＶ感染儿童检测结果

组别 例数（％） 孕１２周前 孕１３周～２８周 孕２８周～４０周 产前

阳性 ２（２．９９） １ ０ １ ０
阴性 ６５（９７．０１） １１ ３７ １４ ３
合计 ６７ １２ ３７ １５ ３

３　讨论
ＨＩＶ病毒分ＨＩＶ１型和 ＨＩＶ２型，母婴传播９５％

左右为ＨＩＶ１型。母体 ＨＩＶ载量与母婴传播的发生
密切相关，因此，对 ＨＩＶ阳性孕妇给予抗病毒药物治
疗，控制母体 ＨＩＶ载量是阻断母婴传播的重要措施之
一。ＨＡＡＲＴ高效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是目前被证
实的针对 ＨＩＶ感染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该疗法
要求至少三种不同种类的药物联合使用，俗称“鸡尾酒

疗法”，ＨＡＡＲＴ应用于临床后，艾滋病患者的发病率和
病死率大大降低［７－８］。ＡＺＴ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是
引起骨髓抑制的危险因素，其中骨髓抑制导致的贫血

最常见，如ＥＦＶ具有潜在致畸性，因此不能在怀孕的
前３个月和未进行有效避孕时使用。育龄期妇女应在
开始使用含ＥＦＶ方案的治疗前进行妊娠检测。

本研究对不同孕期ＨＩＶ患者ＨＡＡＲＴ抗病毒治疗
的母婴阻断效果进行评估显示，对孕早期和中期的

ＨＩＶ感染孕妇进行６周以上的ＨＡＡＲＴ抗病毒治疗，其
阻断效果明显优于孕晚期６周以下药物治疗和临产期
单剂量药物的治疗。因此，孕期予以 ＨＡＡＲＴ治疗既
可发挥抗病毒作用保护孕妇健康，又可以预防 ＨＩＶ母
婴途径传播，故应推广三联体抗病毒药物在孕中期甚

至早期的ＨＩＶ孕妇中进行规范化治疗。同时，良好的
依从性是抗病毒治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一旦停药，病

毒迅速繁殖，随着病毒载量的激增，会出现更多的耐药

病毒变异株，一旦病毒耐药性产生，药物治疗将无效。

因此，必须指导病人每天正确服药，按时按量，避免漏

服。

ＨＡＡＲＴ高效联合抗病毒治疗的目标是最大程度
地抑制ＨＩＶ的复制，减少或逆转免疫系统的破坏。成
功治疗的必需条件是组合治疗，必要条件是依从性，还

要对患者进行定期的评估和咨询。因此，孕期 ＨＩＶ患
者抗病毒药物治疗和母婴阻断方案的选择需要兼顾治

疗时机、治疗周期、分娩和喂养方式、药物副作用等各

方面，还需要做好ＨＩＶ宣传教育，消除患者顾虑［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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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子宫肌瘤近期疗效比较
徐芳

【摘　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ＬＭ）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ＴＡＭ）两种不同术式治疗后患者肌瘤残
留、复发及妊娠结局。方法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患者１５３例，其中 ＬＭ治疗９７例（ＬＭ组），
ＴＡＭ治疗５６例（ＴＡＭ组）。结果　ＬＭ组以浆膜下肌瘤为主，ＴＡＭ组以肌壁间子宫肌瘤为主，两组肌瘤类型明显不同
（Ｐ＜００５）；最大子宫肌瘤直径及剔除子宫肌瘤数目 ＴＡＭ组大于 ＬＭ组（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
ＴＡＭ组大于ＬＭ组（Ｐ＜００５）；子宫肌瘤数目＜４个肌瘤残留率及复发率小于子宫肌瘤数目≥４个的患者，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妊娠率ＬＭ组３５２９％，ＴＡＭ组１３０４％，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ＬＭ与
ＴＡＭ术后肌瘤残留及复发率均较为相近，多发性子宫肌瘤是导致残留及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ＬＭ术后妊娠率明显高于
ＴＡＭ。
【关键词】　子宫肌瘤剔除术；腹腔镜；残留；复发；妊娠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７４　Ｒ７３７．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６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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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临床发病率较高［１］，治疗以手术治疗为

主，传统手术采取开腹进行子宫肌瘤剔除术（ＴＡＭ）或
子宫切除术。近年来随着腹腔镜临床应用，腹腔镜下

子宫肌瘤剔除术（ＬＭ）的近期手术有效性及安全期已
经得到了证实，大多数学者推荐此种术式［２－４］。我们

对在本院进行 ＴＡＭ及 ＬＭ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了回
顾性的分析，旨在探讨两种不同手术方式近期疗效，结

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资料来源于我院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期间在我院进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患者，要求
排除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输卵管堵塞等

原因导致的不孕，有生育要求，无盆腔恶性肿瘤存在，

并且定期随访患者。入选病例共１５３例，其中行 ＬＭ
者９７例（ＬＭ组），ＴＡＭ者５６例（ＴＡＭ组），两组一般
资料详见表１。
１．２　研究方法　对于子宫肌瘤较大或术中操作侵入
宫腔者要求术后避孕１年；子宫肌瘤较小、未侵入宫腔
者要求术后避孕６个月；浆膜下子宫肌瘤较小者术后

作者单位：４００７００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妇产科

避孕３个月。采取门诊复查方法进行观察，术后３个
月、６个月各随访一次，如无异常，以后半年随访一次，
随访时间２年。

表１　两组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

（ｘ±ｓ，岁）
子宫肌瘤分类（例）

单发 多发
子宫大小（ｘ±ｓ，ｃｍ）

ＬＭ组 ９７ ３５．８±５．９ ６７ ３０ ９．２±２．４
ＴＡＭ组 ５６ ３６．２±６．３ １５ ４１ １２．５±４．１
ｔ／χ２值 ０．３９ ２５．５３ ６．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表示χ２值。

１．３　评估标准　术后３个月复查发现存在子宫肌瘤
提示为子宫肌瘤残留，术后３个月之内检查均无异常，
术后６个月或６个月以后检查发现子宫肌瘤存在提示
为子宫肌瘤复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计量
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围术期情况　所有患者均手术顺利，
ＬＭ组无一例中途转为开腹手术。ＬＭ组主要以浆膜
下肌瘤为主，ＴＡＭ组以肌壁间子宫肌瘤为主（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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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最大子宫肌瘤直径 ＴＡＭ组大于 ＬＭ组（Ｐ＜
００５）；剔除子宫肌瘤数目，ＴＡＭ组大于 ＬＭ组（Ｐ＜

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ＴＡＭ组
大于ＬＭ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患者围术期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最大肌瘤类型（例）

浆膜下 肌壁间 黏膜下
最大肌瘤直径（ｃｍ） 剔除肌瘤数目（个） 术中出血量（ｍｌ） 手术时间 （ｍｉｎ） 住院时间（ｄ）

ＬＭ组 ９７ ６６ ３１ ０ ６．４±２．７ ２．２±１．９ ８２．３±２３．４ ７２．５±３２．９ ４．２±２．２
ＴＡＭ组 ５６ １７ ３３ ６ ８．９±６．３ ５．８±４．５ １２４．６±２７．７ ８５．８±４２．６ ６．７±３．１
ｔ／χ２值 ２５．８６ ３．４１ ６．９０ １０．０６ ２．１６ ５．８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表示χ２值。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子宫肌瘤残留、复发、妊娠结果　
子宫肌瘤数目＜４个患者残留率及复发率均小于子宫
肌瘤数目≥４个患者的残留率及复发率，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Ｍ组妊娠率３５２９％，ＴＡＭ组

１３０４％，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３。ＬＭ组出现４例流产，ＴＡＭ组１例发生流产，流产率
分别为１８１８％、１４２９％。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子宫肌瘤残留、复发、妊娠结果比较（例，％）

组别 ｎ
肌瘤数目＜４个残留

例数 残留 复发

肌瘤数目≥４个
例数 残留 复发

妊娠结果

例数 妊娠

ＬＭ组 ９７ ７３ １（１．３７） ８（１０．９６） ２４ ４（１６．６７） ７（２９．１７） ６８ ２４（３５．２９）
ＴＡＭ组 ５６ ３０ ０ ４（１３．３３） ２６ １（３．８５） ５（１９．２３） ２３ ３（１３．０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ＬＭ及ＴＡＭ术式的特点　子宫肌瘤较大或导致
阴道不规则出血、黏膜下子宫肌瘤等是手术治疗的绝

对指证［５］。对于子宫肌瘤是采取 ＬＭ还是 ＴＡＭ，争论
较多。对于患者有生育要求、浆膜下子宫肌瘤或肌壁

间子宫肌瘤、子宫肌瘤数目小于３个、直径小于６ｃｍ、
子宫小于妊娠３个月大小的子宫肌瘤患者倾向于ＬＭ，
相对比较 ＴＡＭ来说患者术后出血量少、恢复快、住院
时间短［２－４］。本研究结果显示，ＬＭ主要是治疗单发、
浆膜下肌瘤、较小肌瘤，ＴＡＭ以多发肌瘤、肌壁间及浆
膜下肌瘤、较大肌瘤为主，两种术式安全性均得到保

障，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ＬＭ术式比
较ＴＡＭ术式更具有优势（Ｐ＜００５），与临床报道的资
料结果相符［２－４］。

３．２　ＬＭ及ＴＡＭ治疗后子宫肌瘤残留、复发及对妊娠
结局的影响　ＬＭ及ＴＡＭ手术治疗子宫肌瘤近期疗效
较好［２－５］。一般认为ＬＭ术中剔除肌瘤主要依靠术前
Ｂ超检查确定子宫肌瘤位置及大小，术中剔除所见肌
瘤。ＴＡＭ不仅依靠术前 Ｂ超检查所见还可以依靠术
中手感的触摸来找到Ｂ超检查未发现的小的肌瘤从而
将肌瘤剔除干净，因此 ＬＭ术式相对增加了肌瘤残留
及术后复发的几率［６］。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只要术前合

理地应用Ｂ超检查、掌握好不同术式的适应症、术中操
作熟练，两组术式后患者肌瘤的残留及复发无差异［７］。

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复发率一般在 １１１％ ～５２９％之
间［６］，当子宫肌瘤数目≥４个的情况下残留及复发的
可能性将增加［６］，本研究结果也与以上报道一致，并且

肌瘤数目较多的情况下残留及复发人次明显高于肌瘤

数目较少人群。从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对患者再次妊娠

的影响来看，临床认为 ＬＭ术后妊娠的结局比较 ＴＡＭ

术式更具有优点［７－９］，本研究中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

者术后妊娠率明显高于开腹手术治疗患者，研究结果

与以上报道结果一致，表明 ＬＭ术后妊娠结局明显优
于ＴＡＭ。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妊娠发生子宫破裂的可能
性一般认为在ＬＭ术中合理的缝合技术与子宫破裂发
生有密切关系［１０］，本组研究中再次妊娠人数有２９例，
无一例发生子宫破裂情况，妊娠结局均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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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手足口病患儿 ＥＶ７１型肠道病毒中和抗体研究
毛国顺，刘晓琳，赵永

【摘　要】　目的　研究手足口病（ＨＦＭＤ）患儿的血清ＥＶ７１型中和抗体指标。方法　对安徽阜阳２００８年４～８月因手
足口病（ＨＦＭＤ）住院的患儿采集血样，使用中和试验方法检测ＥＶ７１型中和抗体滴度。结果　共收集到８３人１１３份血
清样本，对这些样本的中和试验研究发现：①ＥＶ７１抗体阳性率在发病１～３ｄ时为９６％，已接近抗体阳性率高峰值；②随
着病程的进展中和抗体呈现从较低到高的动态分布，其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为３８８．３；③重症病例的中和抗体 ＧＭＴ为
３６７．２，低于普通病例的中和抗体ＧＭＴ值（４２１．３），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以中和抗体为主的体液免疫指标将为
ＥＶ７１型手足口病防治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　手足口病；ＥＶ７１型肠道病毒；中和抗体；体液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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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ｔｏｈｉｇｈｅｒｔｉｔ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ｎｔｉｔｅｒ（ＧＭＴ）ｗａｓ３８８．３；③ｔｈｅＧＭ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ｃａｓｅｓ
（３６７．２）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ｍｉｌｄｃａｓｅｓ（４２１．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ａｓａｈｕｍｏｒａｌｉｍｍｕ
ｎ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ａ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ＥＶ７１ＨＦＭ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ｔｙｐｅ７１；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Ｈｕｍｏｒ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Ｖ７１型肠道病毒是婴幼儿手足口病（ｈａｎｄｆｏｏｔ
ａｎｄｍｏｕ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ＦＭＤ）重症病例的主要病因，它引
起无菌性脑膜炎、脑干脑炎和脊髓灰质炎样的麻痹等

多种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１］，致残及病死率较高。

１９９７年以来，ＥＶ７１病毒在亚太地区和我国台湾省发
生多次大暴发流行［２］。２００８年以来，ＥＶ７１型肠道病
毒在我国大陆广泛流行，成为我国婴幼儿 ＨＦＭＤ的主
要致死原因［３４］。国内外对 ＥＶ７１型 ＨＦＭＤ的研究报
道多集中在临床症状、治疗、疫情的流行特征等方

面［５７］，但对病程中的抗体应答报道比较少见。本文对

２００８年４～８月安徽阜阳市 ＨＦＭＤ流行期的８３名患
儿的中和抗体进行研究，以期为 ＨＦＭＤ的综合防治提
供基础数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８年４～６月阜阳市人民医院应
急病区临床诊断的手足口病患儿８３名，采集到发病后
１～１９ｄ的血清１１３个，其中单人份血清８３个，同人第
２份系列血清２５个，同人第３份系列血清５个。病例
的诊断标准依据为２００８年４月 ３０日卫生部印发的
《肠道病毒（ＥＶ７１）感染诊疗指南（２００８年版）》［８］。
１．２　中和试验　采用微量细胞病变中和试验方法测
定抗ＥＶ７１中和抗体。中和试验所用细胞株为横纹肌
肉瘤ＲＤ细胞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馈赠），
ＥＶ７１病毒株Ｈ０７０８０９０２分离自２００８年阜阳ＥＶ７１确
诊患儿（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保存）。将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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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毛国顺，电子信箱：Ｅｍａｉｌ：ｒｏｕｈｏｎｇ１９７０＠１６３．ｃｏｍ

血清经５６℃灭活３０ｍｉｎ后过滤除菌，取适量待测血
清置于９６空板中，从１∶８开始倍比稀释，各稀释度血
清体积为５０μｌ，分别与等体积１００ＣＣＩＤ５０的ＥＶ７１病
毒悬液充分混匀后，置３７℃培养箱中孵育２ｈ，然后向
上述病毒血清混合物中接种１００μｌＲＤ细胞［（１．５～
２．０×１０５细胞／ｍｌ）］。置于３７℃，５％ ＣＯ２孵箱内培
养７ｄ。同时设立病毒对照、正常血清对照和正常细胞
对照。每日观察细胞病变，按照 ＲｅｅｄＭｕｅｎｃｈ公式计
算血清中和抗体滴度。中和抗体滴度≥１∶８判定为
阳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抗体阳性率分析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ｓ
精确概率法。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
方差不齐时选用 ｔ’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
以Ｐ＜０．０５判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病例基本信息　对２００８年４～８月住院的８３名
手足口病急性期患儿进行调查，平均年龄为２２月龄，
最小为１月龄，最大为９７月龄（８岁）。平均病程在１０
ｄ左右，最短５ｄ，最长未超过４０ｄ。伴有病毒性脑炎
等并发症或合并症等重症患儿比例高达５５．４％（４６／
８３），普通病例人数比例４４．６％（３７／８３）。未见普通病
例与重症病例在年龄、病程上的差异。

２．２　不同发病时间的抗体动态变化　对８３例病儿
１１３个血清样本，按照发病后不同采样时间进行抗体
滴度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见，从发病第１
天开始，血清抗体阳性率已接近峰值，几个不同时间点

采样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趋势卡方检验，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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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８６）。阳性血清抗体水平在发病后１～３ｄ略低，而
在４ｄ后血清抗体ＧＭＴ一直保持在４００以上。抗体滴
度间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Ｈ＝２．０００，Ｐ＝０．５７２）。
表１　８３名ＥＶ７１型ＨＦＭＤ患儿不同时间点中和抗体动态变化

时间 检测样本数
抗体阳性

（ｎ，％）
ＧＭＴ

最小值 最大值
阳性抗体ＧＭＴ ９５％下限 ９５％上限

１～３ｄ ２５ ２４（９６．０） ８ ３０７２ ２６５．５ １３７．５ ５１２．６
４～６ｄ ４６ ４５（９７．８） １２ ８１９２ ４０３．０ ２４８．８ ６５２．６
７～９ｄ ２２ ２１（９５．５） １６ ３０７２ ４８２．３ ２５９．９ ８９５．０
≥１０ｄ ２０ １８（９０．０） １２ １６３８４ ４５６．５ １９４．０ １０７４．０
合计 １１３ １０８（９５．６） ８ １６３８４ ３８８．３ ２８８．２ ５２３．２

２．３　总体抗体情况　对８３名手足口病急性期患儿进
行ＥＶ７１中和抗体检测，除３人抗体阴性外，其余抗体
均为阳性，阳性抗体的最低值为８，最高值为１６３８４，
抗体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为３８８．３。按普通病例和重
症病例的检测结果如表２所示，二者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ｔ＝０．９０７，Ｐ＝０．３６４）。

表２　重症和普通病例手足口病患儿的ＥＶ７１型中和抗体情况

组别 ｎ 阳性率（阳性数／总数） 阳性抗体滴度（ＧＭＴ）

普通病例 ３４ ９１．２％（３１／３４） ４２１．３
重症病例 ４９ １００．０％（４９／４９） ３６７．２
合计 ８３ ９６．４％（８０／８３） ３８８．３

３　讨论
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８年安徽省阜阳市 ＨＦＭＤ流行期

间８３名住院患儿血清样本的中和抗体进行研究，发现
以下几个重要的体液免疫指标：①抗体阳性率在发病
初期已达高峰；②中和抗体呈现动态分布，ＧＭＴ为
３８８．３；③重症病例的中和抗体滴度值低于普通病例，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ＥＶ７１中和抗体阳性率在发病的 １～３ｄ即达高
峰，说明在发病首日血清中已有较高含量的中和抗体，

而且这种中和抗体的平均滴度已达２６５．５。其它同类
研究和调查中也证实中和抗体或 ＩｇＭ抗体在发病的
１～２ｄ内已高峰［９１０］。这个现象提示我们可以将急性

期中和抗体阳转作为ＥＶ１型ＨＦＭＤ实验室诊断指标。
本文描述了ＥＶ７１型ＨＦＭＤ的中和抗体动态分布

值。在发病后１～２０ｄ时，随着病程的进展，抗体显示
出从低到高的“丘形”动态变化曲线，在发病１０ｄ后，
即进入恢复期时，中和抗体已呈现下降趋势。已知肠

道病毒的感染规律是首先诱导产生 ＩｇＭ抗体，如脊灰
病毒在感染７ｄ后出现 ＩｇＭ抗体，甲肝病毒在感染１５
ｄ左右出现ＩｇＭ抗体，同为肠道病毒科的ＥＶ７１型肠道
病毒的潜伏期是３～７ｄ，由此推测 ＥＶ７１型 ＨＦＭＤ病
人在发病早期的中和抗体可能以 ＩｇＭ为主，恢复期时

已出现ＩｇＧ，但这种推测尚需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另外，本项研究发现重症病例的中和抗体滴度值

低于普通病例，分别是３６７．２和４２１．３，二者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这种现象在其它论文中已有报道，有关

作者认为中和抗体水平与疾病的严重程度不相关，可

能是细胞免疫在抗病毒感染中起重要作用［１１］。笔者

认为虽然统计学上未发现显著差异，但重症病例中和

抗体滴度稍低，可能反映了其体液免疫方面与普通病

例是有所不同的。总之，今后更多的研究数据和成果，

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 ＥＶ７１型 ＨＦＭＤ的完整
图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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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保留乳头乳晕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与传统根治术对比
谭飞

【摘　要】　目的　对比分析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与传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疗效。方法　将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收治的８０例早期（Ⅰ、Ⅱａ期）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保留组３０例和传统组５０例，保留组采用
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传统组采用传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对比观察两组的术后效果。结果　两组
手术均成功，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术后随访保留组局部复发２例（６．６７％），远处转移１例（３．３３％），无瘤生存期为
（１５．０±３．４）个月；传统组分别为３例（６．００％）、２例（４．００％）及（１４．０±４．３）个月；两组比较，Ｐ均＞０．０５。保留组手术
美容学评价为优１８例（６０．００％），良１２例（４０．００％），差０例；对照组分别为２０例（４０．００％）、２２例（４４．００％）、８例
（１６．００％），两组优良率比较，Ｐ＜０．０５。结论　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与传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均
可取得良好效果，但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美容效果好。

【关键词】　乳头乳晕复合体；乳腺癌根治术；改良根治术；乳腺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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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近年来其发病率逐
年增高，且发病人群出现年轻化趋势。既往治疗乳腺

癌，多采用全乳切除术，但手术创伤大，且乳房缺如给

患者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

量［１］。因此，保乳手术逐步应用于临床，大大提高了患

者的生存质量。乳头乳晕复合体是乳腺的重要组成部

分，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对女性乳腺癌患者乳房重建

及术后生活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乳头乳

晕复合体是构成乳腺导管系统的一部分，其保留是否

存在肿瘤残留复发的危险，在国内外文献中的报道结

果不尽相同［２－３］。因此，２００５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
我们对比观察了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乳腺癌改良根

治术与传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疗效，旨在探讨保留

乳头乳晕复合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有效性及安

全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收治的女性乳腺癌患者，纳入标准为：①肿瘤单发，肿
块直径≤３ｃｍ，与胸肌及皮肤无粘连；②病灶边缘应距

作者单位：５３７２００广西桂平市人民医院外科

离乳晕边缘３ｃｍ以上；③乳头、乳晕皮肤正常，无癌浸
润征象，无乳头内陷、溢液或溢血；④腋窝淋巴结检查
阴性，钼靶Ｘ线片检查未发现广泛钙化，肿瘤与乳头
间无异常阴影连接；⑤患者自愿且有条件进行术后放
化疗；⑥术前检查未发现远处转移者。符合上述条件
者共８０例，年龄２２～６５岁，平均４２岁；肿块直径１～３
ｃｍ，平均为１．９ｃｍ；病灶位于乳房内上象限１８例，外
上象限３２例，中上象限１５例，外下象限１０例，中下象
限５例；临床分期Ⅰ期４６例，Ⅱａ期３４例。将患者随
机分为保留组３０例和传统组５０例，其一般资料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保留组于局麻下作小梭形切口，切除
病灶上方的皮肤及其周围的正常组织约２ｃｍ；术中行
冰冻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且病灶上方皮肤及其周围

组织的切缘检查均为阴性。位于乳房外侧象限的肿

块，以病灶为中心作纵梭形切口；位于乳房内侧象限的

肿块，行病灶皮肤横梭形切口及乳房外侧纵弧形切口；

位于乳房中上或中下象限的肿块，以病灶为中心作横

梭形切口。梭形切口应距离病灶边缘２ｃｍ以上。用
电刀游离皮瓣，方法及范围同根治术；但应以刀片游离

乳头乳晕，避免灼伤。用电刀清扫腋窝，除乳头乳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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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肉眼可见的乳腺组织、大部分的皮下脂肪、胸肌筋

膜及Ⅰ～Ⅱ组腋窝淋巴脂肪组织。横向切取乳头乳晕
下切线组织，送快速冰冻病理检查，观察有无癌浸润。

腋窝下留置管负压吸引，加压包扎切口。传统组采用

传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１．３　术后处理及随访方法　术后两组给予环磷酰胺、
表柔比星、氟尿嘧啶（ＣＥＦ方案）化疗，共６个周期；对
于雌激素受体阳性者，另行内分泌治疗；ＣｅｒｂＢ２阳性
者给予ＥＣＴ方案化疗，阴性者给予曲托珠单抗靶向治
疗。化疗３～４个周期时同步放疗，放射总量６０～７０
Ｇｙ。术后随访１～５年，截止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术后半年
每月复查１次，其后每３个月复查１次，２年后每半年
复查一次；复查项目包括对侧乳腺钼靶检查、肝脏彩

超、Ｘ线胸片及全身骨扫描等，判断患者是否发生肿瘤
局部复发、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记录无瘤生

存时间。

１．４　手术美容学评价方法　双侧乳房对称，两乳头水
平相距≤２ｃｍ，术侧皮肤正常，乳房外观正常，无瘢痕
所致的乳房畸形，外形、手感与对侧差异不明显，患者

满意为优；双侧乳房对称，两乳头水平相距２～３ｃｍ，
术侧皮色变浅或发亮，乳房外形基本正常或略小于对

侧，手感略差，患者尚满意为良；双侧乳房不对称，两乳

头水平相距 ＞３ｃｍ，术侧皮肤增厚、粗糙呈橡皮样，手
感差，乳房较对侧明显缩小者为差。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两组之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及术后随访情况比较　两组手术均成
功，无严重并发症发生。术后随访保留组局部复发２
例（６．６７％），远处转移１例（３．３３％），无瘤生存期为
（１５．０±３．４）个月；传统组分别为３例（６．００％）、２例
（４．００％）及（１４．０±４．３）个月；两组比较，Ｐ均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手术美容学效果比较　保留组手术美容学
评价为优 １８例（６０．００％），良 １２例（４０．００％），差 ０
例；对照组分别为２０例（４０．００％）、２２例（４４．００％）、８
例（１６．００％），两组优良率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外科手术是乳腺癌的首选治疗方法，随着治疗技

术的提高，为达到在根治肿瘤的同时尽可能的保留乳

房外观和生理功能，乳腺癌手术的范围呈缩小趋势［４］。

目前，临床上早期乳腺癌患者多要求保持乳房外形，主

要手术方法包括保乳手术联合放疗或乳腺癌改良根治

术联合Ⅰ、Ⅱ期乳房再造，西方国家多采用前一种治疗
方法。亚洲女性乳房普遍较小，保乳手术较困难，易造

成乳房畸形，保乳手术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因此，临

床医生多采取后一种术式。乳头乳晕复合体是乳腺的

重要组成部分，再造存在一定困难，故能否被保留对乳

腺癌患者的乳房重建及术后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改

良根治术，该术式切除范围接近于经典的改良根治术，

且无需乳头再造，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乳头的感知功

能［５－６］。但乳头乳晕复合体是乳腺导管系统的一部

分，将其保留可能残留癌灶导致肿瘤复发。因此，在世

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该术式仍存在较大的分歧。

目前，文献报道乳腺癌患者乳头乳晕复合体浸润

率为０％～５８％，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取
材方法、样本数量及选择标准不同等有关，其中患者的

选择标准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认

为［７－８］，在严格选择研究对象的情况下，乳头乳晕复合

体浸润率可为０％。与乳腺癌乳头乳晕复合体浸润相
关的因素很多，包括病灶边缘距离乳头乳晕边缘的长

度、乳头乳晕区的体征及肿瘤的大小、分期、组织类型

和淋巴结转移情况等。其中癌灶边缘距乳晕的距离是

关键，距离越大，乳头乳晕浸润的可能性越小。王圣应

等［９］发现，Ⅰ、Ⅱａ期乳腺癌患者乳头乳晕复合体浸润
率，随癌灶边缘至乳晕边缘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有研

究显示，对癌灶边缘距乳头边缘２ｃｍ以上的乳腺癌患
者，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改良根治术并不增加局部

复发及远处转移的风险。本研究制定了乳腺癌患者保

留乳头乳晕复合体改良根治术的入选标准，并对保留

的乳头乳晕复合体深面多点取材进行病理学检查，均

未发现浸润［３］。术后术后随访保留组局部复发 ２例
（６．６７％），远处转移 １例（３．３３％），无瘤生存期为
（１５．０±３．４）个月；传统组分别为３例（６．００％）、２例
（４．００％）及（１４．０±４．３）个月；两组比较，Ｐ均 ＞
０．０５。因此，在严格把握适应证的基础上，采用保留乳
头乳晕复合体的改良根治术治疗早期乳腺癌并不增加

肿瘤残留复发的风险。

乳房的外观对女性乳腺癌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影

响较大，很多女性因为乳房缺失，造成巨大的身心创

伤。有研究证实［１０］，早期乳腺癌行保留乳头乳晕复合

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联合Ⅰ期腹直肌皮瓣重建乳
房，乳头及乳晕区域的皮肤无坏死，术后随访２４～４８
个月均无肿瘤复发及转移；重建后的乳房外形满意，半

年后感觉功能基本恢复，皮肤无明显萎缩、变硬等。本

研究结果显示，保留组手术美容学评价为优 １８例
（６０．００％），良１２例（４０．００％），差０例；对照组分别
为２０例（４０．００％）、２２例（４４．００％）、８例（１６．００％），
两组优良率比较，Ｐ＜０．０５。因此，我们认为，保留乳头
乳晕复合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与传统乳腺癌改良根

治术均可取得良好效果，但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乳

腺癌改良根治术美容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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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卡维地洛联合尼可地尔在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中的应用价值
贝雪艳，吕亮，卢思英

【摘　要】　目的　探讨卡维地洛联合尼可地尔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自２０１１年７月 －
２０１２年７月期间入院治疗的８０例冠心病心肌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随即分为两组，治疗组联合应用卡维地洛及尼可地
尔进行治疗，对照组应用阿司匹林、辛伐他汀进行治疗，并对治疗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ＳＴ段压
低次数、持续时间均明显下降（Ｐ＜０．０１）；心肌缺血总负荷明显改善（Ｐ＜０．０１）；体力负荷持续时间、心肌缺血功率均显
著增加（Ｐ＜０．０１）；总缺血负荷显著降低（Ｐ＜０．０１）；以上指标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论　卡维地洛联合
尼可地尔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冠心病心肌缺血；卡维地洛；尼可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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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心脏病简称冠心病，是由于脂质代谢不
正常，血液中的脂质沉着在原本光滑的动脉内膜上形

成白色斑块，斑块渐渐增多造成动脉腔狭窄，使血流手

足，导致心脏缺血，可诱发或加重心力衰竭［１］。卡维地

洛为非选择性β受体阻断剂，阻断受体的同时具有舒
张血管作用，广泛用于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及充血

性心力衰竭的治疗［２］。尼可地尔是首个用于临床的

ＡＴＰ敏感的钾离子通道开放剂，选择作用于冠脉血管，
能够促进细胞内钾离子流出，因此细胞没钙离子浓度

降低，进而舒张血管增加冠脉血流。临床研究证实，它

适用于各类型心绞痛［３－４］。本研究选取８０例住院患
者，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阿司匹林进行治疗，治疗组

给予卡维地洛及尼可地尔进行治疗。本研究观察卡维

地洛、尼可地尔联用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治疗效果，现

将治疗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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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自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７月期
间，我科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８０例。选择标准：符合
ＷＨＯ冠心病诊断标准。排除标准：①近期急性心肌梗
死；②血压过低；③慢性阻塞性肺病；④青光眼［１］。卡

维地洛联合尼可地尔疗组的４０例患者中：男性１８例，
女性２２例；年龄最小为５９岁最大为７０岁，平均年龄
（６４．７±４．８）岁；病程最短 ４年，最长 １３年，平均
（７．９±３．６）年。对照组的４０例患者中：男性２２例，女
性１８例；年龄最小为 ６２岁最大为 ７１岁，平均年龄
（６６．９±５．１）岁；病程最短 ５年，最长 １２年，平均
（８．２±４．０）年。两组患者各项资料经统计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阿司匹林１００ｍｇ／次，１次／ｄ；消心痛
１００ｍｇ／次，３次／ｄ；新伐他汀 ２０ｍｇ／次，每晚服用 １
次。

１．２．２　卡维地洛联合尼可地尔治疗组　阿司匹林、辛

［３］　仵民宪，林海辰．乳腺癌根治术后皮瓣坏死的原因及预防［Ｊ］．中
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０８，２２（８）：６３９６４０．

［４］　王圣应，朱正志，彭德峰，等．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改良根治术
治疗早期乳腺癌患者疗效分析［Ｊ］．癌症，２００９，２８（４）：４０８４１１．

［５］　赵华锋．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的改良根治术在早期乳腺癌患者中
的应用研究［Ｊ］．中国医疗前沿，２０１０，５（２２）：５３．

［６］　孔维双，王建东．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早期乳腺癌外科治疗临床
应用［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２，９（１１）：８４８５．

［７］　顾蓓，纪福，石国建．乳腺癌改良根治加假体Ⅰ期植入术１０例临

床体会［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０，３１（１２）：１４６８１４７０．
［８］　金焰．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皮下积液的处理体会［Ｊ］．医药论坛杂

志，２０１１，３２（２４）：２００２０１．
［９］　王圣应，彭德峰，蔡兆根，等．早期乳腺癌乳头乳晕复合体隐匿癌

浸润的临床病理研究［Ｊ］．中华肿瘤杂志，２００８，３０（３）：２０３２０６．
［１０］　苏民富，孙长辉，邹成银．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中保留肋间臂神经

的临床价值［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１，１８（２３）：３１８３３１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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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他汀的服用方法同对照组；尼可地尔（日本中外制药

株式会社生产），５ｍｇ／次，３次／ｄ；卡维地洛（山东齐鲁
制药生产），５ｍｇ／次，１次／ｄ，７ｄ后若症状心功能尚
可，改剂量为５ｍｇ／次，２次／ｄ，续服用３个月。
１．２．３　随访　治疗期间每周随访１～２次，记录症状
及体征，如个别患者病情恶化，应调整用药及给药剂

量。

１．３　观察项目及疗效评定　治疗开始及结束时实施
２４ｈ动态心电图检测，计算心肌总缺血负荷；进行平板
运动负荷试验，检测心率、血压的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的统计学软件为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学软件，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心电图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后，ＳＴ段压低次数、
持续时间均明显下降（Ｐ＜０．０１）；心肌缺血总负荷明
显改善（Ｐ＜０．０１）。上述３项指标卡维地洛联合尼可
地尔治疗组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
１。
表１　两组冠心病心肌缺血患者治疗前后心电图变化（ｎｉ＝４０）

组别 时间
ＳＴ段压低次数

（次／２４ｈ）

ＳＴ段压低总持续时间

（ｍｉｎ）

心肌缺血总负荷

（ｍｍ·ｍｉｎ）
对照组 治疗前 ７．６．０±１．９ ６３．６±１０．７ ８１．２±１５．２

治疗后 ４．１±０．８ ２５．３±１１．８ ４５．３±１６．４

治疗组 治疗前 ７．２±１．６ ５８．９±１２．１ ８４．８±１６．７
治疗后 ２．２±１．１＃ １７．４±７．８＃ ２２．５±９．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体力负荷时间和缺血阈的变化　平板运动负荷
试验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后体力负荷持续时间、心肌缺

血功率均显著增加（Ｐ＜０．０１）；总缺血负荷显著降低
（Ｐ＜０．０１）。上述３项指标卡维地洛联合尼可地尔治
疗组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冠心病心肌缺血患者治疗前后体力负荷时间和缺血阈的变化（ｎｉ＝４０）

组别 时间
体力负荷时间

（ｓ）

心肌缺血阈功率

（Ｗ）

总缺血负荷

（ｍｉｎ）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３５．１±７６．１ １２０．６±１８．７ ２３．６±５．９

治疗后 ４２０．５±６８．７ １３９．９±１２．６ １８．７±７．９

治疗组 治疗前 ３２８．７±８２．５ １１５．６±２０．４ ２６．５±７．２
治疗后 ４８５．４±７３．９＃ １６５．９±１７．８＃ １４．３±９．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冠心病是由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最常见器官病变

类型之一，严重危害人类健康［５］。主要病因是脂代谢

异常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流受阻导致心脏缺

血［６－７］。卡维地洛能够同时阻断β受体及α１受体，能
够扩张血管，避免血管收缩，具有抗心绞痛作用，另外

其还对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有较佳的调节
作用，而这对于心血管状态的调整发挥着积极的临床

作用，故对于冠脉等的影响较为积极，并且其药效较为

持久，对机体的其他器官的不良影响相对较小，故在保

证安全性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现代药

理学研究表明，卡维地洛可降低心率及心肌耗氧量、抗

氧化［８］。尼可地尔为硝酸盐的烟酰胺衍生物，可激活

ＫＡＴＰ通道，为新型血管扩张剂，具有扩张血管、保护
心肌、增加心肌供血、降低心律失常发生率的作用，另

外其还可有效舒缓血管平滑肌，减少细胞钙内流，从而

减少ＡＴＰ的消耗，并且其舒缓和紧张的双方面效果更
为有效地平衡了血管的功能状态，因此综合优势即得

以凸显，广泛应用于冠心病的治疗［９－１０］。

本文研究表明，同对照组相比，联合应用卡维地洛

及尼可地尔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更加有效，能够显著

降低ＳＴ段压低次数、持续时间、改善心肌缺血总负荷，
这些优势均与卡维地洛与尼可地尔两者联合应用即有

效调整了整个心血管状态，又从细节方面干预了血管

的舒张及收缩等状态有关，因此其对于血供不足导致

的心肌缺血有较佳的改善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改善了

患者心肌缺血方面的相关症状体征。平板运动负荷试

验表明，可显著增加体力负荷持续时间、心肌缺血功

率，显著降低总缺血负荷。综上所述，联合应用卡维地

洛及尼可地尔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疗效显著，更适合

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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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１２）：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７］　曾立中，叶承刚，杨伟平，等．卡维地洛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

清细胞因子和心肌缺血的影响［Ｊ］．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０９，

１８（４）：３７０３７３．

［８］　孟仲蔚，贾连旺．卡维地洛对老年冠心病心肌缺血及血管内皮舒

张功能的影响［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０，１９（２５）：３１４１

３１４３．

［９］　常超，朱洁莹，信栓力，等．尼可地尔在心肌缺血再灌注中的作用

［Ｊ］．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８（３）：２６６２６８．

［１０］　赵谊，穆心苇，章淬，等．冠脉搭桥术后早期心肌缺血的防治与监

测［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８（１２）：１５３１１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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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ｒｈＩＬ１１对急性白血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的疗效分析
盖灿，陆跃武

【摘　要】　目的　分析评价重组人白介素１１（ｒｈＩＬ１１）对急性白血病患者首次诱导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的影响和治疗效
果。方法　将４４例初治急性白血病患者随机分为重组人白介素１１治疗组和单纯血小板输注组，计数两组患者在接受
首次诱导缓解治疗期间血小板数值的变化和恢复至≥２０×１０９／Ｌ，≥５０×１０９／Ｌ，≥１００×１０９／Ｌ的天数，对重组人白介素
１１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重组人白介素１１治疗组的血小板下降谷值较单纯血小板输注组有所提高，Ｐ
值＜０．０５。血小板恢复至≥２０×１０９／Ｌ，≥５０×１０９／Ｌ，≥１００×１０９／Ｌ的天数均短于单纯血小板输注组，人均输注血小板
数量减少，Ｐ值＜０．０５。结论　重组人白介素１１能够有效地改善急性白血病化疗后的血小板减少，提高血小板恢复的
速度，减少了患者对输血的依赖。

【关键词】　重组人白介素１１；急性白血病；诱导化疗；血小板减少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３．７１　Ｒ５５８．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７１０２

　　急性白血病是血液科常见的造血系统恶性疾病，化疗仍是
目前最基础最有效的初始治疗方法。由于患者在接受化疗后

可出现骨髓抑制，外周血细胞计数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血

小板计数下降易继发出血，其出血风险与血小板计数存在直接

数量关系。当血小板≤１０×１０９／Ｌ时，出血危险明显增加［１］。

甚至可能因为严重出血导致患者死亡，治疗失败。重组人白细

胞介素１１是一种新的促血小板生长因子，被用于在实体瘤、白
血病化疗后Ⅲ、Ⅳ度血小板减少症的治疗。本次研究收集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我科收治的初发急性白血病共４４例患者的临
床资料，对照观察了患者在诱导缓解治疗期间使用重组人白介

素１１和单纯输注血小板治疗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的疗效及安全
性，现将相关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了我科自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收
治的初诊急性白血病患者共４４人，均依据血液病诊断及疗效
标准［２］诊断明确。男性２１人，女性２３人，患者年龄８～７５岁，
中位年龄５２岁。其中 ＡＭＬ３４人，ＡＬＬ１０人。ｒｈＩＬ１１治疗组
２０人，其中ＡＭＬＭ０１人，Ｍ２６人，Ｍ４５人，Ｍ５３人；ＡＬＬ５人，
Ｌ１２人，Ｌ２３人。单纯血小板输注组２４人，其中Ｍ０１人，Ｍ１２
人，Ｍ２６人，Ｍ４６人，Ｍ５４人。ＡＬＬ５人，Ｌ１２人，Ｌ２３人。两
组在年龄、性别等方面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有患
者ＥＣＯＧ评分均≤２分，治疗初均无明显肝肾功能及心电图异
常。

１２　诱导缓解方案　急性髓系细胞白血病（ＡＭＬ）采用标准的
ＤＡ（３＋７）方案或类似方案，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ＡＬＬ）采用
标准的ＶＤＣＰ方案或类似方案。
１３　治疗方法　ｒｈＩＬ１１治疗组患者在化疗结束后４８ｈ接受
重组人白介素１１（商品名：巨和粒，山东齐鲁制药）治疗。用法
为：１．５ｍｇ／ｄ，皮下注射，连续应用直至血小板≥１００×１０９／Ｌ，但
最多不超过１４ｄ，期间有出血症状时给予血小板输注。单纯血
小板输注组在血小板≤１０×１０９／Ｌ或血小板 ＞１０×１０９／Ｌ但存
在出血症状时给予血小板输注。患者化疗期间和化疗后按病

情需要给予各种水化、碱化、止吐、止血、其它生长因子（如 Ｇ
ＣＳＦ）及抗感染等支持治疗，以尽量减少影响血小板恢复的因
素。两组均每１～２ｄ复查血常规，血小板恢复时间自化疗结束
的第２天开始计算至血小板恢复到１００×１０９／Ｌ。
１４　观察指标　①化疗后血小板谷值；②血小板恢复至２０×
１０９／Ｌ，５０×１０９／Ｌ，１００×１０９／Ｌ的时间；③人均血小板输注量；
④重组人白介素１１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血液科
通讯作者：盖灿，电子信箱：ｎｉｃｏｌｅｇｃ＠ｓｏｈｕ．ｃｏｍ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
（ｘ±ｓ）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疗效　重组人白介素１１治疗组：完全缓解率６５％，部分
缓解率２０％；单纯血小板输注组：完全缓解率５８．３％，部分缓解
率２０．８％，两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血小
板下降谷值、恢复时间及人均输注血小板总量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急性白血病患者血小板下降谷值、恢复时间及人均输注血小板总量情况

组别 ｎ
血小板计数谷值

（×１０９／Ｌ）
血小板上升天数（ｄ）

≥２０×１０９／Ｌ ≥５０×１０９／Ｌ ≥１００×１０９／Ｌ
人均血小

板输注量

Ａ组 ２０ ９．１００±２．０４９ １３．８００±１．７０４ １７．２００±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０±２．７９９ ３．２份
Ｂ组 ２４ ６．２００±２．４００ １７．３００±１．７５０ ２０．２００±１．５５５ ２３．０００±１．５２８ ５．６份

　　注：Ａ组为ｒｈＩＬ１１治疗组；Ｂ组为单纯血小板输注组；两组比较，均
Ｐ＜０．０５。
２２　不良反应　在重组人白介素１１治疗组中，发生乏力者４
例（２０％），局部红肿 １例（５％），低热 ３例（１５％），头痛 ２例
（１０％），未出现肺水肿、心律失常等严重不良反应。在停药后
上述不适均可消失，患者耐受性良好。

３　讨论
　　骨髓巨核细胞生成的调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ＩＬ１１
是正调控因子，与 ＳＣＦ、ＩＬ３、ＧＭＣＳＦ联用，可促进 ＣＦＵＧＥＭＭ
多系造血集落生成［３］。在动物实验中，白介素１１能够促进血
小板生成，约在１４～２１ｄ达到峰值［４］。ｒｈＩＬ１１体内应用可促
进巨核细胞的产生、分化和成熟，缩短其分化成熟时间，诱导血

小板的生成［５］。本次对照研究结果显示，使用重组人白介素
１１治疗组跟单纯输注血小板组相比，在血小板下降谷值上，治
疗组高于单纯输注组（Ｐ值 ＜０．０５），在血小板恢复过程中，血
小板上升时间治疗组明显短于单纯输注组（Ｐ值＜０．０５），人均
输注血小板总量治疗组也少于对照组（Ｐ值 ＜０．０５）。与近年
来国内一些关于重组人白介素１１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后血小
板减少的报道结果相符合［６－７］。可以认为，使用重组人白介素
１１能够有效地缩短急性白血病诱导缓解治疗后血小板减少的
时间，降低出血风险，减少输注血小板量。但两组 ＣＲ和 ＰＲ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重组人白介素１１对化疗效果无影响，
与王爱华等［６］的报道一致。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未发现在白介

素１１治疗过程中有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可能与使用剂量偏小
有关。且在停药后这些不良反应均可好转。由于单采血小板

价格昂贵，又受到血源紧张的影响，且在多次输注后可出现同

种免疫反应，导致体内有血小板抗体产生，使输注效果变差，影

响治疗效果［８－９］，并且还有传播疾病的风险。故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急性白血病患者在化疗后可使用重组人白介素１１治
疗，以降低骨髓抑制导致的血小板减少和继发出血的风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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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患者经济负担，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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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１］，分值越高，病情越危重［２］。ＳＮＡＰ评分系统能
够在包含不同人群组的ＮＩＣＵ中得到广泛应用［３］。

表２　尿α１微球蛋白的高危因素相关性分析

相关因素 Ｒ２ Ｐ值

胎龄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０
出生体重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０
Ａｐｇａｒ１分钟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４
Ａｐｇａｒ５分钟 ０．００１ ０．８３０
ＳＮＡＰ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

表３　ＳＮＡＰ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回归分析结果

相关因素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９５％区间 回归系数 Ｐ值

胎龄 ０．８６２ ０．６４８～１．１４７ －０．１４８ ０．３０９
出生体重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９～１．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７０
尿α１ＭＧ／１００ １．５６６ １．０６６～２．３０１ ０．４４８ ０．０２２

　　人类胚胎的肾发育多在３２～３６周之间完成，但早
产儿肾功能的完善与成熟尚需相当长时间，如患儿出

现低氧血症、酸中毒、微循环障碍等可使早产儿的肾功

能成熟进一步延迟或使不完善的肾功能发生衰竭［４］。

目前认为尿 α１ＭＧ是判断早产儿肾功能特别是肾小
管功能的重要指标［５］。α１ＭＧ是一种低分子量蛋白，
产生量较稳定，经肾小球滤出，９９．９％被肾小管再吸收
分解，正常情况下，尿中 α１ＭＧ含量甚微。当肾小管
上皮细胞结构完整性遭到破坏，使得肾近曲小管重吸

收α１ＭＧ能力降低，α１ＭＧ排泄增加［６］。有文献报

道，尿微量蛋白可作为判断危重患者预后的可靠指

标［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尿α１ＭＧ含量与早产儿
的胎龄及出生体重呈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胎龄及出

生体重的增长，肾功能逐渐发育成熟，肾小管对微球蛋

白的重吸收能力逐渐增加，尿α１ＭＧ含量降低。
新生儿窒息时，将会引起肾功能损伤，而尿 α１

ＭＧ作为肾功能指标其水平将会升高［８９］。在本研究

中，早产儿尿α１ＭＧ含量与其 Ａｐｇａｒ评分无相关。这
可能是因为虽然 Ａｐｇａｒ评分系统常被用于窒息的诊
断［１０］，但由于评分时存在许多主观因素及早产儿肌张

力和对刺激的反应较差导致低 Ａｐｇａｒ评分，故我们认
为，Ａｐｇａｒ评分并不能作为判断是否窒息的唯一标
准［１１］。

早产儿肾功能除与胎龄及出生体重相关外，更与

患儿出生后的疾病危重程度有关，在本研究中，通过使

用 ＳＮＡＰ判定早产儿的疾病危重程度，结果显示其
ＳＮＡＰ值越高，患儿病情越危重，患儿病死率越高。同
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患儿的尿 α１ＭＧ含量与 ＳＮＡＰ
分值呈正相关，即患儿的 ＳＮＡＰ分值越高，病情越危
重，患儿尿 α１ＭＧ含量越高，提示肾小管对微球蛋白
的重吸收功能越差，肾功能受损越重，同时提示尿

α１ＭＧ含量与早产儿疾病危重程度直接相关。因此，
我们认为尿 α１ＭＧ可以作为评价新生儿肾功能的灵
敏指标，亦能对疾病的危重程度有一定的预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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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改良内镜下胃空肠营养管放置的效果评价
张慧，沈翔，蔡世飞，胡俊

【摘　要】　目的　总结分析改良内镜引导下放置胃空肠营养管的置管方法与技巧及效果评价。方法　选择需放置空
肠营养管的患者共４２例，给予口服达克罗宁胶浆１０ｍｌ。常规上消化道内镜检查观察病变，然后经内镜引导，直接送入
或用活检钳夹住胃内鼻肠管的固定线头，利用胃镜及胃肠蠕动将其推送至Ｔｒｅｉｔｚ韧带以下。缓慢轻柔抽出导丝，胶布固
定营养管。结果　改良胃镜下空肠营养管共４２例，放置一次性成功率为１００％，平均置管时间约８ｍｉｎ，程序简单，无并
发症发生。结论　空肠营养管为不能经口及胃进食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改良胃镜下放置空肠营养管成功率高、
方法简单、不良反应少，高效、安全。

【关键词】　肠内营养；空肠营养管；改良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５９．３　Ｒ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７３０２

　　肠内营养（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Ｎ）符合人体生理需要，且具有
安全有效、经济简单的特点，与肠外营养（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Ｎ）相比已成为患者营养支持的首选。近年来，随着肠内营养
学的发展，临床上需要放置空肠营养管的患者逐渐增多。我院

于２００９年开始至今已成功放置空肠营养管４２例，取得满意效
果，现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需放置空
肠营养管的患者共４２例，其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２４例；年龄为
４０～８５岁，平均５２．５岁。其中胰腺炎２７例，肿瘤晚期胃肠功
能障碍１０例，上腹部手术后胃功能障碍２例，脑血管意外３例。
１２　置管方法
１２１　仪器　富士能４４００电子胃镜及复尔凯鼻肠管（长１３０
ｃｍ，外径０．３３ｃｍ）。
１２２　术前准备　术前准备同普通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相同，
患者术前禁食８ｈ，询问患者有无鼻部手术及鼻出血病史，清洁
鼻腔。幽门不全梗阻患者术前洗胃，若插胃管患者需事先拔出

胃管。鼻肠管前端用四号手术线系一个 １．５ｃｍ的手术结线
头，将鼻肠管管腔内注入适量石蜡油（方便导丝拔出）并在鼻肠

管表面用石蜡油充分润滑备用。

１２３　操作方法　危重患者可给予吸氧、心电监护、血氧饱和
度的监测，神智清楚及能配合的患者可给予达克罗宁胶浆口

服，神志不清及不能配合的患者可在麻醉科的配合下予以静脉

推注丙泊酚麻醉。患者需采取左侧卧位，有利于操作，但若意

识不清，使用辅助呼吸的患者，可将患者右侧稍垫高，操作时助

手随时吸出口腔分泌物，防止误吸。助手将之前准备好的鼻肠

管从鼻孔插入，约４０～４５ｃｍ至贲门下，操作者进胃镜至胃腔
内，助手在内镜引导下继续轻柔推进鼻肠管至幽门口，可轻轻

推拉鼻肠管，保证在胃内无卷曲，随胃蠕动，轻推鼻肠管，可直

接将其插入十二指肠降部。若幽门水肿，或患者反应大，鼻肠

管不易直接插入，进胃镜至胃窦部，送入活检钳，夹住鼻肠管前

端线头，此时助手可轻拉鼻肠管，将其拉直，防止胃内卷曲，方

便鼻肠管操作。进胃镜至十二指肠降部，将鼻肠管带入十二指

肠降部，松开活检钳（松开时可轻轻抖动３～４下，以免牵拉）。
在胃镜观察下继续推进鼻肠管，若遇肠带阻挡，可轻拉或抖动，

随肠蠕动可越过肠带，直至胃管至 Ｔｒｅｉｔｚ韧带下约２０～４０ｃｍ。
此时助手固定鼻肠管，边吸气边后退胃镜。退出胃镜后，轻柔

抽出导丝，用胶布将鼻肠管体外固定。

１２４　术后处理　放置鼻肠管后，妥善固定营养管。准备肠
内营养前后，需生理盐水冲洗防止阻塞。术后观察腹部情况，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沈翔，电子信箱：３５０３１８１７８＠ｑｑ．ｃｏｍ

有无食物反流及消化道出血等，胰腺炎患者２４ｈ内检测淀粉
酶。

２　结果
　　经内镜下放置胃空肠营养管共 ４２例，一次性成功率
１００％。平均置管时间约 ８ｍｉｎ，所有患者均无咽痛、腹痛、呕
吐、穿孔、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发生。改良方法内镜下放置空

肠营养管用时短、程序简单，主要是配合胃肠的生理蠕动协助

鼻胃管置入，避免反复推送胃镜给患者造成损伤，并取得满意

效果。

３　讨论
　　肠外营养曾是长期禁食患者的主要营养方式，但其存在较
多的弊端，例如：胃肠黏膜萎缩、胃肠功能紊乱、消化道菌群失

调等［１］。有资料显示，肠内营养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较静脉营

养组低［２］，所以肠内营养日益受到重视。现在临床上越来越提

倡空肠营养，只要条件允许即行早期肠内营养支持。肠内营养

有利于维持肠道黏膜的屏障功能，早在１８５８年Ｂｕｓｃｈ就首次报
道维持肠道黏膜的屏障功能，能防止各种感染的侵入［３－４］，这

也是患者康复的重要环节。此外，肠内营养时营养吸收全面，

且费用仅为肠外营养的３３％，甚至更低［５］。

空肠营养管的放置主要分为手术和非手术方法，手术方法

通常用于经胸腹部手术患者，因为医生可以在手术的同时放

置，使得放置位置较为准确；非手术方法主要有常规方法、透视

下放置［６］及内镜下放置［７］三种。常规的置管方法即是经鼻将

鼻肠管放于胃内，靠胃的蠕动将营养管头送达至 Ｔｒｅｉｔｚ韧带以
下的肠管，该法具有的优点是侵袭性小，但需时较长，且需要多

次在Ｘ线下定位，增加了放射线的损害，如果患者胃动力减弱，
即便使用改良的鼻肠管，其成功率也很有限，仅为１７％左右。
透视下置管，成功率相对于传统方法较高，但不能用于禁止搬

动的患者，且亦存在放射性损伤的问题，因此该法实际应用不

多。本文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从鼻孔插入鼻肠管约４５ｃｍ时
进胃镜，观察无病变及梗阻，可直接在胃镜观察下借助胃肠蠕

动推送鼻肠管至Ｔｒｅｉｔｚ韧带以下或是利用活检钳夹住鼻肠管前
端线头，用胃镜送鼻肠管至十二指肠降部后，再配合胃肠蠕动，

轻推鼻肠管至Ｔｒｅｉｔｚ韧带以下。这种方法避免了盲视置管的缺
点，可以做到定位置管，保证了置管的准确性，成功率达１００％。
此法与在鼻肠管前放置四个线头反复推送进镜法的成功率

９６．４％［８］相当，操作更简单，患者痛苦小，利用生理蠕动操作，

对患者几乎无损伤，而且方便快捷，数分钟内即可完成操作，术

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的概率极小。

为提高置管成功率，防止拔出胃镜时带出鼻肠管，可注意

以下几点细节：①拔出胃镜时可一边退镜一边要求患者吸气；
②术前可将鼻肠管腔内注入石蜡油，方便导丝拔出；③活检钳
夹住鼻肠管时不可过度用力拉直，否则可能导致鼻肠管张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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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退镜时容易带出。

总而言之，空肠营养为不能经口及胃进食的患者提供了一

个新的选择。本文所提及胃肠空肠管放置改良方法具有置管

成功率高，方法简单，不良反应少，高效安全等优点，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１］　欧希龙，孙为豪，曹大中，等．胃镜下放置空肠营养管建立肠内营
养［Ｊ］．中华消化内镜杂志，２００６，２３（１）：６１６２．

［２］　徐林友，吴斌，洪伟．食管癌患者术后早期肠内营养的疗效观察
［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２）：２３１２３３．

［３］　张毅，谭黎杰，钱成，等．食管癌患者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作
用［Ｊ］．肠外与肠内营养，２００７，１４（５）：２８２２８５．

［４］　陈荣海，杨进华，何国永．早期肠内营养在胃底贲门癌术后的应用

研究［Ｊ］．河北医学，２００８，３０（４）：４４２４４４．
［５］　ＫｕｍａｒＡ，ＳｉｎｇｈＮ，ＰｒａｋａｓｈＳ，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ａ

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ｎａｓｏｊｅｊｕｎａｌａｎｄｎａｓｏｇａｓｔｒｉｃｒｏｕｔｅｓ［Ｊ］．ＪＣｌ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６，４０
（５）：４３１４３５．

［６］　李长波．Ｘ线下超滑导丝法置空肠营养管的临床应用［Ｊ］．河南大
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８（３）：２２３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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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及实验室指标比较　治疗组患者腹痛、腹胀缓解时
间为（５．２７±２．２５）ｄ，对照组患者腹痛、腹胀缓解时间
为（６．９６±３．１２）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实验室指标比较见表２，两组患者在
治疗前２ｄ白细胞及血淀粉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第３天后治疗组白细胞、血淀粉酶均较对
照组明显下降（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实验室指标比较

组别 ｎ 时间（ｄ） 白细胞（×１０９／Ｌ） 血淀粉酶

治疗组 ２０ ０ １７．９３±４．５２ １１５２．２３±２１３．５１
１ １６．５８±４．２１ ９２４．３７±２０２．４３
３ １１．９６±２．８３＃ ３５２．６７±９８．５５＃

７ ８．８３±１．８９＃ １９８．３６±６２．９７＃

对照组 １７ ０ １７．５６±４．４９ １２０５．１８±２１８．４６
１ １６．８２±４．３５ １００９．７４±２０７．１２
３ １４．３９±３．９７ ８９６．３５±１８２．９１
７ １１．８７±２．７８ ６３１．６１±１２２．４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ＳＡＰ是常见的急腹症之一，发病急、临床症状重、
并发症多，常可引起休克、ＡＲＤＳ、ＭＯＤＳ而危及生命。
全病程大体分三期：急性反应期、全身感染期和残余感

染期；因其起病急骤，且发病机制复杂，临床治疗效果

不理想，仍有较高的病死率。在临床上，控制全身炎症

反应、调节微循环障碍是控制临床病情、避免继发感染

和病情恶化的重要措施［３］。我国 ＡＰ的主要病因是胆
源性，过多的酒精摄入是男性 ＡＰ患者最常见病因，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高脂血症引起

的ＡＰ也越来越多［４］。

血必净注射液是王今达教授根据清代名医王清任

古方血府逐瘀汤为基础研制而成的，主要成分含有川

芎、赤芍、丹参、红花等，理论基础是“菌、毒、炎并治”，

具有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改善微循环、清除自由基，降

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等作用。大量

基础研究以及临床实践表明血必净注射液能够减少

ＴＮＦα、ＩＬ１β等炎性因子的产生，通过抑制炎症反应，
减轻胰腺损伤［５］。在 ＳＡＰ大鼠血清中 ＨＳＰ７０明显增
加，血必净通过降低ＳＡＰ大鼠血清ＨＳＰ７０表达来发挥

抗炎作用［６］。血浆内皮素具有强烈缩血管作用，使胰

腺微血管痉挛，胰腺缺血坏死，血必净能够拮抗 ＳＡＰ
患者内皮素的产生［７］；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血必净注

射液能够减少纤维蛋白原含量，具有提高超氧化物歧

化酶活性的作用，调节过高或过低的免疫反应，对免疫

功能具有双向调节能力；血必净有效抑制促炎细胞因

子的释放，能抑制 ＴＮＦα分泌，上调 ＩＬ１０水平，调节
细胞因子平衡，从而促使 ＳＡＰ的恢复［８］。研究表明血

必净联合血液净化治疗严重脓毒症可预防多器官功能

障碍综合征的发生，同时降低病死率［９－１０］。本研究证

明：血必净注射液可使 ＳＡＰ患者腹痛腹胀缓解时间明
显缩短，血淀粉酶、白细胞明显下降。血必净具有调节

免疫性炎性介质的作用，可以改善患者预后，提高生活

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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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生长抑素在肠梗阻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胡俊顶，孙善林

【摘　要】　目的　探讨生长抑素在肠梗阻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将１３５例肠梗阻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６０
例）常规治疗，包括胃肠减压、灌肠、补液及抗感染治疗等；观察组（７５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生长抑素，８ｄ后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改善情况。结果　胃痛缓解时间、腹胀缓解时间及肛门排气时间，观察组分别为（３．３±１．７）
ｄ、（２．９±１．６）ｄ、（２．３±１．５）ｄ，明显少于对照组的（５．４±１．９）ｄ、（４．７±１．９）ｄ、（４．４±１．９）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生长抑素是治疗肠梗阻有效、经济、安全的药物。
【关键词】　生长抑素；肠梗阻；治疗结果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４．２　Ｒ９７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７５０２

　　近年来研究发现，生长抑素能有效抑制胃肠道分泌和蠕
动，缓解肠梗阻引起的各种症状。我们将生长抑素用于治疗急

性肠梗阻，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现将资料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我科共收治肠梗
阻的患者１３５例，男性８１例，女性５４例；年龄２６～７７岁，平均
（４２．５±７．１）岁。发病至入院时间３ｈ～３ｄ。临床表现均有不
同程度的腹胀、腹痛、呕吐、肛门停止排气排便等症状，腹部立

位平片可见肠管扩张、阶梯状气液平面。入院时明确诊断为肠

梗阻。患者中８１例有手术史：阑尾手术４５例、胃手术１１例、胆
道手术１３例、妇科手术１２例。排除绞窄性肠梗阻和严重肝肾
功能损害者，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７５例，男性４４例，女性３１例，平均年龄（５０．８±８．２）岁，病程
（２８．０±８．２）ｈ；其中粘连性肠梗阻４５例，术后炎性肠梗阻１５
例，老年粪性肠梗阻５例，肿瘤性肠梗阻１０例。对照组６０例，
男性３７例，女性２３例，平均年龄（５０．８±９．１）岁，病程（２６．０±
４．８）ｈ；其中粘连性肠梗阻４１例，术后炎性肠梗阻８例，老年粪
性肠梗阻５例，肿瘤性肠梗阻６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
程、病因和类型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禁食水、胃肠减压、肥皂水灌肠、
补液、抗炎、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胃肠外营养等常规治

疗；观察组在以上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生长抑素，２５０ｍｌ生理盐
水加入生长抑素３ｍｇ缓解静脉注射液（１２ｈ微泵维持）。
１３　观察指标　除常规测电解质、化验血常规、治疗前后进行
腹部Ｘ线平片检查外，重点观察记录两组患者腹痛、腹胀等症
状减轻或消除时间，肛门排气排便时间，胃肠减压量，统计住院

时间。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治愈：经腹部Ｘ线平片证实，症状及体征
均消失，电解质指标完全正常；好转：症状及体征明显好转，电

解质指标接近正常；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明显好转或加剧，电解

质指标未改善。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数据以（ｘ±ｓ）表示，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见表１。治疗８ｄ后统计，１３５例肠梗阻
患者除１５例治疗过程中出现肠绞窄或恶性肿瘤引起完全性肠
梗阻而行手术治疗外，其余１２０例均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治疗效
果。观察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而住院时间观察组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症状缓解情况及副反应　１２０例肠梗阻患者经治疗后腹

作者单位：２３６０００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普外科
通讯作者：胡俊顶，电子信箱：２４５７７６３７２＠ｑｑ．ｃｏｍ

痛与腹胀得以消除和缓解，但观察组与对照组腹痛与腹胀缓解

时间、肛门排气时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见表２。观察组中出
现腹部感染和注射部位疼痛各１例，经对症处理后治愈，对照
组无任何不良反应。

表１　两组肠梗阻患者治疗结果比较（ｎ，％）

组别 ｎ 住院时间 治愈 好转 总有效 无效

观察组 ７５ ５．３±３．７ ６４（８５．３３） ７（９．３３） ７１（９４．６７）△ ４（５．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９．７±４．８ ４１（６８．３３） ８（１３．３３） ４９（８１．６７） １１（１８．３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肠梗阻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组别 ｎ
腹痛缓解时间

（ｄ）
腹胀缓解时间

（ｄ）
肛门排气时间

（ｄ）
腹胀解压量（ｍｌ／ｄ）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７５ ３．２±１．６ ２．８±１．５ ２．３±１．４ ４２１±１７２ １４８±９１
对照组 ６０ ５．２±１．８ ４．５±１．７ ４．６±１．９ ４１８±１６１ ２８６±８７
ｔ值 ８．６７８ ７．４５２ ９．５７４ ０．１４８ １０．５６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肠梗阻时的肠腔积液及肠管扩张主要由下列因素所致：胃
肠、胰液、胆汁等主要液体及气体。一方面，肠管积气扩张，大

量液体积聚，导致肠管膨胀和压力升高，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

如恶心、呕吐、腹痛腹胀、排便排气消失等；另一方面肠系膜血

供减少，灌注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细菌大量繁殖，损伤

黏膜发生毒素吸收及菌群移位，更加重了产气和积液，形成恶

性循环，最终导致肠坏死、穿孔［１］，出现休克。因此，肠道内分

泌－吸收平衡的破坏被认为是这一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并形成
分泌－扩张－再分泌的恶性循环，而粘连性肠梗阻和术后早期
炎性肠梗阻为临床上处理较为棘手的急腹症，其再手术效果不

佳的可能性极高，临床上以保守治疗为主，不建议早期手术［２］，

但常规治疗效果欠佳、病程长。研究表明，减少梗阻段以上肠

内液体及气体积聚，是治疗肠梗阻的必需方法。胃肠减压虽然

可以被动地吸出部分胃肠道内积气积液，但同时也使大量水电

解质丢失，加剧机体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的紊乱。补液、纠正

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全胃肠外营养和应用抗生素等均是一

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此，积极探索和发现能阻止以上任何

一个环节的有效药物是当前保守治疗肠梗阻临床中所关注的

焦点。

生长抑素是人工合成的环状十四氨基酸肽，其与天然生长

抑素在化学结构和作用机理上完全相同，它能够抑制多种激素

的分泌，能促进肠黏膜对消化液的吸收，减少体液丧失，继之减

轻肠扩张缺血，阻断肠梗阻病理过程中的恶性循环［３］。有报道

指出，在完全胃肠外营养基础上使用生长抑素，可使消化液分

泌量减少９０％。此外，生长抑素还能降低血浆内毒素水平，刺
激Ｔ细胞再生，提高机体免疫功能［４］。本研究显示，两组有效

率比较虽无统计学上的意义，但腹痛、腹胀的缓解速度、平均肛

门排气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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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６５例临床分析
韦夙，黄锦雄，王乐

【摘　要】　目的　探讨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
月期间在柳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６５例临床资料。结果　侵袭性真菌感染部
位最主要在肺部（７８．４６％），真菌种类以白色念珠菌（３３．３３％）及热带念珠菌（２３８１％）最多，抗真菌治疗有效率为
６３．０８％；持续性低中性粒细胞血症 ５ｄ以上（χ２＝１９７０１，Ｐ＝００００）、使用广谱抗生素 ７ｄ以上（χ２＝１６７４９，Ｐ＝
０００１）、化疗过程使用糖皮质激素（χ２＝１７３４０，Ｐ＝００００）是导致恶性血液病患者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　对存
在一定危险因素的恶性血液病患者应注意预防侵袭性真菌感染并及早予预防治疗。

【关键词】　恶性血液病；侵袭性真菌感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３　Ｒ５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７６０２

　　恶性血液病患者自身免疫力已低下，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细
胞毒性药物、广谱抗生素、免疫抑制剂等，导致抵抗能力日趋直

下，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高发人群［１］。侵袭性真菌感染没有特

征性临床表现，临床上常被忽略，予真菌培养所需时间较长、检

出阳性率低，导致诊断不明确，未能及时予以适当的治疗，造成

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的病死率较高［２］。因此，

了解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有助于对患

者实施预防措施并予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案。笔者通过６５例恶
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恶性

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０６年４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期间在
我院住院治疗的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共 ６５
例，其中男性 ３８例，女性 ２７例；平均年龄（５２９１±６２４）岁。
所选病例均符合张之南编写的《血液病诊断及治疗标准》中恶

性血液病诊断标准，其中包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１０例、急性
髓系白血病３１例、淋巴瘤４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８例、慢性

作者单位：５４５００６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医院血液内科
通讯作者：韦夙，电子信箱：ｗｅｉｓｕｗｓｑ＠１６３．ｃｏｍ

淋巴细胞白血病３例、多发性骨髓瘤５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２
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１例、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
症１例。

选取同期住院治疗的无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恶性血液病患

者６５例作为对照组，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比较分析。
１．２　诊断标准　　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标准参照《血液病／
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３］，根

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并综合考虑患

者自身因素，分层诊断为确诊、临床诊断与拟诊。

１．３　治疗方法　抗真菌药物包括：两性霉素Ｂ静滴，１次／ｄ，开
始给药００２ｍｇ／ｋｇ，然后每天加５ｍｇ至０５～１ｍｇ／ｋｇ维持；伏
立康唑静滴，１２ｈ１次，第１个２４ｈ予６ｍｇ／ｋｇ，其后４ｍｇ／ｋｇ维
持；醋酸卡泊芬净静滴，１次／ｄ，１次给药５０ｍｇ；米卡芬净，每天
１５０ｍｇ；伊曲康唑静滴，前２ｄ每天２次，第３天开始每天１次
维持，每次２００ｍｇ；氟康唑注静滴，首次剂量０４ｇ，以后每次
０２ｇ，１次／ｄ。具体用药及疗程按病情变化决定，疗程最久不
超过６个月。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３］　完全缓解：侵袭性真菌感染引起的临
床症状与体征全部消失，影像学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相关实

验室检查提示真菌已清除；部分缓解：症状与体征有所改善，影

像学检查示感染灶直径减少２５％以上，实验室检查示真菌清

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生长抑素是治疗肠梗阻的一种有效、安
全的药物。本研究中，接受生长抑素治疗的患者，多数在２～３
ｄ起效，最快５ｈ，最慢在治疗后１０ｄ。因此，有报道指出，对肠
梗阻的患者，生长抑素应尽早、及时使用，且静脉持续泵入较皮

下注射效果好。对结肠恶性肿瘤引起的不全肠梗阻的患者，尽

早使用生长抑素，可以尽快缓解患者腹痛、腹胀症状，节省术前

肠道准备时间，为尽早进行手术治疗提供可靠的保障。同时，

也避免了肠道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肠造瘘或二次手术的创伤。

我们研究发现，接受生长抑素的治疗组胃肠减压量明显少于对

照组，说明生长抑素能广泛抑制胃肠道的分泌，这为尽早拔出

胃肠减压管、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了基础保障。生长抑素

在肠梗阻所致的疼痛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研究中，观

察组腹痛缓解时间为（３．３±１．６）ｄ，而对照组为（５．２±１．９）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生长抑素治疗腹痛的机制可能为生长抑

素与体内受体（ＳＳＴＲ）结合，通过一系列中枢机制来压制疼痛。
此外，生长抑素抑制胃肠道分泌，减少胃肠道液体积聚，使胃肠

道张力降低，减少对胃肠道张力感受器的刺激，亦有助于疼痛

的缓解［５］。

需指出的是，生长抑素治疗肠梗阻主要是阻止肠管的体液

丧失，缓解肠壁扩张，抑制肠管蠕动，仍属辅助治疗［６］，因此对

治疗后４８ｈ仍不排气排便，出现腹痛腹胀加重，肠鸣音减弱及

腹穿有血性液体时，应及时中止治疗，尤其是对绞窄性肠梗阻

要慎用生长抑素，以防掩盖症状、延误诊断和干扰正确治

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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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或有定量的标志物经过２次检测均低于诊断界值；稳定：症
状与体征无明显改善，影像学检查及实验室检查未显示疾病有

进展；疾病进展：症状与体征加重、恶化，影像学检查发现新的

感染病灶或原有病灶扩大，实验室检查提示真菌感染持续阳

性；死亡：与侵袭性真菌感染相关原因引起死亡。完全缓解率

及部分缓解率之和为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诊断及用药情况　６５例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
患者，确诊３例，临床诊断２２例，拟诊４０例。最终使用两性霉
素Ｂ治疗的２５例，氟立康唑１７例，卡泊芬净１０例，伊曲康唑注
射液７例，氟康唑注射液４例，米卡芬净２例。
２．２　真菌感染分布情况　真菌感染部位主要是肺部７８．４６％
（５１／６５）及口腔２３．０８％（１５／６５），还有胃肠道（９／６５）、血液（８／
６５）、皮肤软组织（３／６５）、会阴部（１／６５）及鼻腔鼻窦（１／６５）。
部分患者同时有２个或以上的感染部位，如血液感染的患者均
合并有肺部感染。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热，并有相应感

染部位的症状与体征，如肺部感染见咳嗽咳痰、气喘胸闷等。

２．３　真菌种类情况　对６５例患者的痰液、血液、大小便、皮肤
组织或牙龈拭纸、咽拭纸、肛周拭纸培养出真菌４２株，检出率
为６４６２％；其中白色念珠菌１４例、白假丝酵母菌１０例、热带
念珠菌８例、曲霉菌５例、克柔念珠菌３例、毛霉菌１例、新型隐
球菌１例。有１０例患者合并有细菌感染，包括铜绿假单胞菌、
大肠杆菌、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２．４　治疗情况　６５例患者经过抗真菌治疗后，完全缓解 ２０
例，占３０７７％，部分缓解２１例，占３２３１％，总有效率６３０８％；
１５例稳定，６例疾病有进展，３例死亡。
２．５　易感因素分析　６５例患者均是在化疗后并发真菌感染，
且均有使用广谱抗生素，其中６０例（９２．３１％）使用２种或２种
以上；５８例（８９２３％）发病前表现持续性低中性粒细胞血症；２３
例化疗时使用糖皮质激素；３９例住院时间较长；１２例合并糖尿
病；７例行锁骨下静脉穿刺插管；３例留置导尿管。

与６５例无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恶性血液病患者进行相关危
险因素比较，如表１所示：持续性缺乏粒细胞 ５ｄ以上（χ２＝
１９７０１，Ｐ＝００００）、使用广谱抗生素７ｄ以上（χ２＝１６７４９，Ｐ＝
０００１）、化疗过程中使用糖皮质激素（χ２＝１７３４０，Ｐ＝００００）
是导致恶性血液病患者发生侵袭性细菌感染的易感因素。

表１　恶性血液病发生侵袭性真菌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 感染组 对照组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５２．９１±６．２４ ５１．７４±８．５５ １．２９３ ０．５７１
性别（男／女，ｎ） ３８／２７ ３５／３０ １．５１３ ０．５４９
持续粒细胞缺乏＞５ｄ（％） ８９．２３ ３．０８ １９．７０１ ０．０００
抗生素使用２种以上（％） ９２．３１ ８７．６９ ２．２４７ ０．４１９
抗生素使用＞７ｄ（％）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８５ １６．７４９ ０．００１
使用糖皮质激素（％） ３５．３８ １０．７７ １７．３４０ ０．０００
住院时间（ｄ） ２０．５５±３．５１ １３．５５±６．５１ ４．７９０ ０．１５０
合并糖尿病（％） １８．４６ １５．３８ ３．６６１ ０．２０７
大静脉插管（％） １０．７７ ７．６９ １．２０１ ０．６０７
留置导尿管（％） ４．６２ １．５４ ２．９０１ ０．４７２

３　讨论
侵袭性真菌感染是恶性血液病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随着

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等广泛运用及强化化疗、骨髓移植术

等新治疗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恶性血液病患者并发侵袭性真菌

感染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病死率高［４］。因此，掌握恶

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十

分重要。目前，对于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明确诊断仍较困难，因

其无特征性临床表现；真菌培养耗时久且检出阳性率低；难以

实施侵入性检查手段等［５］，因此，侵袭性细菌感染的诊断分为

确诊、临床诊断及拟诊三个层次。

有研究显示患者缺乏粒细胞持续时间大于５ｄ、使用广谱
抗生素超过７ｄ、合并糖尿病、化疗中使用糖皮质激素及住院时
间超过２０ｄ等危险因素与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发生具有显著相
关性［６］。国外也有研究发现中性粒细胞的减少与侵袭性真菌

感染的发生明显相关，当中性粒细胞数量低于０５×１０９／Ｌ时，
侵袭性真菌感染率达到２９％～５０％［７］；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产

生的副作用使患者免疫力下降，增加真菌感染风险［８］。谭筱江

等［９］认为细菌被抗生素抑制的情况下，真菌容易大量增殖导致

真菌感染的发生。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均在化疗后感染真菌，

且经分析后显示持续性缺乏中性粒细胞５ｄ以上、使用广谱抗
生素７ｄ以上以及化疗时有使用糖皮质激素是导致恶性血液病
患者发生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表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

患者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侵袭性真菌感染。

侵袭性真菌感染部位的不同，所表现出的临床特征也有所

不同，而发热几乎是共有的症状。与众多研究结果一致，发生

肺部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患者最多，占７８４６％，其次是口腔，而
对于真菌的培养，分离率最高的是白色念珠菌及热带念珠菌，

分别是３３３３％和２３８１％，与郑玉荣［１０］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由此可看出，念珠菌属是引起感染的主要真菌种类，尤其以白

色念珠菌为主。

根据治疗原则对患者予以适当的抗真菌治疗，其有效率为

６３０８％，疗效结果一般，有３例患者治疗无效而死亡，考虑其
中的原因可能有：未能及时发现侵袭性真菌感染，错失了最佳

的治疗时机；真菌感染的同时并发有细菌感染，感染情况控制

不佳；由于患者同时有多种疾病，接受较多治疗，导致免疫力低

下，与疾病对抗能力下降；部分真菌对药物产生耐药性，导致药

物效果未能充分发挥等。

综上所述，对于恶性血液病患者，若存在一定的危险因素，

应及早预防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发生。

参考文献

［１］　李春．去白细胞输血对于恶性血液病患者免疫功能影响临床研究
［Ｊ］．河北医学，２０１２，１８（１１）：１６０１１６０２．

［２］　Ｃａｍｐｓ，ＩＲ．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ａ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
ｇｅｎｔｓ，２００８，３２（ｓｕｐｐｌ．２）：Ｓ１１９Ｓ１２３．

［３］　《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委员会．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
感染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修订版）［Ｊ］．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１０，
４９（１０）：４５１，７２０．

［４］　张俊，汪德珍，周德军，等．去甲万古霉素有效治疗恶性血液病化
疗后感染［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８（９）：１１１５１１１６．

［５］　王红团，王琳，陈晓霞，等．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４０例
临床分析［Ｊ］．新医学，２００８，３９（７）：４５０４５２．

［６］　杨清明，彭朝津，刘芳，等．老年恶性血液病患者并发侵袭性真菌
感染的临床分析［Ｊ］．白血病·淋巴瘤，２００９，１８（６）：３５６３５８．

［７］　ＣａｍｐｏＭ，ＬｅｗｉｓＲＥ，ＫｏｎｔｏｙｉａｎｎｉｓＤＰ．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ｆｕｓａｒｉｏｓ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ａｔａ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１９９８２００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６０（５）：３３１．

［８］　ＬｅｈｍｂｅｃｈｅｒＴ，ＦｒａｎｋＣ，ＥｎｇｅｌｓＫ，ｅｔ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ｏｒｔｅｍｅｐｉ
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６１（３）：２５９．

［９］　谭筱江，孟凡义，秦建增，等．恶性血液病合并肺部真菌感染的危
险因素分析［Ｊ］．南方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２５０６２５０９．

［１０］　郑玉荣．恶性血液病中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临床表现以及诊断
分析［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１，１５（１１）：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２）

·７７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全科临床研究·

帕罗西汀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伴焦虑抑郁的疗效观察
李康福，郭灼林，梁红生

【摘　要】　目的　观察抗抑郁药帕罗西汀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伴有焦虑、抑郁症状患者的近期疗效。方法　采用贝克抑
郁调查表（Ｂｅｃｋ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ＢＤＩ）进行问卷调查，将问卷调查评分＞１０分的５２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随机分为
Ａ组和Ｂ组，各２６例，Ｂ组除常规冠心病二级预防治疗外，还给予心理干预和口服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
ＲＩｓ）类抗抑郁药物盐酸帕罗西汀１０～２０ｍｇ／ｄ治疗；Ａ组仅给予常规冠心病二级预防治疗。结果　Ｂ组经治疗后较 Ａ
组ＢＤＩ评分明显下降（Ｐ＜０．０５），梗死后心绞痛或再次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
心脏性猝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同时联
合盐酸帕罗西汀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疗效。

【关键词】　急性心肌梗死；抑郁症；焦虑；帕罗西汀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２．２２　Ｒ７４９．４２　Ｒ９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７８０２

　　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是严重且常见的心血管疾病，随着健
康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及激烈的竞争环境，导致该病

发生率上升，并有向低年龄段发病的明显倾向。该病起病危

急、凶险，病情变化快，愈后差。由于 ＡＭＩ可直接危及患者生
命，以及患者本身对心脏健康知识的匮乏，所以患者往往会产

生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或精神障碍方面表现，其中以焦虑、

抑郁状态最为多见［１－２］。焦虑、抑郁状态可通过增加交感神经

系统的兴奋性，增加心肌耗氧量，从而增加了冠心病患者的病

死率，降低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的生存质量，影响患者预后。

本研究对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ＡＭＩ患者除常规冠心病二级预
防外还进行心理干预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取得满意的效果。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８月 －２０１１年８月在我院心内
科收治的５２例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
者均符合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内科学第７版急性心肌梗
死的诊断标准。全部患者于入院后３ｄ内接受问卷调查，问卷
采用贝克抑郁调查表。问卷调查评分 ＞１０分者为符合入选条
件，共入选５２例患者，随机将其分为Ａ组和 Ｂ组。Ａ组２６例，
其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８例，年龄（６６．３±１２．３）岁；Ｂ组２６例，
其中，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６５．６±１２．６）岁。患者无交
流和沟通障碍，能够与主管医师和护理人员进行有效的交流和

沟通；既往无精神系统疾病，未作过任何抗抑郁治疗。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包括 β受体阻滞剂、硝酸酯
类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他汀

类降脂药、钙离子拮抗剂等常规冠心病二级预防药物治疗，Ｂ
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给予心理干预联合口服盐酸帕罗西汀片

（赛乐特）１０～２０ｍｇ／次，１次／ｄ。连续治疗１２周。
１３　随访内容　连续随访１２周后再次进行问卷调查评分和
疾病转归调查（包括梗死后心绞痛、再次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以

及心脏性猝死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验，计数资料
比较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Ａ、Ｂ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以及血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
组、Ｂ组在治疗前ＢＤＩ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在住院天数及常规治疗方案上亦无明显性差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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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表１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治疗前ＢＤＩ评分和基本情况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ＢＭＩ（ｋｇ／ｍ２） 治疗前ＢＤＩ评分

Ａ组 ２６ ６６．３±１２．３ ２２．０±１．５ １６．１±２．７
Ｂ组 ２６ ６５．６±１２．６ ２１．０±２．３ １５．８±３．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ＢＤＩ评分和疾病转归的比较　Ｂ组经治
疗后较Ａ组ＢＤＩ评分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梗死后心绞痛或再
次心肌梗死的发生率亦明显降低（Ｐ＜０．０５），但心脏性猝死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治疗后ＢＤＩ评分和疾病转归情况（ｎ，％）

组别 ｎ ＢＤＩ评分 梗死后心绞痛 再次心肌梗死 心脏性猝死

Ａ组 ２６ １１．３±２．６ １１（４７．８） ６（２６．１） ３（１３．０）
Ｂ组 ２６ ６．７±２．０ ４（１６．７） ２（８．３） ３（１２．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３　讨论
　　焦虑、抑郁状态被认为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目前大量研
究报道患有急性心肌梗死后常常会出现焦虑、抑郁症状［３］。我

国一般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４］，被确诊为冠心病的所有在

院病人中，出现重症抑郁的发病率为１６％ ～１８％，焦虑状态的
发病率为１２．６％，而在ＡＭＩ后的病人群中，约３５％～４５％会在
不同程度上产生焦虑或抑郁等情绪障碍。ＡＭＩ患者中发生抑
郁的情况更是超过一般人群。焦虑、抑郁状态不仅可直接影响

ＡＭＩ的病情发展，同时未经治疗的焦虑、抑郁症状还可增加
ＡＭＩ心脏性猝死的风险，并且也增加患者预后康复的难度，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经研究分析，ＡＭＩ合并焦虑、抑郁状态与下面相关因素有
关：主要是ＡＭＩ患者缺乏对疾病本身的了解，由于长期患病而
丧失劳动能力、担心拖垮家庭经济成为累赘，并且对心脏健康

知识的认识也不足，以及对疾病本身的担心和恐惧，在疾病转

归方面又怕复发，且对医院的治疗环境及监护设备也会产生各

种不适应，就连医护人员的抢救过程也会增加其恐惧心理，担

心遭到家庭及社会的遗弃，而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等。病人对

自己丧失信心是产生焦虑、抑郁症状的重要原因。其次是个别

医护人员本身对患者缺乏耐心，不注意自己的言语的重要性，

住院期间对其限制过度等，均可导致患者不同程度出现焦虑、

抑郁症状［５－６］。所以要创造良好的治疗及休养环境，积极主动

去除诱发因素，注意患者的言行举止，避免引发患者精神防御

机制紊乱。在ＡＭＩ后猝死的主因是室性心律失常，特别是室速
和室颤。由于焦虑、抑郁状态与患者自主神经系统有密切关

系，特别是室速发生率的增加可能与焦虑、抑郁患者交感神经

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失调有关，ＡＭＩ患者在心
肌局部缺血基础上出现心电的不稳定，焦虑、抑郁患者的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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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张力增强，迷走神经活动下降，进一步降低 ＡＭＩ患者的室
颤阈值，引发恶性心律失常，增加心脏性猝死的风险。另外由

于去甲肾上腺素浓度的增高，以致血小板反复被激活，释放出

多种促凝物质和ＴＸＡ２，交感神经功能亢进又可致心率加速、血
压上升，增加心肌耗氧量，以致心肌缺血，诱发或加重心绞痛，

甚至可增加血流对血管的剪切力，而促使冠脉斑块破裂，从而

导致ＡＭＩ和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７－８］。在行冠状动脉造影时

能够发现，冠脉病变程度越严重，焦虑、抑郁症状也就越重，重

症焦虑抑郁患者多数伴有多支血管病变。焦虑、抑郁状态已成

为ＡＭＩ后发生急性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９］，提示抗焦

虑、抑郁治疗可降低死亡率，改善 ＡＭＩ患者生活质量和预后的
有效措施。本次研究中对合并焦虑、抑郁的ＡＭＩ患者除常规冠
心病二级预防治疗外，还进行心理干预联合口服盐酸帕罗西汀

治疗，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两组结果对比显

示ＢＤＩ问卷调查评分明显降低，梗死后心绞痛或再次心肌梗死
的发生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取得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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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对糖尿病大鼠肾小球足细胞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但确切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可能与其降低肾组织局

部氧化应激［６］、抑制ＴＧＦβ１及Ｐ２７的表达［７］、恢复肾

脏Ｎｅｐｈｒｉｎ基因及蛋白的表达［８９］等有关。此外一些

研究报告 ＴＺＤ还可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１０］，进

而对足细胞起间接保护作用。

ＭＣＰ１是ＣＣ趋化因子家族成员之一，它能够促
使单核细胞由外周循环迁移到炎症部位聚集并激活，

肾脏局部过度表达的 ＭＣＰ１可启动炎症反应，参与肾
小球肾间质纤维化的发生［１１］。近来有研究证实［１２１３］

糖尿病或高糖刺激下足细胞 ＭＣＰ１蛋白及 ｍＲＮＡ的
表达显著增强，并且足细胞 ＭＣＰ１受体 ＣＣＲ２表达明
显增强，过多的 ＭＣＰ１以旁分泌或自分泌形式通过
Ｒｈｏ依赖性机制引起 Ｎｅｐｈｒｉｎ蛋白及 ｍＲＮＡ减少，致
足细胞损伤。本实验结果显示糖尿病组肾小球ＭＣＰ１
蛋白表达明显增强，尿ＭＣＰ１排泄明显增加，ＰＩＯ干预
显著下调肾组织ＭＣＰ１蛋白表达，同时尿ＭＣＰ１排泄
明显降低，且 ＤＲ２和 ＤＲ３组尿 ＭＣＰ１排泄减少较
ＤＲ１组更加明显，提示吡格列酮可抑制肾组织 ＭＣＰ１
表达，并具有一定的剂量依赖性。进一步分析显示肾

小球ＭＣＰ１蛋白与 Ｎｅｐｈｒｉｎ蛋白表达呈显著负相关，
尿ＭＣＰ１排泄与尿 Ｎｅｐｈｒｉｎ呈显著正相关，提示 ＴＺＤ
吡格列酮上调肾组织 Ｎｅｐｈｒｉｎ表达，保护足细胞可能
与其抑制局部增强的ＭＣＰ１的表达有关。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吡格列酮对 ＳＴＺ糖尿病大
鼠足细胞具有明确的保护作用，并具有一定的剂量依

赖性，该作用可能部分与其抑制局部增强的炎症反应，

上调足细胞相关蛋白分子水平有关，确切完整的机制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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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腹腔镜诊治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症３１例临床分析
崔艳艳，刘健

【摘　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在诊治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症的方法、临床疗效及应用价值。方法　对３１例以输卵
管因素为主的原发或继发性不孕患者，应用腹腔镜进行盆腔粘连分离，伞端成形或输卵管造口术及美兰输卵管通液术等

治疗。结果　３１例患者均于盆腔内呈现不同程度病变并实施相应的手术操作。３１例中双侧输卵管梗阻１２例，双侧输
卵管粘连７例，一侧输卵管梗阻另一侧输卵管粘连占１２例。经过本方法治疗３１例患者，至今已有１９例受孕（６１％），正
常妊娠１８例，宫外孕１例，其中半年内妊娠１１例（５８％）。结论　腹腔镜诊治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症，可清楚地了解
盆腔内情况，发现病变并同时进行治疗，具有可视、微创、出血少、复通率高、妊娠率高等优点，是诊治输卵管因素为主不

孕症的理想途径，值得倡导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腹腔镜；输卵管；不孕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６　Ｒ７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８００２

　　导致女性不孕症的病因较为复杂，主要与卵巢、输卵管、子
宫、宫颈免疫等因素有关。有些病例几种病因同时存在，甚至

交叉，发病机制复杂多样，而有些至今原因不明［１］。但输卵管

因素为主的不孕在不孕症中占首位，约２０％～５０％［２］。且近年

来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常用于治疗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症

的方法有通液试验，子宫输卵管碘化油造影和抗炎治疗，但疗

效欠满意。近年来国内外也有采用辅助生育技术和开腹显微

外科手术治疗，虽获得一定疗效，但由于费用高、创伤大等多方

面因素，难以推广应用，传统开腹更是有很多不足之处。而腹

腔镜可在直视下进行输卵管疏通及粘连分离，整形造口等治

疗，且手术创伤小，出血少，视野广阔，粘连少，痛苦小，切口美

观，恢复快，效果好，是目前最佳的治疗方法。现将我院 ２００７
年１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经腹腔镜治疗的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
孕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就诊的具
有腹腔镜手术指征的不孕症患者３１例。年龄２１～４０岁，孕次
０～４次，不孕年限２～１５年，原发不孕占１０例，继发不孕占２１
例。男方精液检查均正常，治疗前性生活和谐，未避孕，平素月

经规则，黄体中期性激素水平测定正常，且经Ｂ超监测有排卵，
宫内感染检测及宫颈管分泌物培养检查衣原体与支原体均为

阴性，均无其他急慢性疾病合并，各有关临床检验均在正常范

围。

１．２　手术指征　不孕症病因诊治，评估输卵管、盆腔情况 ＨＳＧ
检查输卵管不通，或通而不畅，盆腔粘连。

１．３　输卵管是否通畅的判断标准［３］　４０％碘化油注入宫腔内
５～１０ｍｌ观察造影剂通过宫腔及双侧输卵管情况，２４ｈ盆腔平
片，盆腔内显示云雾状造影剂均匀弥散为通畅；若部分造影剂

进入盆腔，见输卵管及盆腔内均有造影剂残留，表示通而不畅；

若输卵管部分充盈，扩张或无显影，造影剂无盆腔内弥散或输

卵管内滞留则为输卵管阻塞。

１．４　手术方法
１．４．１　手术经过　月经干净３～７ｄ内，气管插管全麻下，臀高
头低膀胱截石位，脐孔下缘穿刺注入ＣＯ２气体，腹隆起，穿入直
径１０ｍｍ鞘管，置入腹腔镜。依次检查子宫、输卵管、卵巢外形
及盆腔内病变。并于左右髂前上棘至脐连线中，外１／３交界处
无血管区分别穿刺并留置直径５ｍｍ鞘管，操作器械由此二鞘
管进腹。镜下行盆腔，输卵管、卵巢粘连分解；同时常规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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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瘤科（刘健）

通讯作者：刘健，电子信箱：ＥｌｉｔｅｌＪ＠１２６．ｃｏｍ

腔、输卵管美兰通液，检查输卵管通畅度，并在美兰液体压力维

持下，对输卵管闭锁，积液处行输卵管整形造口及伞端成形术，

见有干酪样组织，疑有盆腔结核者行输卵管活检；子宫内膜异

位症可分别进行异位病灶电灼，囊肿穿刺，卵巢囊肿剥除，多囊

卵巢开窗，子宫小肌瘤剔除等。术毕视盆腔粘连情况置入低分

子右旋糖酐、地塞米松、庆大霉素、α靡蛋白酶等以防粘连。
１．４．２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使用抗生素，活血化瘀等治疗。
术后３ｄ、５ｄ、７ｄ再用地塞米松５ｍｇ加庆大霉素８万Ｕ加α靡
蛋白酶１５００Ｕ与２０ｍｌ生理盐水的混合液分别疏通输卵管１
次。通而不畅者嘱出院后每月月经干净后５～７ｄ用同样方法
行输卵管通液１次［４］，连续疏通３个月，以防止再次粘连，术后
不采取避孕措施。

２　结果
２．１　腹腔镜治疗结果　３１例患者均于腹腔内发现病变并实施
手术操作。术中美兰通液或加压通液，输卵管显膨大屈曲，稍

后见伞部有染液滴出，为输卵管粘连；加压通液伞部无染液溢

出，若输卵管无充盈征象，见宫角部胀满显蓝色为近端梗阻，已

失去输卵管整形造口机会；若输卵管部分胀大显蓝色为远端梗

阻，尚有整形造口机会。本组资料３１例患者：①双侧输卵管梗
阻１２例，其中１例为双侧近端梗阻，已不能行输卵管整形造口
术；另１１例行输卵管整形造口术。②双侧输卵管粘连占７例，
行双侧输卵管整形及加压通液术。③一侧输卵管梗阻，另一侧
输卵管粘连占１２例，其中梗阻侧输卵管１例为输卵管积水，行
整形造口术，２例为输卵管囊肿行囊肿剥除＋整形造口术，术后
病检均为良性病变；另９例为炎症或其它原因梗阻，行梗阻远
端切除＋梗阻近端造口术。④镜下见输卵管梗阻部似干酪样
物质，疑有盆腔结核，造口同时行单侧或双侧输卵管活检者占５
例，术后病检均排除结核。⑤合并卵巢囊肿者占４例，均行囊
肿剥除术，术后病检均为良性病变。⑥单侧或双侧多囊卵巢５
例，均行卵巢打孔开窗术。⑦合并浆膜下子宫小肌瘤１例，行
肌瘤剔除术。⑧合并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１例，行盆腔异位症
电灼术。⑨合并子宫腺肌症１例；所有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盆腔
粘连。镜下处理后，再次美兰通液，镜下见处理后的双侧输卵

管均流出蓝色液体，通畅度不同。

２．２　术后随访情况　除１例双侧近端梗阻建议辅助生育技术
外，所有患者出院时均记录简明联系方式；以电话随访为主。

于６，１２，１８，２４个月分别随访，内容包括术后情况，是否妊娠，妊
娠时间，妊娠方式等，本组资料总妊娠率为６１％（１９／３１），其中
宫外孕１例，其余为宫内孕。宫内孕中，术后半年内受孕率为
５８％（１１／１９）；术后半年以上，１年内受孕率占３２％（６／１９）；术
后１年以上受孕率占１０％（２／１９）。最短于术后２个月受孕，最
长于１８个月受孕。 （下转第１０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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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磷酸肌酸钠和１，６二磷酸果糖治疗小儿心肌损害的疗效比较
陆琰

【摘　要】　目的　比较磷酸肌酸钠和１，６二磷酸果糖在治疗小儿心肌损害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重庆市铜梁县人民
医院收治的６４例小儿心肌损害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３２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加用磷酸肌酸钠治
疗，对照组加用１，６二磷酸果糖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和治疗前后心肌酶变化情况。结果　疗程结束后，治疗
组的总有效率为９０．６２％，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７８．１３％，治疗组的显效率为５３．１２％，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显效率
４３．７５％，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儿天门冬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以及乳酸脱氢酶同工酶１
（ＬＤＨ１）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且治疗组降低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磷酸肌酸钠治疗小儿心肌损害临
床疗效显著，优于１，６二磷酸果糖。
【关键词】　磷酸肌酸钠；１，６二磷酸果糖；心肌损害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４　Ｒ９７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８１０２

　　多种疾病的严重并发症状均可能导致心肌损害，在儿科疾
病中较为常见［１］。心肌损害主要表现为心电图 ＳＴ段抬高，心
肌酶急剧升高，心功能失常等。目前磷酸肌酸钠和１，６二磷酸
果糖均属治疗小儿心肌损害的常用药物［２－４］。本研究对我院

收治的心肌损害患儿分别采用磷酸肌酸钠和１，６二磷酸果糖
进行治疗，现将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入我院治疗
的６４例心肌受损患儿，所有患儿均符合以下心肌损害诊断标
准：①心肌酶显著增高；②血肌钙蛋白（ｃＴｎＩ）为阳性；③心电图
异常。将所有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的对照组各３２例，其中治
疗组男１９例，女１３例，年龄２～１０岁，平均年龄（６．６５±１．６３）
岁，原发病脑炎１１例，重症肺炎７例，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５
例，上呼吸道感染９例；对照组男１８例，女１４例，年龄２～１１
岁，平均年龄（７．３８±１．４９）岁，原发病脑炎１２例，重症肺炎６
例，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７例，上呼吸道感染９例。两组患
儿在性别、年龄、原发病等一般临床资料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给予常规综合治疗，在此基础上，
治疗组患儿加用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哈尔滨博莱制药有限公

司），静脉滴注，１ｇ／ｄ，１次／ｄ，７ｄ一个疗程；对照组应用１，６二
磷酸果糖（意大利福斯卡玛公司），静脉滴注，５０ｍｇ／（ｋｇ·ｄ），１
次／ｄ，７ｄ一个疗程。观察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和治疗前
后天门冬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以
及乳酸脱氢酶同工酶（ＬＤＨ１）的变化。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　所有患儿的临床疗效均按以下标准进行
疗效判定：①显效：心肌酶、心电图、肌钙蛋白各项指标均恢复
正常；②有效：心肌酶、心电图、肌钙蛋白指标有改善但未完全
恢复正常；③无效：上述各项指标无改善甚至加重。其中显效
率和有效率之和计为总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包进行处
理，计数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进行 ｔ检验，计量资料组间进
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９０．６２％，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７８．１３％，Ｐ＜０．０５，治疗
组的显效率为 ５３．１２％，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显效率 ４３．７５％，
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肌酶变化情况　由表２可看出，治
疗后两组患儿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磷酸肌酸激酶同工
酶（ＣＫＭＢ）以及乳酸脱氢酶同工酶（ＬＤＨ１）较治疗前均显著
降低，且治疗组降低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小儿心肌损害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２ １７（５３．１２） １２（３７．５０） ３（９．３８） ２９（９０．６２）
对照组 ３２ １４（４３．７５） １１（３４．３８） ７（２１．８７） ２５（７８．１３）
χ２值 ２．５３１ ０．７５８ ４．３６１ ２．４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小儿心肌损害患者治疗前后心肌酶变化情况（ｘ±ｓ，Ｕ／Ｌ）

组别 ｎ
ＡＳ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ＫＭＢ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ＤＨ１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３２ ４５．３９±１２．８３ ３２．１９±９．３２ ５１．３８±１４．７８ ３８．８０±１１．６２ ３２５．３９±８９．３８ ９８．５８±２５．３９
对照组 ３２ ４４．７６±１１．６８ ３６．８４±８．８７ ５０．７９±１３．８９ ３０．７６±１１．０５ ３１９．７３±８７．５７ １５８．３１±３２．９４
χ２值 ０．７６８ ２．４２４ ０．５６９ ２．８９６ ０．８９５ ４．１１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小儿心肌损害是儿科常见的疾病之一，可由多种严重疾病
引起，目前治疗小儿心肌损害的主要药物有磷酸肌酸钠和１，６
二磷酸果糖［５－６］。磷酸肌酸是停博液的有效成分之一，其具有

保护心肌的作用，作用机制如下：①抑制心肌损伤部位细胞内
的核苷酸分解酶来保持腺嘌呤核苷酸的水平，抑制缺血心肌的

磷脂降解；②其高能酸键可促使缺血心肌细胞内ＡＤＰ直接转化
为ＡＴＰ提供能量，维持心肌能源储备；③加强缺血心肌收缩功
能，有效收缩力和降低舒张压。而１，６二磷酸果糖是糖酵解的

作者单位：４０２５６０重庆市铜梁县人民医院儿内科

一个中间产物，需要通过无氧代谢间接发挥供能作用。有文献

报道，磷酸肌酸钠在治疗心肌损害方面的疗效优于１，６二磷酸
果糖［７－８］。心肌酶谱，包括天门冬氨基转移酶（ＡＳＴ）、磷酸肌酸
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以及乳酸脱氢酶同工酶（ＬＤＨ１）等均是
检测心肌损害的诊断指标，尤其是 ＣＫＭＢ具有良好的敏感
度［９－１０］。本研究对我院的心肌损害患儿分别采用磷酸肌酸钠

和１，６二磷酸果糖进行治疗，结果表明采用磷酸肌酸钠的治疗
组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采用１，６二磷酸果糖治疗的对照组，与
文献报道结果相一致。且１，６二磷酸果糖注射部位易产生疼
痛及过敏反应等不适，小儿不宜适用。综上所述，磷酸肌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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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小儿心肌损害临床疗效显著，优于１，６二磷酸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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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临床观察［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７，２２（２４）：３３８３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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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有其特殊的生理特点，各系统发育不成熟，对外

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差，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受病原菌侵

袭发生感染性肺炎；此外胃蛋白酶活性低、胃酸少、肠

黏膜渗透性高、ｓＩｇＡ水平低和动力障碍易发生肠道感
染［２］；新生儿皮肤娇嫩，屏障功能弱，易发生皮肤感染。

３．１．２　新生儿医院感染的外在因素　①由于我国传
统观念和习俗影响，产妇产后不开窗通风，造成室内空

气不流通，缺少新鲜空气，加上探视者较多，各种病毒、

细菌随人流而带入室内，造成空气污染，空气污浊是母

婴同室的新生儿呼吸道感染的最危险因素［３］。②产妇
缺乏卫生知识，用具消毒不严格是消化道感染的主要

原因［４］。此外，胎儿分娩时，病原菌可通过母亲的阴道

进入胎儿口内引起肠道感染。③手卫生制度执行不严
格，沐浴操作流程不规范及沐浴用物未严格执行消毒

隔离制度，是新生儿交叉感染的主要原因［５］。

３．１．３　新生儿医院感染的病原菌　新生儿医院感染
的主要病原菌为表皮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

希菌等。新生儿无自理能力，医护人员及其亲属在喂

养或治疗操作过程中未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可间

接引起新生儿皮炎及眼部感染；长期大量应用抗菌药

物，使菌群失调，出现真菌感染是引起新生儿鹅口疮的

主要原因［６］。

３．２　预防对策
３．２．１　加强医院感染知识培训　定期组织医院感染
教育和医院感染制度学习，使医务人员自觉遵守无菌

技术操作原则，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将母婴同室医

院感染内容纳入宣教课程，提高孕妇的感染控制意识，

正确引导住院分娩的陪护与探视［７］。

３．２．２　空气消毒　母婴同室要求通风换气，室内保持
空气清新，设有冷暖装置，温度控制在２０～２４℃，相对
湿度保持在５０％ ～６０％；定时用循环风空气消毒机进
行空气消毒；物体表面每日用５００ｍｇ／Ｌ含氯消毒剂进
行擦拭；每月做一次空气细菌培养［９］，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切断空气传播途径［８］。

３．２．３　认真执行手卫生规范　加强手卫生规范的培
训，提高认识。有效的洗手，可以使院内感染下降

５０％［１０］，所以医务人员须健康无感染性疾病，进行各

项操作及接触１例新生儿或产妇前后均洗手或用快速
手消毒剂消毒双手。

３．２．４　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注重新生儿眼部、皮
肤、口腔护理，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技术；制定合理的沐

浴流程，新生儿所用衣物毛巾实行一人一用一消毒；使

用一次性尿布、护臀巾；喂奶、喂药用的小杯小勺一人

一用，清洁后高压灭菌；长期人工喂养新生儿的奶瓶奶

嘴固定使用，每次用后煮沸消毒；氧气湿化瓶每天消

毒，持续吸氧者每４ｈ更换湿化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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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胆总管切开取石一期缝合与 Ｔ管引流的对比研究
康欣，陈安平，张勇

【摘　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下胆总管切开取石一期缝合与Ｔ管引流两种方法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６
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４月腹腔镜下行胆总管切开取石９６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８例，观察
组患者术后胆总管一期缝合，对照组患者术后留置Ｔ管，对比两组术中及术后恢复情况，从而比较术后一期缝合与Ｔ管
引流的临床效果。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排气时间早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腹腔镜下胆总管
切开取石术后胆总管一期缝合胃肠功能恢复快，缩短住院时间，不会增加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胆总管结石；一期缝合；Ｔ管引流；腹腔镜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８３０２

　　既往胆总管切开取石后，常规放置 Ｔ管引流，一般在术后
１４ｄ左右拔出Ｔ管，造成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增加胆道逆
行感染的几率，给患者带来极大不便。近年来，随着微创外科

的兴起，胆道外科技术出现了划时代的改进，而腹腔镜胆总管

切开取石后胆总管一期缝合是微创外科的一种新的尝试。笔

者回顾性分析我院外科自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４月完成腹腔
镜下胆总管切开取石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术后胆总管一期缝

合与Ｔ管引流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共纳入９６例患者，术前均经 Ｂ超、ＣＴ检
查确诊为胆总管结石。排除肝内外胆管多发性结石或泥沙样

结石不能取尽者；胆总管下端狭窄，直径＜０．５ｃｍ或不通者；恶
性肿瘤患者。其中男性５２例，女性４４例；年龄２３～６９岁，平均
年龄（４１．３±１０．４）岁。胆管原发结石４１例，胆囊结石并发胆
管结石５５例；胆管外径０．９～２．１ｃｍ，胆管结石１～６枚，结石
直径０．４～２．４ｃｍ。合并高血压１６例，冠心病８例，糖尿病６
例。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８例，观察组患者术
后胆总管一期缝合，对照组患者术后留置Ｔ管。两组患者术前
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全身麻醉，剑突下及脐缘右侧放
置直径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各１枚，右锁中线肋缘下及右下腹放置直
径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各１枚。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常规经胆囊管胆
道造影，明确胆总管结石后，于十二指肠上段切开胆总管壁

０．５～１．０ｃｍ，从剑突下经操作孔将纤维胆道镜插入胆总管，用
取石网取净结石，确认胆道无残余结石，并且 ｏｄｄｉ括约肌可通
过关闭的取石网篮，明确胆总管下端无狭窄后，用４．０可吸收
线连续缝合胆总管，针距１．５ｍｍ，边距１．０ｍｍ，缝合后检查无
胆汁渗漏，喷生物蛋白胶，沿肝下至小网膜孔放置乳胶引流管，

从右腋前线穿刺孔引出固定。Ｔ管引流组术中放置 Ｔ管后，用
３０可吸收缝线间断缝合胆总管前壁，引出Ｔ管后，对手术野进
行充分冲洗吸出积液，置多孔引流管一根于温氏孔，经肝下自

右上腹腋前戳孔引出。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排
气、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进行观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恢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手
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

作者单位：６１０２００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康欣，张
勇）；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肝胆外科（陈安平）

通讯作者：康欣，电子信箱：ｋａｎｇｘｘ１１＠１２６．ｃｏｍ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排气时间早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排气时间

（ｈ）
术后住院时间

（ｄ）
并发症（ｎ）

一期缝合组 ４８ １４３．４±３３．２ ８３．２±２０．６ ２２．３±６．５ ８．１±１．３ ４
Ｔ管引流组 ４８ １５６．２±４１．５ ８８．１±２１．７ ３８．２±７．４ １３．５±２．１ 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术后随访　术后随访１～５年时间，所有患者均未出现黄
疸、胰腺炎、胆管炎等并发症，复查Ｂ超、ＣＴ未见结石残留和胆
管狭窄。

３　讨论
　　自１９０８年Ｋｅｈｒ首次将Ｔ型管外引流应用于单纯性胆管结
石手术，认为术中放置 Ｔ管有引流和支架作用，术后可以降低
胆道内压，引流有感染的胆汁，利于术后切口愈合，同时则能维

持胆管的正常的解剖生理结构，防止胆管狭窄［１］。但因其术后

可有Ｔ型管脱落、拔管后胆漏及胆汁性腹膜炎等并发症发生；
且有置管时间长、活动不便、围手术期护理较繁杂等缺点，增加

患者心理及经济负担。对于胆总管下端通畅者，术后可以直接

缝合胆总管［２］。随着内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纤维胆道镜其能

直接窥视胆管内病变，了解胆管远端括约肌功能。不仅可以大

大减少残石率，也可以避免无谓地扩大手术，为胆总管一期缝

合创造了条件。

对于胆结石的治疗，如何做到减少术后创伤和并发症的发

生是外科医生一直追求的目标，近些年的研究证实 Ｔ管引流是
目前国内外治疗胆总管结石的经典手术方式［３－４］。胆总管一

期缝合保证了正常的胆汁循环，有效维持胆道内的正常压力，

减少了胆道感染的机会，对患者术后顺利康复有重要意义；避

免了因拔除Ｔ管或Ｔ管脱落而发生的胆道组织的炎症、水肿等
不必要的并发症［５］。随着腔镜技术的进步，使胆道的缝合清楚

可靠，腹腔镜胆道探查并一期缝合降低了术后胆漏发生。目

前，一期缝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通过我们手术的体会到只

要严格把握手术适应症和禁忌症，胆总管切开取石术后一期缝

合是很安全及可靠的。其适应症为：近期无严重炎症发作的胆

管结石，胆总管扩张１．０ｃｍ以上；胆管内结石小于２．０ｃｍ，结
石数量较少；胆管未见狭窄者；术中在纤维胆道镜下见 ｏｄｄｉ括
约肌炎症轻微，且舒缩功能佳；胆总管壁无急性炎症、水肿，无

纤维增生［６］，胆道系统无残余结石。需要注意的是壶腹部结石

嵌顿会导致局部损伤和出血以及十二指肠乳头水肿，要慎重如

何进行一期缝合，另外与操作者技术有关，操作者必须有熟练

的腔镜操作技术和镜下娴熟的缝合水平。

目前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一期缝合术还处在发展的初

级阶段，存在的争议主要是如何在缺乏 Ｔ管引流时安全地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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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总管壁，防止胆漏［７］。在严格把握适应症的基础上，胆漏的

发生多由缝合不当引起，因此，缝合时掌握好合适的边距与针

距可以减少胆漏的发生，可采用间断缝合、“８”字缝合或连续扣
锁缝合，打结注意松紧适宜，过紧线结容易脱落，引起胆漏。胆

管壁及肝十二指韧带浆膜分别缝合，肝十二指韧带浆膜应覆盖

胆管壁前方，观察１０～１５ｍｉｎ有无胆汁外渗。腹腔镜胆道镜取
石动作应轻柔，不要过多地对胆总管下段及乳头处探查，尤其

要避免取石网多次经过乳头处，以免引起术后水肿、狭窄，胆道

压力增高致使胆漏［７］。腹腔镜取石后一期缝合可减少术后 Ｔ
管护理、造影及拔管时带来的工作量，一期缝合处理的好可以

减少创伤，减少腹腔粘连，在术后促进患者快速康复方面具有

优势。

我们的研究表明，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一期缝合术具有

创伤小、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等优点［８］，只要严格掌握合适的

适应证，注意术中操作技巧，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值

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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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比较，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切口感染发
生情况方面，腹腔镜组没有患者出现感染，而传统开腹

组有 ７例患者出现了切口感染，切口感染率为
１９４４％，且组间比较，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情况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手术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ｈ） 术中出血量（ｍｌ） 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ｄ）

腹腔镜组 ３５ ５４．３３±２１．２４ ６．０９±４．３２ ２．３４±０．９３
传统开腹组 ３６ ４４．３２±１８．３２ １５．９８±９．２２ ３．３５±１．０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手术后住院时间和切口感染情况比较

组别 ｎ 住院时间（ｄ） 切口感染情况（ｎ，％）

腹腔镜组 ３５ ５．３２±２．３３ ０
传统开腹组 ３６ ８．２９±２．１１ ７（１９．４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从相关临床实践和报道结果上看［４］，胃十二指肠

溃疡在活动期逐渐向深部侵蚀，由黏膜至肌层，终致穿

破浆膜而发生穿孔。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属于消化性

溃疡中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从相关统计调查结果

上看，很多患者容易发病的季节为冬春两季。从患者

年龄分布特点上来分析，多数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患

者的年龄介于３０～５０岁之间。从胃十二指肠溃疡穿
孔的特点上来看，该病在临床上的发病往往较为迅速，

变化较快，患者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相关治疗，

会因腹膜炎的发展而严重危及生命［５］。由此可见，针

对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临床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顾以往的临床报道文献［６－７］，在治疗胃十二指

肠溃疡穿孔的过程中，采用腹腔镜治疗方法的临床实

际治疗效果较为显著。与传统的开腹术相比，在腹腔

镜下行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修补其缝合修补的确切性与

开腹修补术类同，但是采用腹腔镜治疗方法的优点有

很多［８－１０］：比如具体的操作过程十分简易、便捷，患者

在过程中所遭受的创伤程度较小、出血量较少、整个过

程中的疼痛感觉也较轻，实施手术后的相关感染发生

的几率也大大降低了。

而本文的相关研究比较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以上

的观点和说法，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手术后，腹腔镜组患

者的手术时间短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腔镜组患者的

术中出血量少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腔镜组患者的胃

肠道功能恢复早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腔镜组患者的

住院时间短于传统开腹组患者，腹腔镜组患者的切口

感染率低于传统开腹组患者，且组间比较，Ｐ均 ＜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

修补术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的临床实践过程中，

采用腹腔镜技术的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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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痛安胶囊抗菌消炎消肿止痛的作用研究
陈斌，王峰，李文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肿痛安胶囊的抗菌消炎、消肿止痛作用。方法　采用体外抑菌、热板法、扭体法及二甲苯完成对
小鼠的造模，使小鼠耳朵肿胀，研究肿痛安胶囊的抗菌消炎、消肿止痛作用。结果　肿痛安胶囊在体外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绿脓杆菌、大肠杆菌及变形杆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肿痛安胶囊能提高小鼠对疼痛的耐受性，提高了小鼠的疼痛

阈值；通过肿痛安胶囊对二甲苯引起小鼠耳肿的结果数据分析，肿痛安胶囊能显著抑制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结论　
肿痛安胶囊具有良好的抗菌消炎、消肿止痛疗效，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于各类创伤以及手术感染引起的疼痛肿胀。

【关键词】　肿痛安胶囊；抗菌消炎；消肿止痛
【中图分类号】　Ｒ９１６．６９３　Ｒ２８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８５０２

　　肿痛安胶囊是河北奥星集团药业有限公司中药复方胶囊
剂，具有祛风化痰、行瘀散结、消肿定痛等功效。临床广泛用于

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颈肩腰腿痛等病症。为了进

一步评价肿痛安胶囊在抗菌消炎、消肿止痛方面的作用进行了

本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药物　肿痛安胶囊由河北奥星集团药业有限公司提
供，用蒸馏水配制成两个浓度２．５２％、１．２６％。阳性对照药阿
司匹林由石家庄新华制药厂生产，配制成１％浓度。
１．２　试验菌株　７５株被试菌株均为近年来从临床上分离得到
的致病菌。白色念珠菌、新型隐球菌用沙氏培养基；肺炎球菌、

甲型链球菌及乙型链球菌用加有１０％灭灭活马血清加１％葡
萄糖的营养培养基；其余菌均用普通肉汤琼脂培养基。现将菌

种接种于液体培养基内，经３７℃ １８ｈ培养后备用。
１．３　动物及分组　昆明种小白鼠，雌性，体重１８～２２ｇ，由河
北省动物中心提供，调节恒温水浴在（５５．０±０．５）℃，记录自放
入烧杯内至出现舔后足所需时间（ｓ），作为该鼠的痛阈值，小鼠
分四组，每组１０只，即生理盐水组、肿痛安低剂量组（０．２５２ｇ／
ｋｇ）、肿痛安高剂量组（０．５０４ｇ／ｋｇ）、阿司匹林组（０．２ｇ／ｋｇ）。
１．４　试验方法　测试最低抑菌浓度、热板法、扭体法、二甲苯
致炎法均参照以往的抗菌消炎、消肿止痛的实验法。

２　结果
２．１　肿痛安胶囊体外抑菌试验结果　肿痛安胶囊对７５株临

床常见致病菌的最低抑菌浓度测定结果，见表１。
表１　肿痛安胶囊对７５株致病菌的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

菌株 株数 ＭＩＣ

肺炎球菌 ２ １∶４０～１∶８０
甲型链球菌 ４ １∶４０～１∶８０
乙型链球菌 ７ １∶４０～１∶８０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６ １∶８０
耐青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 ４ １∶８０
变形杆菌 ８ １∶４０～１∶８０
肠球菌 １ １∶８０
伤寒杆菌 ２ １∶８０
大肠杆菌（其中一株头孢菌素Ⅰ耐药菌） ６ ＞１∶２０～１∶２０
产气杆菌 ２ ＞１∶２０
肺炎杆菌 ５ ＞１∶２０
阴沟杆菌 １ ＞１∶２０

　　注：１∶２０＝５０ｍｇ药粉／ｍｌ；１∶１６０＝６．２５ｍｇ药粉／ｍｌ。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看出，中药肿痛安胶囊所含之中药粉浓
度在（１∶２０）～（１∶１６０）在体外尤其是对青霉素耐药的金黄色
葡萄球菌、多羧苄青霉素耐药的绿脓杆菌，对头孢菌素Ⅰ耐药
的大肠杆菌也具有和敏感菌株一样的抑菌效果。

２．２　肿痛安胶囊对小鼠痛阈值的影响　试验数据见表２，结果
表明，肿痛安胶囊可使小鼠的痛阈值提高，具有显著的镇痛作

用。

表２　肿痛安胶囊对小鼠的痛阈值的影响（热板法，ｘ±ｓ）

组别　　　　　 剂量（ｇ／ｋｇ）
动物数

（只）

给药前痛阈

平均值（ｓ）
给药后痛阈值（ｓ）

３０分 ６０分 ９０分
痛阈提高（％）

３０分 ６０分 ９０分
生理盐水组　　 １０ １９．３±５．７０ １８．６±６．２ ２０．２±７．１１ １９．４±７．３２
肿痛安高剂量组 ０．５０４ １０ １９．１±６．３ ２３．０±５．９５ ２４．３±４．７２ ２５．４±５．８５ ２０．４ ２７．２３ ３２．９８
肿痛安低剂量组 ０．２５２ １０ １９．９±５．０４ ２３．８±６．９１ ２６．４±６．０４ ２７．７±５．９３ １９．６ ３２．６６ ３９．２０
阿司匹林组　　 ０．２ １０ １４．５±４．２０ １７．０±４．００ ２１．１±６．２７ ２３．０±６．０２ １７．２４ ４５．５１ ５８．６２

　　注：痛阈提高（％）＝用药后平均痛阈值－用药前平均痛阈值
用药前平均痛阈值

×１００％。

２．３　肿痛安胶囊对小鼠镇痛作用的影响　试验数据见表３，结
果表明，肿痛安胶囊可明显减少醋酸引起扭体反映的次数，具

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表３　肿痛安胶囊对小鼠的镇痛作用（扭体法）

组别　　　　　
剂量

（ｇ／ｋｇ）
动物数

（只）

平均扭体次数

（ｘ±ｓ）
镇痛百分率

（％）
空白对照组　　 １０ ３８．１０±１０．９０
肿痛安高剂量组 ０．５０４ １０ １８．９０±６．３０ ５０．９３
肿痛安低剂量组 ０．２５２ １０ ２１．２０±６．８６ ４４．３６
阿司匹林组　　 ０．２００ １０ １４．４０±４．９６ ６２．２０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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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痛百分率＝对照组扭体次数－给药组扭体次数
对照扭体次数

×１００％。

２．４　肿痛安胶囊对二甲苯引起小鼠耳肿的影响　试验数据见
表４，结果表明，肿痛安胶囊有明显抑制小鼠耳廓肿胀的作用。
并且，其抑制作用与给药剂量呈正相关。

表４　肿痛安胶囊（灌胃给药）对二甲苯引起小鼠耳肿的影响

组别　　　　　
剂量

（ｇ／ｋｇ）
动物数

（只）

肿胀度

（ｍｇ，ｘ±ｓ）
抑制率

（％）
空白对照组　　 １０ ８．９０±１．７８
肿痛安高剂量组 ０．５０４ １０ ５．００±１．７６ ４３．８２
肿痛安低剂量组 ０．２５２ １０ ６．２０±１．６９ ３０．３４
阿司匹林组　　 ０．２００ １０ ３．１０±０．７４ ５５．１７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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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肿痛安胶囊是在传统验方“玉真散”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组

方，由河北奥星集团药业有限公司（原石家庄乐仁堂制药厂）生

产的广谱抗菌消炎纯中药，其主要成分为天南星、白附子、三

七、天麻、僵蚕、防风、羌活、白芷。它以天南星、白附子为君药，

以天麻、僵蚕为臣药，以防风、羌活、白芷为佐药，三七为使药。

天南星祛痰镇痛；白附子解毒散结；天麻祛风湿、止痹痛；僵蚕

散风清热、泻火燥湿、疗疮止痒。防风、羌活、白芷祛风解表、止

痛、解痉、消肿排脓；三七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诸药配合具有

良好的抗菌消炎、消肿止痛的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天南星可提高小鼠对电、热刺激的痛

阈值；对蟾蜍坐骨神经有局部麻醉作用，可阻断疼痛的神经传

导冲动；并可显著改善微循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１－５］。

根据对肿痛安胶囊动物实验、药理实验以及体外实验等多

项研究，证实其具备消炎、抗菌以及消肿止痛的功效。而且临

床上肿痛安胶囊能外用，刁志虹、张子建研究显示［１－６］：将肿痛

安胶囊和丁香油调制成糊剂敷在病变的唇部，能快速缓解局部

疼痛不适，消除糜烂、渗出，消炎杀菌，消肿止痛，促进组织创面

的修复愈合［７］。可见，肿痛安胶囊可能对各类外伤或手术创口

感染引起的炎症肿胀也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可以抑制炎症发

展，加快伤口的愈合，减轻患者的痛苦［８］。肿痛安胶囊可以抑

制二甲苯引起小鼠耳肿，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９］，其抗炎作用

的发挥可能与其降低ＴＮＦα、ＩＬ１等水平有关，肿痛安胶囊值得

推广应用以及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１］　ＬｕＣＨ，ＬｉＹＹ，ＬｉＬＪ．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Ｇｅ
ｒａｎｉｕｍ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Ｊ］．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Ｔｈｅｒ，
２０１２，６（４）：１９４１９７．

［２］　林颖，梁洁，陈达灿，等．润肤消炎洗剂对特应性皮炎皮损定植金
黄色葡萄球菌影响的体内外实验研究［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１，
１４（１８）：２０６２２０６５．

［３］　陈黎明，郭盛君，马玉峰．肿痛安胶囊治疗痰血瘀滞型膝骨关节炎
疗效观察［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２，９（１２）：１２８１３０．

［４］　刘小敏，江银华，郦芳．肿痛安胶囊与冰硼散联合治疗复发性阿弗
他溃疡的临床研究［Ｊ］．海峡药学，２０１２，２４（２）：１２２１２３．

［５］　汪琴．２３０例复发性口腔溃疡治疗总结［Ｊ］．中国当代医药，２０１１，
１８（１２）：１８５１８６．

［６］　刘焱，杜淑贤．社区医院门急诊抗菌药物应用情况调查分析［Ｊ］．
河北医学，２０１１，１７（２）：１９９２００．

［７］　李雄，蔡伟明，钟智．５种抗菌药物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成
本———效果分析［Ｊ］．河北医学，２００９，１５（１）：３０３２．

［８］　刘于红，邹剑峰，郝秀红，等．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病原菌监测
及耐药性分析［Ｊ］．中国综合临床，２０１２，２８（１２）：１２９３１２９５．

［９］　顾雪峰，张智娟．呼吸道非发酵菌感染的耐药分析［Ｊ］．中华全科
医学，２００８，６（８）：８０１８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２９）

（上接第１０８０页）
３　讨论

在女性不孕的病因中，输卵管是重要的一项解剖因素［５］，

是女性孕育下一代不可或缺的生殖器官，具有运送精子、摄取

卵子及把受精卵运送到子宫腔的重要作用。主要由急、慢性愉

卵管炎，盆腔炎导致输卵管闭锁、粘连、积水，从而引起不孕、异

位妊娠。

腹腔镜可以直接地观察盆腔，子宫、卵巢、输卵管形态的改

变，粘连范围，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结合美兰通液，能迅速

准确地了解输卵管的通畅度、阻塞部位及阻塞程度，是诊断输

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的最佳方法。腹腔镜不但可及时准确地

诊断输卵管性不孕，还可根据镜下所见情况实施治疗方案，松

解输卵管与卵巢或盆腔周围组织的粘连，恢复其活动性，进行

输卵管整形造口，从而不同程度恢复输卵管的通畅度及活动

度，依具体情况还可同时行子宫内膜异位病灶清除，卵巢囊肿

剥除、多囊卵巢打孔及子宫肌瘤剔除等处理［６］，达到治疗目的。

本组资料表明，腹腔镜在诊治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中，

在除病灶、恢复生理和生育功能方面，具有传统诊治方法不

可替代的优点，如切口小，不仅美观而且不影响术后不久受孕

妊娠腹壁的牵张；视野广阔更能迅速、准确地施术；组织损伤

少；出血少，污染少，术后盆腔粘连少，并发症少，恢复快；术中

能彻底冲洗盆腔及应用防粘连药物，可以减少炎性物质渗出，

有利于改善盆腔内环境，增加妊娠机会。

但手术仅是恢复盆腔的正常解剖结构，疏通输卵管管腔，

手术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输卵管被病变损伤的程度及整形后输

卵管功能的恢复［７］。要提高术后妊娠率还应注意：①要杜绝
“病急乱投医”现象，加强性知识及健康卫生知识的宣传，提高

妇女保健及接受新知识的意识，及早就诊于正规医院，规范诊

疗，对适应症者尽早进行腹腔镜治疗，可有效减少输卵管严重

梗阻及中、重度盆腔粘连，提高受孕率。②术中应谨慎操作，彻
底止血，将输卵管、卵巢、子宫周围的粘连尽量分离，粘连索带

要剪除，尽可能恢复和重建盆腔各器官的正常解剖关系，恢复

输卵管的通畅度和拾卵、运卵功能。③腹腔镜器械的选择，术

者的熟练程度和助手的配合也至关重要，可减少组织的副损

伤，对保护正常组织有指导性的临床意义［８］。④术毕应彻底冲
洗盆腔，应用防粘连物质减少术后粘连。⑤术后继续抗炎治疗
是增强手术效果的必要措施，重点是预防感染和粘连，如术后

应用抗生素，尽早做输卵管通液。⑥术后 ６个月内受孕者居
多，达５８％，之后受孕率逐渐下降，对于术后１２个月仍未受孕
者及术中见双侧输卵管近端梗阻不能疏通者，建议其尽早行辅

助生育技术，协助受孕。

总之，腹腔镜诊治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症，具有诊断与

治疗同步进行，确诊率高的优势，创伤小，恢复快，可在直视下

行盆腔粘连分离与输卵管梗阻治疗，且可同时治疗子宫、卵巢

病变，并且可用于指导预后及下一步治疗计划。配合一个技术

娴熟的腔镜治疗组，是目前诊治输卵管因素为主的不孕症的最

佳方法，应加强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１］　许永慧，狄亚杰，丁凤林．宫腹腔镜联合治疗不孕证 ６６例体会
［Ｊ］．求医问药：下半月刊，２０１２，１０（３）：２３６２３７．

［２］　郎景和，吴宝帧．要重视不孕症的诊断和治疗［Ｊ］．中华妇产科杂
志，２００４，２４（４）：１９４．

［３］　罗丽兰，章咏裳，庄广伦，等．不孕与不育［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０：１５４．

［４］　范雪梅，周丹．宫腔镜腹腔镜联合导丝治疗双侧输卵管近端梗阻
临床分析［Ｊ］．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３）：１７７１７８．

［５］　郎景和，吴宝帧．要重视不孕症的诊断和治疗［Ｊ］．中华妇产科杂
志，２００６，２２（１２）：７０７．

［６］　乐杰．妇产科学［Ｍ］．６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８１．
［７］　ＣａｉＺ，ＷａｎｇＦ，Ｃａｏ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ｌｏｎｅｏｒ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ｆｉ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ｆ２２ｃａｓｅｓ［Ｊ］．Ａｒｃｈ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１，７４（２）：１２１３．

［８］　张耀，潘长青，舒晓芳，等．腹腔镜手术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合
并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分析［Ｊ］．中国综合临床，２０１１，２７（１１）：
１２２２１２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７）

·６８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中医中药·

针灸及体疗康复在急性脑梗死偏瘫中的效果
张井芬，肖玉红

【摘　要】　目的　探讨研究早期针灸及体疗康复辅助治疗急性脑梗死偏瘫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０８年６月 －
２０１２年６月的１６２例急性脑梗死偏瘫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８１例，对照组进行
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早期进行针灸及体疗康复治疗，后将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肢体功能（ＦＭＡ量
表）及生活能力（Ｒａｎｋｉｎ量表）进行评估及比较。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ＦＭＡ量表及 Ｒａｎｋｉｎ量表评估结果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而治疗后观察组均好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结论　早期针灸及体疗康复辅助治疗急性脑梗
死偏瘫的临床效果较佳，可更为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肢体功能及生活能力。

【关键词】　早期针灸；体疗康复；急性脑梗死；偏瘫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３　Ｒ２４５．１１６　Ｒ４５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８７０２

　　偏瘫是急性脑梗死后常见的并发症，其不仅导致患者的肢
体功能障碍，且对患者的综合生存能力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极为

突出，因此对其治疗主要注重于对患者肢体功能及生活能力的

改善［１－２］。临床中近些年来对于针灸在本病治疗中的效果较

受肯定，但也存在一定的异议［３］。本文中我们就早期针灸及体

疗康复辅助治疗急性脑梗死偏瘫的临床效果进行研究，现分析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的１６２例急性
脑梗死偏瘫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各８１例。对照组的８１例患者中，男性４３例，女性３８
例，年龄３８～７６岁，平均年龄（６１．２±５．３）岁，病程１１．０～２７．５
ｄ，平均（１８．４±３．６）ｄ，梗死部位：基底节４９例，丘脑２１例，其
他１１例；左侧４１例，右侧４０例。观察组的８１例患者中，男性
４４例，女性３７例，年龄３８～７７岁，平均年龄（６１．４±５．２）岁，病
程１０．５～２８．０ｄ，平均（１８．６±３．５）ｄ，梗死部位：基底节４９例，
丘脑２０例，其他１２例；左侧４２例，右侧３９例。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病程、梗死部位及左右侧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治疗，主要为给予患者常规
抗血小板、抗凝、调血脂、活血通脉及脑保护剂治疗。观察组则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早期针刺及体疗康复治疗，取肩
"

、曲

池、外关、合谷、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进行治疗，毫针规格为

０．３５ｍｍ×２５．００ｍｍ，采用平补平泻法留针３０ｍｉｎ，１次／ｄ，１０
次为１个疗程，连续治疗３个疗程；同时给予患者进行早期体
疗康复锻炼指导，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用先被动后主动，先

床上后床下的步骤进行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并根据患者锻炼

的效果随时调整锻炼方案，以达到较佳且随时的针对性康复效

果。

１３　评价标准　将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肢体功能（ＦＭＡ
量表）及生活能力（Ｒａｎｋｉｎ量表）进行评估及比较。①肢体功能
采用ＦＭＡ量表进行评估，其中上肢部分总分满分为６６分，下
肢部分总分满分为３４分，上下肢总分达到９６分及以上为轻度
肢体功能障碍，８５～９５分为存在中度的肢体功能障碍，５０～８４
分为存在较为明显的肢体功能障碍，５０分以下为存在极为重度
的肢体功能障碍［４］。②生活能力采用 Ｒａｎｋｉｎ量表进行评估，
其采用０～５分６级评分法进行评估，０分为无生活能力方面的
障碍，１分为有一定症状，但不影响其生活能力，２分为生活能
力轻度受损，３～４分为中度及中重度受损，５分为重度受损［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文中的年龄与病程为计量资料，进行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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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文中的其他数据为计数资料，进行 χ２检验，软件为 ＳＰＳＳ
１６．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肢体功能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ＦＭＡ量表评估９６分及以上者比例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
组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急性脑梗死偏瘫患者治疗前后的肢体功能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５０分以下 ５０～８４分 ８５～９５分 ９６分及以上

对照组 ８１治疗前 １７（２０．９９） ３１（３８．２７） ３０（３７．０４） ３（３．７０）
治疗后 ５（６．１７） １１（１３．５８） ３９（４８．１５） ２６（３２．１０）

观察组 ８１治疗前 １７（２０．９９） ３０（３７．０４） ３１（８．２７） ３（３．７０）
治疗后 ２（２．４７） ４（４．９４） ３０（３７．０４） ４５（５５．５６）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能力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Ｒａｎｋｉｎ量表中０～１分者比例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急性脑梗死偏瘫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能力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０～１分 ２分 ３～４分 ５分

对照组 ８１ 治疗前 ０ １０（１２．３５） ５３（６５．４３） １８（２２．２２）
治疗后 ２５（３０．８６） １８（２２．２２） ３２（３９．５１） ６（７．４１）

观察组 ８１ 治疗前 ０ １１（１３．５８） ５２（６４．２０） １８（２２．２２）
治疗后 ４４（５４．３２） ２５（３０．８６） １０（１２．３５） ２（２．４７）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急性脑梗死的高致残率一直是临床的研究重点与热点，而
偏瘫是本病最为常见的临床体征，其不仅仅导致患者肢体功能

存在明显的障碍，且导致患者的综合生活能力严重下降，部分

或完全依赖他人，对患者的综合生存质量的不良影响非常明

显［６－７］。临床中对本类患者除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外，一般采

用常规功能锻炼，但是对于不同患者其效果差异较大，且仍有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近些年来，中医中药在本病治疗中的效果

及研究日益受到肯定，其中针灸作为对较多疾病尤其是肢体功

能影响较大的一种治疗方法，其效果逐步受到临床肯定的同

时，对其综合应用价值的争议也一直存在［８－９］，故认为有进一

步研究的价值。

本文就早期针灸及体疗康复辅助治疗急性脑梗死偏瘫的临

床效果进行观察，并将其再改善患者的肢体功能及生活能力中

的效果与进行常规治疗的患者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早期针灸及

体疗康复在改善患者的上述两个方面中的效果更为突出，从而

较为全面地肯定了其在脑梗死导致的偏瘫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而这些均与针灸配合体疗锻炼有效改善了病灶的血液循环及激

活了其感觉功能有关［１０－１１］。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早期针灸及体

疗康复辅助治疗急性脑梗死偏瘫的临床效果较佳，可更为有效

地改善患者的肢体功能及生活能力。 （下转第１０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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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与教育·

门诊高血压病人的健康教育
康金兰，方美丽

【摘　要】　目的　了解高血压患者及其陪伴家属对高血压的认知程度，提高门诊高血压患者及陪伴家属高血压的有关
知识，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提高高血压的治疗率、血压控制率、预防高血压不良后果的信心。方法　对７２例高血压患
者及其陪同家属进行面对面讲解高血压相关知识、用药知识，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生理和环境因素对血压的影响，

正确监测血压是对病情观察和用药调整的重要依据；发放相关教育资料；患者及陪同家属互相交流和讨论。结果　经过
健康教育使患者及陪伴家属对高血压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对高血压有明显影响的不良生活习惯有了比较充

分的认识和体会。使高血压的知情率、正规服药率、血压控制率都有明显的提高。结论　健康教育是提高高血压患者及
陪伴家属对高血压的认识，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提高规律治疗和终生治疗重要性的认识，预防并发症的重要手段之一。

同时说明提高陪伴家属的认识对患者起到监督作用也很重要。

【关键词】　高血压；健康教育；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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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指在没有接受抗高血压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收缩
压≥１４０ｍｍＨｇ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它是一种动脉收缩压和（或）舒张压升高的临床综合征。
其发病与遗传，精神过度紧张，肥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有

关［１］。高血压不仅威胁人的生命，而且容易引起心脑肾等并发

症，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高血压

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２］。

健康教育是传授健康知识，培养健康行为的一种护理手段。旨

在提高人们对高血压病的认识，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预防并发

症，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在我院门诊就诊的高血压
患者７２例，均符合高血压诊断标准，年龄２９～７８岁，男性２８
例，女性４４例，合并糖尿病９例，合并高脂血症１６例。
１．２　健康教育方法　采用谈话的方式，讲解高血压健康知识；
发放健康教育资料；患者互相讨论。

１．３　健康教育的对象　①前来就诊的高血压患者；②陪同就
诊的患者家属：患者家属在高血压的治疗中，担任着监督和心

理支持的重要任务。

１．４　健康教育内容
１．４．１　用药教育　在我国高血压的控制率还不足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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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控制率直接导致的是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３］。所以坚持

按时按量服药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总体服药时间的角度分析，

最能按时服药的时间是早晨，晚上次之，中午最差［４］。由于降

压药服药时间长，甚至是终生服药，有研究发现，能严格遵守医

嘱服药者，血压控制良好；而不规律服药，不持续服药，自觉不

舒服和需要他人提醒方服药，服错药者血压控制不良［５］。降压

药不能漏服、补服。因为个体差异，每个人对降压药的反应也

各有不同，总体来说，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用对

心、脑、肾有保护作用的长效降压药。长效降压药的好处是平

稳降压。对于初服降压药的患者，一旦出现任何不适应及时就

医，以便医生根据情况调整剂量或更换降压药。服用降压药的

患者，不能自行减量甚至停药。一定要在监测血压的基础上遵

医嘱调节药量。

１．４．２　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１．４．２．１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高血压患者应节制饮食，避
免进餐过饱，避免进食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三高食物。

应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尤其是含钾丰富的水果，如香蕉、山

楂、红枣等。建议每天新鲜蔬菜不少于４００ｇ，水果不少于１５０
ｇ。以提高降压效果［６］。少吃甜食。蛋白质摄入量以每天每公

斤体重１ｇ以内为适量。餐饮中的食用油宜选择植物油，忌食
含油脂高的食品及动物内脏。要控制食盐量，其中包括含盐的

调味品。食入过多的食盐可导致高血压，钠盐一方面增加了血

容量，另一方面水钠潴留可使血管平滑肌肿胀，管腔变细，血管

阻力增加，从而引起血压增高［７］。对高血压患者来说食盐过多

不但不利于降压，甚至要增加降压药的用量。高血压患者应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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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少食盐量，直至每日控制在６ｇ以内，这对降低和稳定血压
大有裨益。主食尽量要粗细搭配，还要多食一些含纤维素高的

食物，以利于保持大便通畅。便秘的患者在屏气时血压急剧升

高，之后又迅速下降。这种血压的剧烈波动极易引起高血压患

者发生心肌梗死和脑卒中，所以患者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以避免这种危险。

１．４．２．２　戒烟限酒　烟中的尼古丁可以兴奋血管运动中枢，
引起小动脉痉挛，血管壁脂肪堆积，并使小动脉收缩，从而增加

血流阻力导致血压升高。健康人少量饮酒，男性每日饮酒酒精

量应少于２０～３０ｇ，女性应少于１０～１５ｇ［８］。对身体无害，高血
压患者应戒酒。

１．４．２．３　控制体重，适量运动　肥胖是高血压的主要致病因
素之一，中美心血管和心肺疾病流行病学会合作研究表明［９］：

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是体重超重，体重指数每增加一个

标准差（３ｋｇ／ｍ２）４年内高血压的相对危险在男性和女性分别
增加５０％和５７％。而肥胖的高血压患者在减轻体重后血压也
会有所下降。高血压患者减轻体重的方法主要有控制饮食和

加强运动，临界及轻度高血压患者可适量运动，重度高血压患

者在血压没有得到理想的控制前不宜做剧烈运动。高血压患

者的运动方式以有氧运动为主，如散步，快走，骑自行车等。运

动量以不感到明显疲劳为宜。运动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

样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１．４．２．４　保证充足睡眠　在所有的休息方式中睡眠是最理
想、最完整的休息，尤其对高血压患者，充足的睡眠有助于稳定

血压。所以高血压患者要养成按时睡眠和起床的习惯。睡眠

时间要根据不同的年龄、体质、习惯、季节和体力因素而决定，

老年人的睡眠时间相对短些，最好中午能睡个午觉，这样有利

于身体健康。睡前不宜饮浓茶，茶叶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

成分，但其中的咖啡因和茶碱对心血管有一定的兴奋作用，可

使血压升高，所以高血压患者宜饮淡茶［１０］。也不宜长时间看

电视。最好能用热水泡脚，通过温水的刺激能够促进患者足部

的血液循环，使足部血管扩张，改善足部经络的传导，使肌肉放

松，消除疲惫和紧张感［１１］。听一些优美轻柔的音乐，放松身

心，这样有助于睡眠。枕头的高度也要适宜，不可过高或过低，

以６～９ｃｍ为宜，这样的高度比较容易获得高质量的睡眠。对
于长期睡眠不足的患者，也可遵医嘱服用安定性药物，如舒乐

安定等，以改善睡眠。

１．４．３　监测血压　血压的测量是观察病情及调整用药量的重
要依据。血压波动大的患者需每日４次测量血压，注意观察晨
间血压。稳定后可每日测一次。以后随着血压稳定情况再适

当延长测压的间隔时间。测压前要放松身心，排尿，排便，保持

安静。做到四定：定时间，定体位，定部位，定血压计。对于用

电子血压计在家自测血压的患者，要经常校对血压计，这样才

能保证测出血压的准确性。

１．４．４　心理教育　不良的心理因素会影响身体健康，“喜、怒、
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变化本是人的正常情感。但对高血

压患者来说如控制不好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高血压患者最忌

怒气，气怒犹如高血压患者体内的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酿

成大患，所以要制怒，最好的办法是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意

志锻炼，培养良好的性格，遇事做到情绪平和，不急不躁。高血

压患者宜广交朋友，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可以有倾诉的对象，

让感情得到宣泄，获得心理的安慰。有的患者一旦确诊为高血

压，就会变得敏感多虑，整日忧心忡忡，一旦身体有任何不适，

就疑心血压升高，病情加重。这种情绪变化不但不利于降压，

反而是疑虑越多，血压越高越容易对治疗失去信心。所以高血

压病人要戒除疑病心理，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广泛培养兴趣

爱好，用以转移对自身疾病的关注，调节不良情绪，利于控制病

情。

２　结果
２．１　知情率　通过这样的健康教育方式，提高了患者对高血
压的知情率，了解了影响高血压的各种因素和坚持服药的重要

性，提高了患者对高血压病的正确认识。

２．２　服药率　按时服药人数从教育前的６０例增加至７０例，治
疗率提高了１３．９９％，不能坚持服药的２例均为农村患者，因路
途遥远，就诊不及时，服药时断时续，血压控制也不够理想。

２．３　控制率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适当的体育锻炼是改善高血
压患者体质的有效措施，通过健康教育使１６例患者采用了低
盐低脂饮食，８例患者戒烟戒酒，１２例患者通过加强运动，减轻
体重，缓解压力等方式较好地控制了血压。控制率提高了１８．
３４％。

３　讨论
高血压是由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个人生活习惯等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全身性疾病。如果不能将血压控制

在正常范围内，保持血压平稳，就会引发心、脑、肾等并发症，严

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健康，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高血压的治疗

和控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１２］。患者不但要坚持按时按量服用

降压药物，对于有些不良因素如：吸烟，嗜酒，肥胖，摄盐过多等

也要逐步改变。我国高血压存在着患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

率高的特点。尤其是偏远的农村患者，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

情率、服药率都很低，对高血压的治疗存在着认识误区。所以

大多数人很难得到正规系统的治疗。健康教育作为护理工作

的一部分在高血压的治疗和控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健康教育

是通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使高血压患者认识到服用降压药的

重要性和不良生活习惯对血压的影响。倡导有益的行为和生

活方式，提高高血压的治疗和控制率，预防心、脑、肾等并发症，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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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与教育·

全程护理告知程序对产科健康教育的促进作用研究
殷秀珠，陈小荷，胡善荣，孙园，王思玲

【摘　要】　目的　探讨研究全程护理告知程序对产科健康教育的促进作用，以了解其在产科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于深圳市人民医院进行生产的４２０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２１０例，对照组的产妇进行常规的护理，观察组的产妇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全程护理告知程序进行干预，后将两组
产妇护理前后的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及相关技能掌握程度进行统计及比较。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的
母乳喂养自我效能评分高于对照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及相关技能掌握程度优良率均高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结论　全程护理告知程序可有效改善产科健康教育效果，可有效改善产妇的综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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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ｋｉｌｌ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ｏｏ，ｗｉｔｈ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
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ｈｏｌ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产科宣教是对产妇和新生儿均有明显影响作用的护理干
预方式，其通过对产妇对产后恢复和照顾新生儿等方面知识的

干预，来实现对母婴综合状态干预的目的，因此如何提高产科

健康教育的效果即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１－２］。本文中我们就

全程护理告知程序对产科健康教育的促进作用进行观察，以进

一步了解其临床应用价值，现将结果总结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于本院进行
生产的４２０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２１０例。对照组的２１０例产妇中，年龄２０～３６岁，平均
年龄（２７．７±３．２）岁，孕周３７．８～４１．０周，平均（３９．７±１．１）
周，其中经产妇１８例，初产妇１９２例；生产方式：顺产１１７例，剖
宫产９３例；文化程度：高中和以上７５例，中专及初中１３５例。
观察组的 ２１０例产妇中，年龄 ２０～３７岁，平均年龄（２７．８±
３．０）岁，孕周３７．７～４１．２周，平均（３９．６±１．２）周，其中经产妇
１６例，初产妇１９４例；生产方式：顺产１１６例，剖宫产９４例；文
化程度：高中和以上７４例，中专及初中１３６例。两组产妇的年
龄、孕周、经初产妇比例、生产方式构成及文化程度构成等方面

的数据比较显示，Ｐ均＞０．０５，因此认为两组患者具有可比性。
１．２　健康教育方法　对照组的产妇给予常规的健康教育，主
要为告知围生期自我护理方法、注意事项、产后恢复方法及照

顾新生儿的方法等。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则采用全程护

理告知程序进行干预，即除给予产妇相应时间段的宣教外，于

产妇入院之初在实行每个护理及治疗程序的过程中均对应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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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相应的宣教，使产妇对每个知识点均形成强化记忆，并引起

重视，而对于照顾新生儿及自我护理的操作也能较佳地掌握，

另外，在实施护理操作及宣教的过程中注意产妇对于宣教知识

的反应，以根据其反应随时调整宣教的方式和内容，另外，对于

产妇的提问也随时进行详细解答，从而使产妇对知识点的掌握

更为牢固，对于宣教的注意事项更为重视，并同时在此过程中

感受到重视及关怀，从而改善与护理及医师的关系，形成良好

的护患及医患关系，对于母婴的护理也更佳。后将两组产妇护

理前后的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及相关技能掌

握程度进行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①母乳喂养自我效能采用母乳喂养自我效能
量表进行评估，本量表的３０个评估问题均以１～５分为评估范
围，故总分即为３０～１５０分，其涉及对内心活动和技能两个方
面的评估，故每个方面均以１５～７５分为评估范围，且分值越高
则表明效能越高［３］。②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及相关技能掌握程
度分别采用调查问卷和平时观察的形式进行评估，评估要点包

含对围生期的所有相关知识点和照顾新生儿的操作技能等，其

总分均为０～１００分，以８５分及以上为优良，６０～８４分为一般，
６０分以下为较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软件包方面选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其中的年龄、
孕周及母乳自我喂养效能评分为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处理，其
他方面的数据均为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处理，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母乳自我喂养效能评分比较　护理
干预前两组产妇母乳自我喂养效能量表的内心活动、技能及总

分比较，Ｐ均 ＞０．０５，而护理干预后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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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０．０５，具体比较见表１。
２．２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护理干预
前两组产妇相关知识掌握优良率比较，Ｐ均＞０．０５，而护理干预
后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具体比较见表２。

表１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母乳自我喂养效能评分比较（分）

组别 ｎ 时间 内心活动 技能 总分

对照组 ２１０护理前 ４８．６±５．３ ４５．１±４．８ ９１．５±５．４
护理后 ５８．９±６．４ ５５．７±５．６ １１１．２±６．０

观察组 ２１０护理前 ４８．４±５．５ ４５．３±４．７ ９１．３±５．２
护理后 ６７．３±６．８ ６４．８±６．２ １３２．７±６．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优良 一般 较差

对照组 ２１０护理前 ９６（４５．７１） ７５（３５．７１） ３９（１８．５７）
护理后 １３５（６４．２９） ５４（２５．７１） ２１（１０．００）

观察组 ２１０护理前 ９６（４５．７１） ７２（３４．２９） ４２（２０．００）
护理后１６２（７７．１４） ３９（１８．５７） ９（４．２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相关技能掌握程度比较　护理干预
前两组产妇相关技能掌握优良率比较，Ｐ均＞０．０５，而护理干预
后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具体比较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护理前后的相关技能掌握程度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优良 一般 较差

对照组 ２１０ 护理前 ９０（４２．８６） ７８（３７．１４） ４２（２０．００）
护理后 １２６（６０．００） ５７（２７．１４） ２７（１２．８６）

观察组 ２１０ 护理前 ９０（７２．８６） ７５（３５．７１） ４５（２１．４３）
护理后 １５６（７４．２９） ３９（１８．５７） １５（７．１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产妇围生期的状态不仅仅关系到其生产的状态及产后的

恢复、角色转换等，对于新生儿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因此对于产

妇围术期的综合状态的干预非常重要。产妇作为临床较为特

殊的群体，其不仅仅面临着角色方面的转换、产后机体的康复

等［４－５］，对于心理方面的调试也是临床中较为重视的方面，而

这些方面的改善主要依靠产妇自身的能力，护理在其中发挥着

辅助及引导的作用，因此认为对于产妇的围生期的护理细节的

干预非常重要。而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

教育活动，使产妇能够对相关内容引起重视［６－７］，并自觉地采

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护理干预方法，同时其还可

有效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

康的目的。但是，临床中较多产妇对于健康教育的理解和接受

情况均相对较差，而这也是影响母婴综合状态的重要原因［８］，

因此改善产科健康教育的实施效果又成为研究的热点及重点。

全程护理告知程序是指在护理的过程中将宣教内容融合

于每个护理操作程序和细节中，以使患者能够全面且形象地接

受健康教育的内容，且更易于理解，同时其形象化的教育方式

更易于患者接受，并对其印象更为深刻，也在此过程中建立起

良好的护患关系［９－１０］。

本文中我们就全程护理告知程序对产科健康教育的促进

作用进行观察，发现采用全程护理告知程序进行健康教育的产

妇较常规宣教及护理的产妇效果更为明显，主要优势表现在母

乳喂养自我效能、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及相关技能掌握程度的改

善程度更大等方面，说明全程护理告知程序的应用价值较高，

可有效改善产妇的自信心，重视性也进一步提升，而这主要与

全程护理告知程序的形式深入到了产妇护理的每个程序中有

关，因此其在潜移默化中对于健康教育内容形成了深刻的印

象，接受效果也即较佳。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程护理告知程

序可有效改善产科健康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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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健康教育对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
任启芳，史菲菲，胡红艳，张艳丽，顾娟，汪丽

【摘　要】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对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善效果，提高广大护理人员对糖
尿病伴焦虑抑郁的认识。方法　将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在医院就诊的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７０例随机分为常规
护理组和心理疏导组各３５例，常规护理组进行常规药物治疗与饮食、生活等基础护理；心理疏导组由经过专科护士培训
的护士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实施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干预，内容包括情感关怀、心理疏导和各项技能的培训等。进行

为期４周的疗效的观察。比较两组在治疗护理前后焦虑、抑郁评分变化情况。结果　治疗后，心理疏导组的焦虑评分为
４２．１±５．２，抑郁评分为４０．３±６．４，而常规护理组的焦虑评分为４９．６±４．７，抑郁评分为５１．６±４．９。通过比较，两组ＳＡＳ
和ＳＤＳ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改善；治疗后，心理疏导组ＳＡＳ和ＳＤＳ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　在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积极治疗和基础护理的同时施以健康教育联合心理疏导有助于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焦
虑、抑郁症状的减轻和缓解，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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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
糖尿病是一种心身疾病，得了糖尿病的患者易合并焦虑、抑郁

情绪，不及时控制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会加重糖尿病，导致

血糖控制不良。本研究采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调查７０名糖
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的评分情况并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提高

护理人员对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的认识，使合并焦虑、抑郁

情绪的糖尿病患者能够得到早期干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我们认为心理因素在疾病治疗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心理

疏导对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的治疗有着重要意义，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院就诊
的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７０例进行随机分组，每３５人一组，
分为心理疏导组和常规护理组，心理疏导组男性２６例，女性９
例，年龄３５～７４岁，平均年龄６３．３岁。常规护理组男性２１例，
女性１４例，年龄３３～７０岁，平均年龄６４．１岁。两组患者年龄、
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基础护理　①饮食指导，让患者能够遵守糖尿病饮食
疗法。②满足患者生活需求，生活中的指导和帮助，比如注意
个人卫生、足的保护等。③运动指导。针对个体情况，帮助患
者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④用药指导。根据患者的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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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针对性的指导。⑤血糖监测的指导，指导患者正确的
监测血糖并记录。⑥预防并发症的指导，包括急性并发症和慢
性并发症。⑦注意病情变化，药物的疗效及不良反应，让患者
知道如何应对。

１．２．２　心理护理　心理护理是指在护理过程中，以医学心理
学理论为指导，通过人际交流影响或改变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行

为，进而促进或帮助患者向健康方向发展。

１．２．３　心理疏导　对患者一入院就热情接待，介绍病区的环
境及科主任、护士长及责任护士，使患者消除紧张和陌生感。

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治疗环境，病房内物品摆放以患者取用方便

为原则。及时向患者及家属介绍病情，同时帮助患者和家属了

解各项检查的目的和注意事项，使其积极配合检查和治疗。病

房应备有健康教育手册，包括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用药指导、

病情检测等资料。每周六下午固定时间护理人员采用多种形

式讲解糖尿病相关知识。我们还让良好的患者以现身说法，介

绍自己控制疾病的经验。以增加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并减轻恐

惧，从而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护理人员应用心理学

知识，在与患者交流时充分重视语言艺术，与患者谈话时采取

认真聆听、缓慢和和蔼交谈的方式保持患者情绪放松，鼓励患

者说出心里的担心和需要，了解患者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并

给予适当的鼓励和指导。充分发挥亲友及家属的支持作用，使

患者感到尊重和理解。

１．２．４　技能培训　指导患者正确服用药物，正确规范的胰岛
素注射技术，正确的血糖监测。鼓励患者亲自去做，使患者感

觉到自己是在护理人员的监护下进行，绝对安全。对操作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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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患者，护理人员要教会家属做。

１．３　观察指标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评定患者心理状态［１－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组
间ＳＡＳ、ＳＤＳ评分的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护理干预前后ＳＡＳ评分的比较见表１，两组治疗前后

ＳＤＳ评分的比较见表２。
表１　两组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护理干预前后ＳＡＳ评分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干预前评分 干预后评分

常规护理组 ３５ ５６．３±５．４ ４９．６±４．７▲

心理疏导组 ３５ ５６．４±６．１ ４２．１±５．２▲

ｔ值 ０．０７３ ６．３３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Ｐ＜０．０１。
表２　两组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护理干预前后ＳＤＳ评分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干预前评分 干预后评分

常规护理组 ３５ ６０．９±４．５ ５１．６±４．９▲

心理疏导组 ３５ ６１．２±５．１ ４０．３±６．４▲

ｔ值 ０．２１６ ８．２９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在过去的相当长一个阶段，现代医学片面强调躯体的健康

和疾病，而忽略了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健康和疾病。随着社会发

展和认识的进步，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生理与心理疾病健康

状态的关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大量临床资料表明，心理护

理对高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过程中有

着重要的影响［３］。

焦虑、抑郁易继发于糖尿病，这些因素加重了躯体疾病的

治疗难度，增加了医疗中的负担，影响患者疗效和患者的生活。

作为医护人员应及时识别糖尿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加强

教育并给予有效的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家属和社会的支持是

患者情绪支持的重要来源，这将十分有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

病情和生活质量。有研究认为，传统的健康教育只是被动的医

疗指导、简单的教授，没有深入地进行人性化实施和患者的配

合，常常使预期的护理效果不佳［４］。因此，健康教育联合心理

疏导应放在针对患者心理特点和情绪状态的解释疏导方面，针

对患者的行为和思想问题进行纠正，以使患者的行为和想法向

着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的方向发展［５－６］。

健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患者树立健康意识，促使患者改变

不良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降低或消除影响健

康的危险因素，提高患者对健康的认识［７］。心理干预措施使患

者增强对疾病及其发生机制的认识，对疾病最终的预后有充分

的认识，鼓起患者回归社会的勇气，消除消极心理，增强战胜疾

病的信心［８］。同时心理干预后患者大都依从性好，从而能够参

与健康治疗，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９］。

本研究发现，心理疏导组患者在常规专科护理基础上进行健康

教育联合心理疏导干预措施。干预后两组 ＳＡＳ和 ＳＤＳ评分明
显低于干预前；而治心理疏导组ＳＡＳ和ＳＤＳ评分也明显低于常
规护理组。说明对糖尿病伴焦虑抑郁患者心理状态进行健康

教育联合心理疏导干预措施，有利于通过对患者情感心理障碍

的改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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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制模式下老年人健康管理方法的实践
莫瑞豪，曾润颜，余健，黄胜海，郑文新

【摘　要】　目的　探讨深圳市福田区家庭医生制模式下老年人健康管理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　对福田区３０
家已推行家庭医生制的社康中心近１年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的做法进行分析，并比较实施前后的效果。结果　福田区
制定并落实了全科服务团队各成员在老年人健康管理中的岗位职责和服务流程，建立绩效考核办法，实施１年后老年人
慢性病规范管理率、服药依从性、满意度、健康体检率和全科诊疗利用率均较实施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以家庭医生为核心、全科服务团队参与的老年人健康管理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家庭医生制；全科服务团队；老年人；健康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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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已走过１５年的历程，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但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仍存在保健形式和项目单一、

手段落后的现状［１］。根据《深圳市社区健康服务年度整体评估

报告》（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在国家十大类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老年
人健康管理的进展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对社区保健服

务利用率低、服务质量不高、满意度偏低，而老年人对社区全科

诊疗的高利用率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改变这一现状，福

田区通过在社康中心推行家庭医生制服务，利用全科服务团队

的优势［２］，在确立全科服务团队各成员在老年人健康管理各服

务环节的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基础上，形成以家庭医生为核

心、全科服务团队参与的老年人健康管理方法，改变以往由单

一的老年保健医生负责的运作模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我区首批实施家庭医生制老年人健康管理的
３０家社康中心作为研究组，同时在本区随机选取了３０家未推
行家庭医生制的社康中心作为对照组。我区自２００７年始对所
属８０多家社康中心开展了“五个标准统一”（业务用房、设备、
服务项目、人员、基本药物）的建设，因此，两组社康中心具有可

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分析研究组２０１１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开展
老年人健康管理的做法，并与对照组比较实施１年后的效果。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录入数据，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制定并落实了全科服务团队各成员在老年人健康管理中
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

２．１．１　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是签约老年人健康管理的第一责
任人和健康“守门人”，是全科服务团队的核心和总协调员。家

庭医生根据《福田区家庭医生制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规范》的

要求，履行对签约对象健康危险因素的收集和检查监测→评价
和分析→干预全程责任，主动利用各种机会，包括全科诊疗、上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科研项目（ＦＴＷＳ２０１２２９）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４５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社管部
通讯作者：莫瑞豪，电子信箱：ｍｏｋｃｈ＠１２６．ｃｏｍ

门访视、咨询和义诊等，为签约对象提供系统、动态、个性化的

健康管理项目［３］。

２．１．２　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将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的全科诊疗
中，抓住老年人到社康中心接受诊疗服务的机会，在每次诊疗

中均要对老年人实施面对面、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机会性健

康促进，对慢性病按计划进行处理，对未按程序接种流感或肺

炎疫苗者动员其及时接种，提醒老年人按时完成年度健康体

检［４］。

２．１．３　公卫医生　公卫医生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
育、传染病防治知识、督促其定期接种疫苗，协助家庭医生做好

老年人健康信息管理等。

２．１．４　社区护士　社区护士利用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服务的机
会，灌输相应的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知识，对不良生活方式进

行恰当的干预；对接受输液治疗者，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特

别提醒病人和陪护人注意输液相关事宜，增加巡视频率和做好

全程监护。另外，社区护士还需承担老年人家庭健康访视工

作，协助家庭医生完成签约、健康信息的收集等［５］。

２．１．５　药剂师　药剂师主要针对老年人普遍存在服药依从性
差的问题［６］，利用老年人候诊和取药等机会，对其进行合理用

药指导、提高用药依从性。

２．２　支持措施　①制定了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激励办法，将不
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纳入绩效工资分配

核算指标中，调动社区医务人员积极性，推动了社区公共卫生

服务与基本诊疗的均衡性发展。②将家庭病床纳入社会医疗
保险支付范围，减轻服务对象的经济负担，更好地提升老年人

健康管理水平［７］。

２．３　质量控制方法　①推行全科诊疗服务路径，确保全科诊
疗中健康管理的环节质量。本课题组成员自２００９年始开展了
全科诊疗服务路径的研究，自２０１１年７月在全区社康中心推广
应用，以路径管理的方式将老年人健康管理融入全科诊疗中。

②制定了绩效考核标准，重点考核全科服务团队各成员在老年
人健康管理中的岗位职责落实情况和服务效率，考核结果纳入

社康中心等级评定指标。

２．４　实施效果初步评价　由表１，２可见，研究组和对照组在
实施前，老年人慢性病规范管理率、服药依从性良好率、居民满

意度、服务质量年度考核分值、年度健康体检（下转第１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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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月坛地区更年期妇女知信行现况机会性调查
佟秀梅，杜雪平，孙艳格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月坛地区更年期妇女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知信行现况，为更好地开展社区更年期妇女的健
康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月坛地区３５５例４０～６０岁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月坛地
区更年期妇女对于妇科、慢性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及健康生活方式采纳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②定期进行疾病筛查
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血压检测：９０％，血糖检测：７７％，血脂检测：７４％等。③有一项以上更年期症状的妇女所占的比
例为７６．９％，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平均为１０．３４。④对于全科诊疗服务的需求：希望在全科门诊得到妇科疾病相关指导的比
例最高为７７．７％。结论　月坛地区更年期妇女知信行现况不容乐观，对全方位妇女保健指导有很大的需求，需要全科
医师加强对更年期妇女的健康管理。

【关键词】　更年期妇女；健康管理；全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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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是每位女性必经的生理阶段。在这个时期，随着年
龄的增长及逐渐失去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多种慢性疾病，如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发病率逐渐提高［１－２］。同时由于

激素水平的变化，各种更年期症状及妇科疾病患病率将上

升［３－５］。更年期妇女面临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６－７］。本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其知信行现况，为全科医师管理更年期妇

女健康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月坛地区全科门诊就诊、年龄４０～６０岁
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共３５５例。研究对象平均年龄（５２．５９±５．
３９）岁。
１．２　调查方法　在全科门诊，对３５５例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
查。问卷系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对于

各种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情况，更

年期症状的发生及对全科医疗的需求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共发放调查问卷３５５份，收回３５５份，回收
率１００％。将回收问卷经过整理全部数据录入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
软件数据库，进行统计学描述。

２　结果
２．１　更年期症状发生情况　３５５例研究对象，有一项以上更年
期症状的妇女占７６．９％，认为最严重的症状依次为：潮热，出
汗；骨关节痛；失眠；眩晕；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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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对于妇科相关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分 ５个知识点考
察）　①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缓解更年期症状”：２６３人，
占７４％。②认为骨质疏松与不运动有关：２７３人，占７７％，与妇
女绝经有关：２６８人，占７５％，与吸烟有关：１６７人，占４７％。③
认为宫颈癌与性生活开始时间早有关：１４６人，占４１％，与多个
性伴侣有关：２１８人，占６１％，与吸烟有关：１２４人，占３５％，与长
期口服雌激素或避孕药有关：１５８人，占４５％，与宫颈ＨＰＶ病毒
感染有关：１９７人，占５５％。④认为乳腺癌与初潮早于１２岁或
绝经晚于５５岁或行经超过３５年有关：１２４人，占３５％，与大龄
无婚姻或生育史或第一胎晚于３５岁有关：１８３人，占５２％，与未
哺乳或哺乳时间短于３个月有关：１８２人，占５１％，与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有关：２６１人，占７４％。⑤认为老年阴道炎与雌激素
水平低下有关：２０５人，占５８％。
２．３　对于慢性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掌握高血压诊断标
准：２０２人，占５７％；掌握糖尿病诊断标准：９５人，占２７％；掌握
正确的每日食盐量：３０８人，占８７％。
２．４　健康生活方式实施情况　规律运动：２１６人，占６１％；规
律补钙：２３１人，占６５％；低盐饮食：２７７人，占７８％；知道乳腺应
定期自查：２８０人，占７９％；定期做乳腺自查：９２人，占２６％，不
定期做乳腺自查：１６８人，占 ４７％，未做乳腺自查：９６人，占
２７％。
２．５　定期疾病筛查情况　定期宫颈癌筛查：２０２人，占５７％；
定期骨密度检查：２０３人，占５７％；定期乳腺癌筛查：１９７人，占
５５％；定期检查血压：３１８人，占９０％；定期检测血糖：２７２人，占
７７％；定期检测血脂：２６２人，占７４％。
２．６　更年期症状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３］　平均：１０．３４。根据改良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标准：≤１５分为轻度更年期综合症，１６～３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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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度更年期综合症，≥３１分为重度更年期综合症。本调查中
轻度更年期综合症：２６４人，占７４％，中度更年期综合症：８６人，
占２４％，重度更年期综合症：５人，占２％。
２．７　医疗服务需求情况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３５５例研究对象
到全科门诊就诊时，希望向全科医师咨询妇科问题的人数为

１４４人，占４０．６％，希望得到妇女保健方面的指导人数为 ２７６
人，占７７．７％，到妇科门诊诊治时，希望向妇科医师咨询高血压
等慢性疾病相关问题的人数为１２０人，占３３．８％，希望同时得
到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方面指导人数为２１８人，占６１．４％。

３　讨论
３．１　关于更年期症状　通过调查分析，３５５例研究对象，至少
有一项以上更年期症状的妇女所占的比例为７６．９％，高于周利
锋等的调查［８］。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１０．３４，高于６．２９北京绝经期
妇女健康现状调查［９］。无论是从更年期症状发生，还是根据评

分结果，月坛社区更年期妇女的更年期问题都处于较高的水

平。考虑差异原因可能由于本调查是在全科门诊就诊的患者

中所做，选取研究对象与其它研究不同。根据评分结果分析，

所有更年期综合症患者中轻度更年期综合症所占的比例为

７４％，中度更年期综合症２４％，重度更年期综合症２％。虽然相
当比例的更年期妇女存在更年期症状，但大多数症状相对较

轻，由于症状轻微，她们就诊时可能主要选择在全科门诊。作

为全科医师，在全科诊疗过程中应注意询问更年期妇女相关症

状，积极寻找病因，尽量减轻或解除其不适症状，对其生理、心

理及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３．２　关于健康知识的掌握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情况　对于
妇科知识的知晓率，从３５％至７７％，知晓率并不高，这与一些
相关研究的结果是类似的［１０］。考虑原因可能与全科医师对于

妇科知识的知晓和重视不足有关。但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研究

对象对常见慢性疾病知识的知晓率也并不高，能正确掌握高血

压诊断标准的比例仅为５７％，掌握糖尿病诊断标准的比例为
２７％，这个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高血压、糖尿病的管理是社
区卫生服务的工作重点，但在本调查中，没有显示出平日慢性

疾病管理的工作成效。考虑原因可能是本次调查的人群为

４０～６０岁妇女，慢性疾病患病率相对较低有关。在今后的社区
卫生工作中，应该把防治战线提前，不仅应关注于患病人群，对

于健康人群、高危人群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健康行为的采纳，通过调查得知，也处于不高的水平。

如规律运动的比例为６１％，规律补钙的比例为６５％。更年期
妇女存在很多的不适症状，各种疾病的患病率逐年提高。但是

通过调查得知，这部分人群对于健康知识的知晓率还处于较低

的水平，健康生活方式的采纳也并不高。为了预防各种妇科及

慢性疾病，作为全科医师，应对这部分人群积极进行健康知识

的宣教，促进其健康行为的采纳，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３．３　定期进行疾病筛查情况　通过对于定期疾病筛查的结果
分析发现，定期进行血压、血糖、血脂检测的比例远远高于定期

宫颈癌、乳腺癌、骨密度检查的比例，提示在全科门诊，全科医

师主要关注于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对于妇科健康问题关注少。

应提高全科医师对于妇科疾病的重视度，加强其妇科专业知识

的培训，给予更年期妇女更专业的、全面的健康管理。

３．４　对于医疗服务需求情况　调查显示，在所有医疗服务需
求中，更年期妇女希望在全科门诊得到妇女保健方面指导的比

例最高，为７７．７％，说明更年期妇女对于全方位连续性服务有
很大的需求，希望全科医师能够提供妇科疾病相关医疗服务。

更年期妇女面临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但对于相关健康知

识知晓率，健康生活方式的采纳却较低。全科医师主要关注更

年期妇女的慢性疾病的诊疗，对于妇科健康关注少。更年期妇

女对于全科医师能够提供妇科疾病诊疗需求高。对于全科医

师应积极进行妇科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自己的妇科诊疗

理论及实际诊疗水平，加强对于其妇科疾病的重视度，通过全

面的健康管理，提高更年期妇女的整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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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７，３１（２２）：４４３７４４３９．

［６］　李颖，郁琦，马良坤，等．北京市城区围绝经期妇女归纳症状分析
［Ｊ］．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７（５）：３２９３３４．

［７］　施慎逊．更年期常见心理障碍及其对策［Ｊ］．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２００４，３（５）：２８９２９０．

［８］　周利锋，郭立燕，扬婕，等．妇女更年期症状及保健需求调查［Ｊ］．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６，２１（６）：７９４７９６．

［９］　邓小虹，张淞文．对北京地区４０６０岁７２３２名妇女进行了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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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自贡市老年慢性肾脏病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赵大军

【摘　要】　目的　探讨自贡市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情况及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于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进行体检的老年人１０００名，进行健康情况调查，检测患者肾功能相关指标，调查慢性肾脏病的发病
情况，并筛查其发病的危险因素。结果　该老年人群中蛋白尿发生率为１０．２％，血尿发生率为６．４％，肾功能下降发生
率为１１．０％；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为１７．６％，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高龄、高尿酸血症、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是老年人群
发生慢性肾脏病独立危险因素（均Ｐ＜０．０５）。结论　本地区老年人群的慢性肾脏病患病率接近２０％，应引起重视，其
中高龄女性、高血压、糖尿病等都是慢性肾病的危险因素，应加强该类的人群的健康保健教育。

【关键词】　慢性肾脏病；老年人群；蛋白尿；肾功能下降；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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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脏病（ＣＫＤ）是一个全球性的卫生问题，研究显示７０
岁以上老年人群ＣＫＤ的患病率可达４７％［１］，明显高于４０以下
的青壮年人群，提示年龄是ＣＫＤ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２］；而国

内外调查研究均显示近年来每年因慢性肾功能衰竭而新进的

透析患者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３］，也从侧面提示了 ＣＫＤ发
病率的不断提高。因此对老年人群进行 ＣＫＤ流行病学调查及
危险因素筛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笔者调查本地区老年人群

ＣＫＤ患病情况及发病危险因素，以其为ＣＫＤ的防控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于本院进
行体检的老年人１０００名，其中，男性５４８名，女性４５２名，年龄
６０～８１岁，平均（６９．５±９．０）岁，学历小学及以下５９６名，高中
及以上４０４名。
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心、肺、肾等慢性病
情况，了解患者不良生活习惯，包括吸烟、饮酒等。

检测患者尿蛋白及肾功能情况，患者晨起留清洁中段尿样

及空腹血样，均送化验室，尿样行尿常规及尿沉渣实验，尿沉渣

离心后置于光学显微镜下检查，４００倍视野下发现３个以上红
细胞为血尿，发现５个以上白细胞为白细胞尿。采用免疫比浊
法测尿蛋白，采用奥林巴斯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肌酐；尿蛋白／
肌酐＞３０ｍｇ／ｇ时为蛋白尿；以肾小球过滤率（ｅＧＦＲ）评价患者
肾功能改变情况，ｅＧＦＲ＝１７０×血肌酐 －１．５４×年龄 －０．２０３×０．７４２
（女性），以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为肾功能下降［４］。

全部患者测量血压、血糖、血脂，血压测量肘静脉３次取平
均值；全部均抽空腹静脉血，送检验室，测定患者血糖（测血糖

还配合口服糖耐量实验）、血胆固醇、甘油三酯、血尿酸水平；糖

尿病诊断标准：空腹静脉血糖≥７．０ｍｍｏｌ／Ｌ或７５ｇ葡萄糖耐量
试验２ｈ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和正在服用降糖药物者；以血胆
固醇≥５．７２ｍｍｏｌ／Ｌ，甘油三酯≥１．７ｍｍｏｌ／Ｌ为高脂血症；以血
尿酸≥４２０ｍｍｏｌ／Ｌ为高尿酸血症。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收缩压

作者单位：６４３０００四川省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肾内科

（ＳＢＰ）≥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和（或）舒张压
（ＤＢＰ）≥９０ｍｍＨｇ，或正在服用降压药物者。ＣＫＤ诊断标准：
具有白蛋白尿，ｅＧＦＲ下降，血尿３项中任意１项异常者，均３个
月后复查确诊。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文数据全部输入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检验，多因素分
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老年人群肾损伤指标及慢性肾脏病相关疾病检出情况　
本组１０００名老年体检患者，确诊ＣＫＤ患病１７６例（１７．６％），检
出慢性肾脏病相关疾病包括：高血压检出３９６例（３９．６％），糖
尿病２９８例（２９．８％），高尿酸血症１４４例（１４．４％），高脂血症
１６６例（１６．６％）。肾损伤相关指标检测显示：蛋白尿 １０２例
（１０．２％），血尿６４例（６．４％），肾功能下降１１０例（１１．０％）。
２．２　ＣＫＤ危险因素分析　全部患者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高
龄（＞７０岁）、糖尿病、高尿酸血症、高血压（≥１４０ｍｍＨｇ）、吸
烟的老年人群发生 ＣＫＤ的均明显高于无上述因素人群，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女性、高龄、糖尿病、高尿酸血
症、高血压、吸烟是老年人群发生慢性肾脏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具体见表１。
３　讨论
　　慢性肾脏病起病隐匿，患者对自身患病知晓率低，尤其是
早期很难发现［５－６］。但ＣＫＤ在老年人群的发病率却较高，有研
究显示，７０岁以上老年人群ＣＫＤ的患病率可达４７％，明显高于
４０以下的青壮年人群，并且在肾功能衰竭行透析治疗的患者
中，６０岁以上者占５０％以上［７。国外有研究显示普通人群中

ＣＫＤ的发现６０％ ～９０％是通过系统筛查发现［８］，本研究调查

显示也有半数以上老年患者对自身 ＣＫＤ不知晓，通过筛查才
发现；因此对普通老年人群进行 ＣＫＤ的危险因素分析，然后根
据危险因素对重点人去进行筛查有重要的实际操作意义。

目前ＣＫＤ多以肾功能下降（即 ｅＧＦＲ下降）为主要指
标［９］，本文以蛋白尿、血尿、ｅＧＦＲ、白细胞尿为肾损伤的指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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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慢性肾脏病筛查，在肾损伤评价指标方面更全面。并且选择

高危老年人群筛查的成本 －效益更好［１０］，本文调查结果显示，

自贡市老年人群蛋白尿占１０．２％，血尿或白细胞尿占６．４％，肾
功能下降１１．０％，ＣＫＤ占１７．６％。并且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
高龄（＞７０岁）、糖尿病、高尿酸血症、高血压（≥１４０ｍｍＨｇ）、
吸烟是老年人群发生 ＣＫＤ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临床对该类
患者体检时要进行重点筛查。

表１　老年人群ＣＫ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类别 例数 ＣＫＤ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５４８ ７６（１３．９） ４．７９１ ＜０．０５
女 ４５２ １００（２２．１）

年龄 ６０～７０岁 ５３６ ４６（８．６） １０．０３４ ＜０．０１
＞７０岁 ４６４ １３０（２８．０）

学历 ≤小学 ５９６ １０６（１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５
≥高中 ４０４ ７０（１７．３）

糖尿病 是 ２９８ ６８（２２．８） ４．２０６ ＜０．０５
否 ７０２ １０８（１５．４）

高血压 是 ３９６ ９６（２４．２） ４．８６３ ＜０．０５
否 ６０４ ８０（１３．２）

高尿酸血症 是 １４４ ４８（３３．３） ５．０１８ ＜０．０５
否 ８５６ １２８（１４．９）

高脂血症 是 １６６ ３０（１８．１） ０．６２５ ＞０．０５
否 ８３４ １４６（１７．３）

吸烟 是 ３５０ ９０（２５．７） ５．６２７ ＜０．０５
否 ７５０ ８６（１３．２）

饮酒 是 ３８０ ６８（１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５
否 ７２０ １０８（１７．４）

　　综上，本地区老年人群的慢性肾脏病患病率接近２０％，应
引起重视，其中高龄女性、高血压、糖尿病等都是慢性肾病的危

险因素，应加强该类的人群的健康保健教育及ＣＫ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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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０３８页）
动力学是一项治疗痤疮的新技术，联合应用光敏剂及

特定波长光源，通过光动力效应选择性破坏病变组织。

蓝光是激活痤疮丙酸杆菌代谢产生内源性卟啉的最佳

光源［５］，其作用较红光强４０倍，但蓝光穿透性较差，而
红光穿透皮肤的能力较蓝光强，使较多的毛囊皮脂腺

可得到能量，同时红光在抗炎方面同样具有优势［６－７］，

因此在中重度痤疮治疗中更有优势。

对于中重度痤疮，临床上多系统应用抗生素和维

Ａ酸制剂治疗，但存在明显的副作用。口服小剂量糖
皮质激素，局部封闭治疗等，效果不佳，且较易留有凹

坑及疤痕。本次试验中，７０例中重度痤疮患者应用光
动力学治疗，其中治愈６７例，总有效率为９５．７％，较
国内部分研究报道的有效率高，分析原因可能与之前

的痤疮预处理有关，即清洁面部，局部丘疹、结节及囊

肿挑刺处理等，增加 ５ＡＬＡ渗透。结果表明，中重度
痤疮在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的治疗下，大部分患
者病情得到明显改善［８－９］，且随着治疗次数增加，疗效

逐渐增强。

光动力学治疗痤疮后的副作用是医生和患者所关

注的。本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部分出现局部水肿、红

斑，轻微瘙痒与刺痛感，均可自行缓解，并可继续接受

治疗。但由于随访时间较短，对于治疗后色素沉着问

题无法估计。近年来研究发现可见光照射可以引起肤

色变化［１０］，目前尚缺乏时效性关系研究确定光动力治

疗对肤色影响是暂时性还是长期性的。

综上所述，采用光动力治疗中重度痤疮，直接针对

痤疮发病原因治疗，且操作简单，疗效高，不良发应轻

微，是一种值得临床推广的痤疮治疗新方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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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舟山市小学生超重、肥胖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朱蓓，蔡锡顶

【摘　要】　目的　了解舟山市小学生超重肥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有效开展肥胖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
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取舟山市定海区２所小学７～１２岁学生共２７３０人，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结果　共检出
超重小学生５１８人，超重检出率为１９．９５％，其中男生为２５．１５％，女生为１４．２６％；共检出肥胖学生３３４人，肥胖检出率
为１２．８６％，其中男生为１５．９３％，女生为９．５１％；共检出超重＋肥胖人数８５２人，超重＋肥胖检出率为３２．８１％，其中男
生为４１．０８％，女生为２３．７７％；男生的超重、肥胖和超重 ＋肥胖的检出率都较女生组高，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超重、肥胖检出率总体按年龄呈单峰分布，以９～１０岁组为高。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父母的 ＢＭＩ以
及食欲好，进食快，喜吃肉类、面食及油炸食品，睡前吃零食，户外运动少为儿童期ＢＭＩ的可能影响因素。结论　舟山市
儿童肥胖已呈广泛流行，肥胖防控工作刻不容缓。儿童肥胖受遗传因素及环境行为因素影响，卫生部门、社会、家庭、学

校多方应共同参与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防控方案，才有可能抑制儿童肥胖的快速进展。

【关键词】　小学生；超重；肥胖；现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８　Ｒ１９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０９９０２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我国儿童肥胖
增势迅猛。儿童肥胖已成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及健康的

重要因素。本研究对浙江舟山市２所小学７～１２岁共２５９７名
小学生进行调查，了解舟山市儿童超重、肥胖的现状及影响因

素，为有效开展肥胖干预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舟山市２
所小学（１所市区、１所城郊）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
１３５６人，女生１２４１人，年龄７～１２岁。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参照相关研究自行设计，内容包
括学生基本信息、个人史、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疾病史、家庭情

况等相关因素，以班为单位进行发放。共发放调查问卷２７３０
份，收回有效试卷２５９７份，有效率为９５．１％。
１２２　体格测量　身高、体重的测量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
完成，采用同一测量用具，按统一方法专人专项完成，测量结果

体重精确到０．１ｋｇ，身高精确到０．１ｃｍ。
１３　判定标准　超重与肥胖的判定：采用体重指数（ＢＭＩ）＝体
重（ｋｇ）／身高（ｍ２）作为判定指标，以中国肥胖工作组发表的中
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 ＢＭＩ分类标准作为超重、肥
胖的判定标准［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超重和肥胖学生检出率　共检出超重小学生５１８人，其
中男生３４１人，女生１７７人，超重检出率为１９．９５％，其中男生
为２５．１５％，女生为１４．２６％；检出肥胖学生３３４人，其中男生
２１６人，女生１１８人，肥胖检出率为１２．８６％，其中男生为 １５．
９３％，女生为９．５１％；检出超重＋肥胖学生共计８５２人，其中男
生５５７人，女生２９５人，超重 ＋肥胖检出率为３２．８１％，其中男
生为４１．０８％，女生为２３．７７％；男生组的超重、肥胖和超重＋肥
胖的检出率都较女生组高，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超重和肥胖的年龄分布　本结果显示，超重、肥胖检出率
总体按年龄呈单峰分布，以９～１０岁组为高；在各年龄组，男生
组的超重、肥胖和超重 ＋肥胖的检出率都较女生组高，两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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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超重和肥胖影响因素分析　对超重和肥胖的各种可能影
响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亲的 ＢＭＩ，食欲
好，进食速度快，喜吃肉类、面食类及油炸食品，睡前吃零食，户

外运动时间少与超重和肥胖的发生有关。见表３。
表１　男、女生超重和肥胖检出情况

性别 调查人数
超重

人数 超重率（％）
肥胖

人数 肥胖率（％）
超重＋肥胖

人数 检出率（％）
男性 １３５６ ３４１ ２５．１５ ２１６ １５．９３ ５５７ ４１．０８
女性 １２４１ １７７ １４．２６ １１８ ９．５１ ２９５ ２３．７７
合计 ２５９７ ５１８ １９．９５ ３３４ １２．８６ ８５２ ３２．８１

表２　不同年龄组男生和女生超重、肥胖检出情况

年龄

（岁）

调查人数

男 女

男生

超重率（％） 肥胖率（％）
女生

超重率（％） 肥胖率（％）
超重＋肥胖
检出率（％）

７ ２４４ ２３２ １７．６２ １４．３４ １４．６６ ６．０３ ２６．４７
８ ２１９ ２１４ ２５．５７ １５．５３ １３．５５ １１．２１ ３３．０３
９ ２１２ １８０ ２３．５８ ２４．５３ １３．８９ ８．３３ ３６．２２
１０ ２１０ １８４ ３０．９５ １６．１９ １３．５９ １２．５０ ３７．３１
１１ ２２１ ２０１ ２４．４３ １４．９３ １３．９３ １１．９４ ３２．９４
１２ ２５０ ２３０ ２９．２ １１．２０ １５．６５ ７．８３ ３２．０８

表３　超重和肥胖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β Ｗａｌｄ值 ｄｆ Ｐ值 ＯＲ值 ＯＲ值９５％ＣＩ

母亲ＢＭＩ ０．１７８ ２７．２１６１ 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３７ １．１２６～１．２７３
父亲ＢＭＩ ０．１６９ ２６．０３３６ 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０６ １．１１８～１．２６１
食欲好 ２．４１２ １８９．３５７ １ ０．０００ ９．４１３ ６．１３２～１０．８６７
进食速度快 ０．８２３ ２４．６１５ １ ０．００２ ２．２１３ １．６５８～２．８４２
喜吃肉类食品 ０．６５１ ９．８１３ １ ０．０３１ １．５２６ １．２４５～１．９３３
喜吃面食类食品 ０．１２４ ３．６４１ １ ０．０２９ １．２１８ ０．５７８～１．３２８
喜吃油炸食品 ０．４１８ ４．６７７ １ ０．０４２ １．５０７ １．０７９～２．２３５
睡前吃零食 ０．４５７ ３．２５６ 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９ １．０３７～２．１２８
户外运动时间少 ０．３３７ １４．６５８ １ ０．０１０ １．６１９ １．４０６～２．３０１

３　讨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学龄儿童肥胖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
公共卫生问题。肥胖不但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及健康，而且

还是成人期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各种慢性疾病的主

要危险因素。因此，对儿童肥胖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本调查显示，舟山市小学生超重检出率为１９．９５％，肥胖检
出率为１２．８６％，较２００６年增加了１倍［２］，说明超重和肥胖增

势迅速。其中，超重检出率和肥胖检出率男生为 ２５．１５％和
１５．９３％，女生为１４．２６％和１２．８６％，皆显著高于沿海大城市的
男生超重率（１６．９５％）、肥胖率（９．７９％）及女生超重率
（９．９５％）、肥胖率（５．３７％）［３］，说明近年来 （下转第１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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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梗阻性黄疸的肠内营养
郭松，陈强谱

【关键词】　梗阻性黄疸；肠内营养；手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５　Ｒ４５９．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０００２

　　梗阻性黄疸（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ＯＪ）也称外科黄疸，是临
床常见的病理状态，其所致机体营养不良、肠黏膜屏障受损、免

疫功能降低等是ＯＪ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ＯＪ的治疗是外科的
一大难题，目前肠内营养（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Ｎ）是治疗ＯＪ的一
项重要措施，术前术后给予合理的 ＥＮ，能够有效改善 ＯＪ病人
的营养状况，显著减少并发症，降低病死率。现就 ＥＮ在 ＯＪ中
的应用问题综述如下。

１　肠内营养在梗阻性黄疸的应用价值
１．１　保护肠黏膜屏障　肠黏膜屏障功能障碍是 ＯＪ关键和核
心损害之一，是由肠道菌群失调、氧化应激、肠道细胞凋亡与增

殖失衡、肠黏膜萎缩、肠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被破坏所致。

ＯＪ时肠道存在着脂质过氧化损伤及抗氧化能力下降，由此引起
的组织结构破坏，必然会削弱肠道屏障功能。ＫｏｔｚａｍｐａｓｓｉＫ
等［１］实验证实早期ＥＮ可以减轻手术创伤所引起的氧化应激反
应，减少亚硝酸盐、丙二醛的产生，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趋化

因子的产生，从而减轻氧化应激所造成的肠道组织结构的破

坏。在ＯＪ时，肠上皮细胞壳牢素、闭锁蛋白以及紧密连接蛋白
ＺＯ１的分布异常，表达减弱，也会减弱肠道屏障功能。吴鹏
等［２－３］实验发现，ＯＪ小鼠肠黏膜明显萎缩，绒毛高度及黏膜厚
度明显降低；电镜观察见部分上皮细胞基膜脱落，微绒毛稀疏，

线粒体、内质网肿胀，紧密连接模糊不清、分离，肠黏膜上皮紧

密连接蛋白ＺＯ１分布紊乱，表达下降；门静脉血内毒素、Ｄ乳
酸显著升高；这证实 ＯＪ时肠黏膜屏障受到损伤。陈振勇等［４］

研究表明，ＥＮ能够增加紧密连接蛋白 ＺＯ１、闭锁蛋白的表达，
改变肠上皮细胞的骨架结构，恢复紧密连接的结构和功能。傅

廷亮等［５］通过动物实验得出，ＥＮ可以缓解ＯＪ所致肠黏膜绒毛
的萎缩，改善绒毛高度、黏膜厚度；扫描电镜见ＯＪ＋能全素组回
肠绒毛排列整齐，微绒毛密集，易见杯状细胞和球状分泌颗粒。

综上可知，ＥＮ在肠黏膜屏障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
１．２　促进胃肠肝脏功能恢复　ＯＪ会导致胃肠平滑肌张力降
低，蠕动减弱，消化腺萎缩分泌减少；出现腹胀、便秘、消化吸收

不良等症状。ＥＮ能够有效刺激消化液及胃肠激素的分泌，增
加胃肠道血流，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同时在添加了膳食纤

维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促进肠蠕动。ＯＪ患者肝功能都有不同
程度的损害，转氨酶升高、肝脏代谢紊乱。李保文等［６］实验显

示给予ＥＮ的ＯＪ幼鼠肝脏病理形态学改变较 ＯＪ组有所减轻，
肝功能指标显示总胆汁酸和直接胆红素水平较 ＯＪ组显著下
降。ＥＮ制剂中所含机体必需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经门静脉首
先到达肝脏，有利于肝脏的合成与代谢；同时ＥＮ的食物刺激作
用所引起的神经／激素反射可使肝血流量及氧输送量明显增
加，而以门静脉血流增加最明显，这对肝功能的恢复非常有利。

１．３　改善机体免疫功能　ＯＪ时，肠道内毒素进入门静脉系统；
另外高胆红素使肝脏 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吞噬功能减退，进一步加重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项目（Ｊ１１ＬＦ９９）；山东省滨州市科
学技术发展计划项目（滨科社字２０１０－１）

作者单位：２５６６０３山东省滨州市，山东省临床营养与代谢重点实验室，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临床营

养中心

通讯作者：陈强谱，电子信箱：ｄｒｃｑｐ＠２６３．ｎｅｔ

内毒素血症。内毒素刺激巨噬细胞大量产生 ＴＮＦα、ＩＬ６和
ＩＬ１０等炎症因子［７－８］，刺激全身免疫反应，诱发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症（ＳＩＲＳ）；ＳＩＲＳ的发生也与 ＯＪ抑制机体的免疫系统有
关，尤其对Ｔ淋巴细胞功能影响较早且持久，而研究最多的也
是ＥＮ对 Ｔ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ＯＪ患者术后给予 ＥＮ，能够
刺激免疫系统，减少 ＴＮＦα，增加 ＩＬ１０／ＴＮＦα比值、ＣＤ４＋和
ＣＤ８＋细胞数［９］，减少内毒素血症的发生，从而减少 ＯＪ患者术
后ＳＩＲＳ的发生。ＺｏｕＸＰ等［１０］研究显示ＥＮ可显著增加血液中
ＣＤ３＋，ＣＤ４＋细胞和提高ＣＤ４＋／ＣＤ８＋比例，同时增加血浆中免
疫球蛋白水平。陈强谱等［１１－１２］研究发现，ＯＪ术后早期 ＥＮ，血
清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明显低于 ＰＮ组和对照组；术后第 ９
天，ＥＮ组 ＣＤ３＋、ＣＤ４＋细胞和 ＣＤ４＋／ＣＤ８＋比例恢复至术前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和ＰＮ组。

２　肠内营养的指征
ＯＪ患者的营养支持包括术前和术后营养支持。术前主要

用于需要进行复杂手术并且存在一定消耗的病人（主要是恶性

黄疸患者）、反复胆道结石、感染需再次手术的病人、术前存在

营养不良的择期手术病人。术后主要适用于术前即存在营养

不良而未予改善者；术前存在营养不良曾给予营养支持，术后

短期内仍不能获取足够营养者；术后短期内不能正常经口进食

者；术后发生严重感染；术后因化疗、放疗等导致的恶心、呕吐

和厌食而不能得到足够营养的病人［１３］。营养状况的判定指标

主要包括：体重（ｋｇ）、体重指数（ＢＭＩ）、三头肌皮褶厚度（ＴＳＦ）、
上臂围（ＡＣ）、上臂肌围（ＡＭＣ）等；而临床上常将血清白蛋白＜
３５ｇ／Ｌ、转铁蛋白 ＜２０ｇ／Ｌ、前白蛋白 ＜１８ｇ／Ｌ、淋巴细胞 ＜
１５×１０９／Ｌ等作为判断患者营养不良的指标。

３　肠内营养的途径
恰当的管饲途径是ＯＪ患者ＥＮ的关键。ＯＪ的手术多限于

上消化道，空肠以下的肠管受影响较小，故临床上应用最多的

是十二指肠及空肠内置管术；十二指肠及空肠内置管术有鼻十

二指肠或空肠置管、经皮穿刺置管、空肠造口术、经胃造口空肠

置管、经双腔Ｔ管空肠置管。鼻肠管可采用盲插、Ｘ线透视、内
镜引导等方法插入。在临床上内镜引导下置管较为常用，临床

应用可知内镜引导下置管简单易行，成功率高。内镜引导下的

经皮穿刺置管近年来应用逐渐增多，安全方便，并发症很少。

近来一种新型的电磁跟踪技术也应用于 ＥＮ置管，这种技术由
显示器、接收器和管芯辅助下完成；其有助于避免营养管误入

气道和准确定位远端在肠道的位置［１４］。

ＯＪ患者大多需要手术解除梗阻，因此可在术中做空肠造口
置管，其方法有Ｓｔａｍｍ法、Ｗｉｔｚｅｌ法、Ｍａｒｗｅｄｅｌ法、空肠穿刺造口
等；其中空肠穿刺造口是最常用的方法，尤其适用于长期（４～６
周以上）应用者，且并发症少，是一种较为安全的应用途径。ＯＪ
患者术中需放置Ｔ管，故可行经双腔 Ｔ管空肠置管，主要适用
于ＯＪ术后需行 ＥＮ的患者。具体方法是：选择 Ｆ２０２４Ｔ管，修
剪其短臂，于其长臂远端剪一小的侧孔，经该孔插入细的营养

管，使管端外露３０～４０ｃｍ，即做成双腔Ｔ管。术中放置Ｔ管的
同时将营养管经十二指肠乳头或胆肠吻合口放于空肠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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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肠内；术后既可引流胆汁又可行ＥＮ［１５］。

４　肠内营养制剂
目前可供ＯＪ利用的肠内营养制剂品种繁多。在选择膳食

时，应考虑到 ＯＪ患者肠麻痹、葡萄糖不耐受、脂肪不耐受等诸
多因素。对于胃肠道功能较好的ＯＪ患者，首选整蛋白型制剂，
这类膳食的特点是以蛋白质游离物或整蛋白为氮源，刺激肠黏

膜更新和修复的作用较其它制剂强，更有助于维护肠黏膜屏障

功能；其次可选择的膳食是短肽型制剂，这类膳食的特点是蛋

白质以短肽链形式提供，在消化酶缺乏时容易被吸收，所含大

部分脂肪是在缺乏脂肪酶、胆盐的情况下可经小肠黏膜直接吸

收的中链脂肪酸，具有代谢快、对肝功能和胆红素代谢及免疫

功能影响小等优点，是 ＯＪ患者较理想的能源物质［１３］；再次为

氨基酸型制剂，这类膳食多数无乳糖，几乎不含脂肪，蛋白质以

单体氨基酸的形式提供，可不经消化直接被吸收。近年来应用

逐渐增多的免疫ＥＮ制剂也可供选择，这类制剂添加了谷氨酰
胺、精氨酸、ω３脂肪酸、核苷酸、膳食纤维等特殊营养素，这些
营养素对维持 ＯＪ患者肠黏膜的完整性及免疫功能有重要作
用［１６－１７］。

５　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的比较
近年来，ＯＪ术后早期行 ＥＮ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广泛的接

受，且ＥＮ的优势也逐渐被医学界所熟知。任立梅等［１８］通过对

ＯＪ患者术后ＥＮ与ＰＮ的效果比较，ＥＮ组在上臂围、三头肌皮
褶厚度及前白蛋白、转铁蛋白水平改善明显优于ＰＮ组，并且促
进肝功能的恢复，肛门排气时间显著缩短，费用远低于 ＰＮ组。
李梅生等［１９］动物实验发现，与对照组和ＰＮ组相比，ＥＮ组大鼠
的肠黏膜ＣＤ４＋细胞百分率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明显升高，门静
脉血内毒素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和 ＰＮ组；这说明，ＥＮ能够较
好改善肠黏膜免疫屏障功能。ＷｈｅｂｌｅＧＡ等［２０］通过复习上消

化道术后营养支持的相关文献得出，ＥＮ在缩短住院时间、减少
感染性并发症、减少费用等方面有明显优势，通过空肠营养管

行ＥＮ不会增加吻合口瘘的风险，并能够显著降低术后ＣＲＰ，更
快地促进肠功能的恢复。因此建议对 ＯＪ患者进行营养支持
时，首选ＥＮ。

综上所述，ＥＮ在改善 ＯＪ患者营养状况，改善和维持肠黏
膜屏障功能的完整性，减少细菌和毒素易位，刺激消化液和胃

肠激素的分泌，促进胃肠蠕动，增加内脏血流，调节炎症和免疫

反应等方面具有良好的作用；且更符合人体生理、易于消化吸

收、营养全面价格低、安全、并发症少、方法简便。因此，ＥＮ在
ＯＪ的治疗方面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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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ａｆ１、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及凋亡体调节的研究进展
孙军培，刘久华

【关键词】　凋亡蛋白酶活化因子１；细胞凋亡蛋白酶９；细胞凋亡；凋亡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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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凋亡（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最早是由 ｋｅｒｒ［１］等人于１９７２年首次
提出，指生物体内绝大多数细胞在一定发育阶段由基因控制

的、自主的、有序的死亡过程，它对于自身稳定的维持、组织的

进化、器官的发育等起着重要的作用。细胞凋亡可能不是细胞

死亡的唯一形式，但它却是目前由在结构、生化及基因水平已

知非常详细的蛋白质构成的死亡通路唯一形式。细胞凋亡是

一种古老的范式，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但并不存在

于植物、简单真核生物和微生物［２］。细胞凋亡机制主要有外源

性和内源性途径两种。前者途径大致为：ＴＮＦＲ１或 ＦＡＳ等与
相应的配体结合后，激活 ＦＡＳ相关的死亡结构域（ＦＡＤＤ），
ＦＡＤＤ募集起始凋亡蛋白酶８（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８）进而形成死亡诱导
信号复合体（ＤＩＳＣ）［３］，依次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８及下游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和其他效应ｃａｓｐａｓｅ，引起凋亡。内源性途径即线粒体途径，主
要保存在线虫和果蝇，在哺乳动物中，当生长因子缺失、ＤＮＡ损
伤和内质网（ＥＲ）应激可触发该途径等。其大体途径为：当细
胞受到凋亡信号刺激后，与 Ｂｃｌ２同源的 ＢＨ３［４］和 Ｂａｘ亚族蛋
白相互作用，促使 Ｂａｘ亚族蛋白寡居化并进入线粒体，导致
Ｓｍａｃ／ＤＩＡＢＬＯ和细胞色素ｃ（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由线粒体进入胞质
中，Ｃｙｔｃ与胞质中的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ＡＴＰ／ｄＡＴＰ、Ａｐａｆ１、形成凋亡
活化复合体，依次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及下游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及其他效
应Ｃａｓｐａｓｅ，导致细胞凋亡。在凋亡过程中，死亡诱导信号复合
体和凋亡体拥有激活他们各自通路的顶端凋亡蛋白酶的相同

作用，但两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分子机制［５］。

１　Ａｐａｆ１的结构和功能
１１　Ａｐａｆ１结构　Ａｐａｆ１是一个具有多功能区域的衔接蛋白，
包含有氨基末端的募集区（ＣＡＲＤ），以及一个核苷酸结合和寡
聚反应区（ＮＯＤ，也被称为 ＮＢＡＲＣ），Ａｐａｆ１的羧基端由１２或
者１３个ＷＤ４０重复序列组成的Ｙ形的调节区域，其组成了１３
个片状的Ｂ螺旋。通过对 ＮＯＤ的结构研究发现，其包含一个
ＡＴＰ酶结合区域（带有沃克Ａ和Ｂ盒，即（ｄ）ＡＴＰ和 Ｍｇ２＋结合
的部位）、一个促进核苷酸结合的带翼螺旋结构域和一个超螺

旋结构域。通常情况下Ａｐａｆ１表现为一个非活性的单体，即绑
定到ｄＡＴＰ或ＡＴＰ的锁定的构象［以下简称（ｄ）ＡＴＰ］。然而由
于Ｃｙｔｃ与Ａｐａｆ１的ＷＤ重复序列的结合（绝大多数在 ＷＤ的
Ｂ螺旋之间），在（ｄ）ＡＴＰ水解作用下 Ａｐａｆ１的构象发生改变。
在凋亡体复合物形成过程中，Ａｐａｆ１的 ＣＡＲＤ区域和辅助螺旋
区域发生了极其明显的构象变化使其结合 ＡＴＰ酶的区域被暴
露且允许多个Ａｐａｆ１蛋白通过寡聚体化形成一个圆形七聚体
凋亡体复合物［６］。利用９．５埃的电子显微镜图像建立的模型
显示出Ａｐａｆ１复合体含有７个Ａｐａｆ１分子，其中的Ａｐａｆ１分子
中的ＣＡＲＤ结构域形成一个指环状结构位于由其 ＮＯＤ结构域
形成的轮毂的中央轴的正上方。当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被孵化时，位
于Ａｐａｆ１和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之间的ＣＡＲＤ结构域形成一个灵活的
磁盘，位于中央轮毂的正上方，并且在复合体中每个 Ａｐａｆ１分
子中的ＷＤＲ结构域都通过超螺旋结构域连接到中央轮毂上。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２０１０级泌尿外科外专业
在读硕士研究生（孙军培）；２２２００６江苏省连云港市，蚌埠医
学院附属连云港第二人民医院东院泌尿外科（刘久华）

通讯作者：刘久华，电子信箱：ｌｉｕｊｈｄｏｃｔｏｒ＠ｓｉｎａ．ｃｏｍ

总的来说，在车轮状外形的粒子中，七个弯曲的辐条从中心向

外呈现辐射状排列，并且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 ＣＡＲＤ区域位于该复
合体之上。最近，Ｍａｒｙ等［７］在人子宫颈腺癌细胞系中发现４种
Ａｐａｆ１的亚型：Ａｐａｆ１ＬＮ、Ａｐａｆ１ＸＬ、Ａｐａｆ１Ｓ、Ａｐａｆ１ＬＣ。在对
已确定的Ａｐａｆ１亚型进行功能分析表明：在凋亡中不同基因型
Ａｐａｆ１作用均不相同。Ａｐａｆ１ＸＬ、Ａｐａｆ１Ｓ、Ａｐａｆ１ＬＣ在有
Ｃｙｔｃ和ｄＡＴＰ存在条件下能促进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活化，Ａｐａｆ１ＬＮ、
Ａｐａｆ１ＸＬ、Ａｐａｆ１Ｓ可直接促进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活化和释放，继而
进一步活化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及其他效应ｃａｓｐａｓｅ，引起凋亡。
１２　Ａｐａｆ１生理功能　Ａｐａｆ１蛋白分子在人类的各种正常组
织中广泛表达，其中Ａｐａｆ１ＸＬ和Ａｐａｆ１ＬＮ在脾、骨髓、结肠含
有大致相同数量的表达量，同时Ａｐａｆ１ＸＬ在脑、肾、胃、肌肉组
织则含有较高的表达量［７］。Ｙｏｓｈｉｄａ［８］从被剔了 Ａｐａｆ１基因的
小鼠体内分离出的ＥＳ细胞，在实验过程中显示了该种细胞能
抵抗诸如放射线及化疗药物等所诱导的凋亡，用凋亡试剂盒染

色进行ＦＣＳ分析，其凋亡率显著低于野生型细胞。Ｃｅｃｃｏｎｉ［８］等
在胚鼠期使其Ａｐａｆ１基因发生突变，实验显示Ａｐａｆ１基因发生
突变细胞对凋亡刺激的敏感性降低，其胚胎发育畸形数量远超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或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基因缺失的小鼠；带有 Ａｐａｆ１基因缺失
的小鼠多伴有诸如指（趾）蹼退化延迟、脑内神经元过多等畸

形。因此可以推测 Ａｐａｆ１是调节凋亡的重要因子之一。同时
Ａｐａｆ１基因中的启动子的 ＣＰＧ岛中的胞嘧啶的甲基化可使该
基因发生“静默”，从而导致肿瘤的发生与发展。

２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结构、激活和功能
２１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结构、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家族是一种半胱氨酸蛋
白酶家族，作为一种重要的效应因子在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中

执行凋亡。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拥有较长的原始结构域，有助于促进起
始凋亡蛋白酶与衔接蛋白间的相互作用，并且在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分
子的原始结构域中包含一个 ＣＡＲＤ结构，可使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通过
同型交互作用，选择性地绑定到 Ａｐａｆ１分子的 ＣＡＲＤ区域上。
当Ａｐａｆ１复合体分子中核苷酸发生交换时，该复合体内的
Ａｐａｆ１分子构象发生变化，暴露出其 ＣＡＲＤ区域，Ａｐａｆ１的寡
聚体化与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募集相耦连，促进凋亡蛋白复合体的生
成。Ｃａｓｐａｓｅ９不同于诸如 Ｃａｓｐａｓｅ２、Ｃａｓｐａｓｅ８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０，
其分子中的原始结构域在细胞凋亡过程中没有被剔除，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及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必须保持绑定到凋亡复合体上才能
保留其催化活性［９］。一些研究表明 ＣＡＲＤＣＡＲＤ同型交互作
用可能会减少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单体分子中对于激活其自身是必要的
一些构象的改变，但大多数研究反而证实，凋亡复合体主要作

用是作为一个可以以提高局部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浓度并且有助于
促进其二聚体激活作用的平台［１０］。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和其他的起始凋亡蛋白酶（及效应凋亡蛋白酶）
之间的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将其大小亚基连接在一起的所谓

活化环的长度。在大多数的凋亡蛋白酶中，活化环必须断开以

获得形成活性位点所需的构象变化。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当与凋亡体
绑定时将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１１］，主要是因为其自身拥有较

长的在凋亡体中起募集和二聚化作用的原始链接器，即使在缺

乏裂解作用的条件下，链接器仍能够移入活性位点。因此，首

次提出的凋亡蛋白酶催化活性的机理表明自身催化分裂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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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活性的获取是必须的说法，对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而言不是必须
的。由于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相比于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对于凋亡复合体具有
更高的亲和性，因此随着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在凋亡复合体上加工和
释放，有助于形成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募集和活化连续不断的循环。
在凋亡体中，由于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本身快速的自催化分裂，因此其
对于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激活的贡献较小。实验证明，凋亡体似乎
起着一个以蛋白水解为基础的分子时钟的作用，在该分子时钟

中，胞内的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浓度被设置为计时器的总时间长度，通
过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分子的自我处理来激活计时器，通过估计单个
处理过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分子从复合物上脱离的频率来决定计时器
“跳动”的频率。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自我处
理的目的不是为了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而是来发起一个分子时钟，
通过这个分子时钟调节凋亡体活动持续的时间［７］。

２２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生理功能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在大脑神经上皮原始细
胞发育中，起到调节其数量的作用。大部分剔除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基
因的小鼠，由于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激活在胚脑形成过程中受阻，导致
小鼠死于大脑畸变及显著扩增，包括端脑断裂和脑质突出等。

由于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缺失可以使其胚胎的脾细胞、胸腺细胞等免
于由放射线辐射所诱导的细胞凋亡，同时由于缺少了Ｃａｓｐａｓｅ９
的细胞能够拮抗由化疗药物所导致的细胞凋亡，因此随着这些

小鼠的生长，其患肿瘤的概率会进一步增加。因此在肿瘤的发

生与生长过程中，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１２］。

３　凋亡体的形成及其调控机制
３１　凋亡体的形成　在线粒体介导的凋亡途径中，当诸如放
射线、氧化应激等损伤性因子刺激时，线粒体膜间腔内所含有

的凋亡诱导因子（ＡＩＦ）、Ｃｙｔｃ和线粒体源性 ｃａｓｐａｓｅ的第二个
激活因子（ＳＭＡＣ）因子释放进入胞浆，进入胞浆后Ｃｙｔｃ可与胞
浆内Ａｐａｆ１分子的ＷＤ４０结构域结合。Ａｐａｆ１在正常细胞中
均以非活性的形式存在于胞质中，当Ｃｙｔｃ与之结合后使 Ａｐａｆ
１结合 ＡＴＰ／ｄＡＴＰ的能力大幅提升，Ａｐａｆ１／Ｃｙｔｃ复合体结合
ＡＴＰ／ｄＡＴＰ后可诱导其寡聚化形成七聚体，此时，Ａｐａｆ１暴露出
ＣＡＲＤ结构域并募集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形成凋亡复合体，激活 Ｐｒｏ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进而通过级联反应激活下游成分，从而导致细胞凋
亡。

３２　凋亡体的调控
３２１　Ｂｃｌ２家族对凋亡体的调控　Ｂｃｌ２家族蛋白是主要的
调控因子，其不同成员对于凋亡过程发挥不同的作用。其家庭

成员大多位于线粒体外膜上，通过Ｃ端与外膜相连。该家族按
功能分为两大类，一类对于细胞凋亡起抵抗作用包含 Ｂｃｌ２和
Ｂｃｌｘｌ，另一类对于细胞凋亡起促进作用，包括 Ｂａｘ、Ｂａｋ和 Ｂｍｆ
等。其中前一类能够通过阻止 Ｃｙｔｃ从线粒体中的释放，对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募集活化及以后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级联反应起抑制作
用，阻止细胞凋亡。后一类家族成员通过促进 Ｃｙｔｃ等死亡因
子释放，促进细胞凋亡。

３２２　ＨＳＰ对凋亡体的调控　热休克蛋白（Ｈｓｐｓ）包括Ｈｓｐ２７，
Ｈｓｐ７０能通过调控Ｃｙｔｃ释放后的下游反应［１３－１４］而对凋亡体进

行调控。Ｈｓｐ２７及Ｈｓｐ７０通过绑定 Ｃｙｔｃ或 Ａｐａｆ１干扰 Ａｐａｆ１
的寡聚化及凋亡复合体对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募集，从而凋亡体的形
成的形成起抑制作用。

３２３　其他蛋白对凋亡体的调控　大量额外的蛋白质，包括
ＨＣＡ６６，ＮＡＣ／ＤＥＦＣＡＰ，组蛋白 Ｈ１．２和抗核小体抗体，提高了
凋亡体的功能，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３２４　蛋白激酶凋亡体的调控　蛋白激酶 ＥＲＫ２、ＤＹＲＫ１Ａ、
ＣＤＫ１ｃｙｃｌｉｎＢ１和 ｐ３８α可以使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中的 Ｔｈｒ１２５磷酸化
并且抑制了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分裂［１５－１８］，从而对后续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
级联反应有抑制作用，抑制细胞凋亡。

３２５　ＩＡＰｓ对凋亡体的调控　凋亡抑制蛋白（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ｏｆａｐ

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ＡＰｓ）其包括 ＸＩＡＰ、ＣＩＡＰ１、ＣＩＡＰ２，起初是从杆状病
毒基因组中所发现的，ＩＡＰｓ通过与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分子中的小亚
基的新的氨基酸末端绑定，阻止其活化，且 ＩＡＰｓ还可与活化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结合，使其失活，进而对凋亡起抑制作用。
３２６　ｔＲＮＡ及各种阳离子对凋亡体的调控　生理浓度下的
ｔＲＮＡ及各种核苷酸以及阳离子如 Ｋ＋和 Ｃａ２＋能够抑制 Ａｐａｆ１
寡聚化通过结合到细胞色素 Ｃ或通过抑制核苷酸的交
换［１９－２０］，进而抑制凋亡体的形成和活化，抑制细胞凋亡。

４　未来展望
　　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肿瘤细胞都具有抗凋亡的特性，且抗凋
亡的特性与大多数患者所出现的多药耐药及肿瘤进展有密切

的关系。Ａｐａｆ１与 Ｐｒｏｃａｓｐａｓｅ９为构成凋亡体的两大重要部
分，尤其Ａｐａｆ１为凋亡体的核心构件，其在凋亡体形成及发挥
效应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凋亡体的形成对于肿瘤的

浸润、转移和生长也有重要的影响。目前Ａｐａｆ１作为一种重要
的抑癌基因，尚处于实验研究的初级阶段，其在对肿瘤预后的

判断及对肿瘤的靶向治疗中起重要的作用。随着对 Ａｐａｆ１、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的结构、功能及凋亡体形成及调节机制的充分了解，
发展以凋亡体及Ａｐａｆ１作为肿瘤治疗靶点的靶向治疗法，进而
恢复肿瘤细胞对凋亡作用的敏感性的研究途径是一种新的、潜

在的肿瘤治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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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腹腔镜联合结肠镜在结直肠肿瘤手术中的应用
付瑞标，刘瑞林

【关键词】　腹腔镜；结肠镜；结直肠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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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腹腔镜和内镜技术发展迅速。然而，单纯腹腔镜
和内镜治疗均有局限性。单纯腹腔镜手术由于缺乏精细触觉，

难以对小病变进行准确定位；对于肿瘤较大、广基、或位于特殊

部位者，单纯内镜下切除风险较大。如果术中腹腔镜和内镜联

合，就会使两者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本文主要从腹腔镜联合

结肠镜在结直肠肿瘤手术中应用的合理性、主要方法及结肠镜

在双镜联合中作用评估等方面进行综述。

１　双镜联合技术的概念、合理性、主要的技术方式及需要注意
的几个问题

１．１　概念　双镜联合技术是指腹腔镜（硬镜）和内镜（如结肠
镜、胃镜等）在同一手术中的联合应用。

１．２　合理性　腹腔镜技术在普外科中的应用是目前发展的一
个主要趋势，尤其对结直肠良恶性肿瘤的切除独具优势，其５
年生存率、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与传统开腹手术无明显差

异［１］，但单纯腹腔镜手术缺乏精细触觉，在结直肠小病变的定

位上存在一定困难，特别是肿瘤较小，没有侵及肠壁表面时。

尽管我们可以在术前应用结肠镜或钡剂灌肠造影检查来帮助

进行定位，但由于气体或钡剂填充导致肠管扩张，往往是肠镜

检查的位置高于实际病灶所在位置，小病灶钡剂造影甚至不能

发现。也有术前使用结肠镜在病灶基底部注射亚甲蓝进行标

记定位，但亚甲蓝容易褪色，且手术安排易受时间限制。如果

术中用结肠镜帮助进行病灶定位，则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因此

在腹腔镜手术中用结肠镜进行定位是目前最为可靠的方法［２］。

临床研究证明，局限于黏膜层的早期癌几乎无淋巴结转

移，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结直肠良性息肉及早期恶变肿瘤进行结

肠镜下切除找到科学依据，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内镜黏膜

切除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ｕｃｏｓ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Ｒ）和内镜黏膜剥离术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Ｄ），已经广泛用于Ｔ１期结
直肠癌的治疗，避免了开腹手术带来的痛苦，长期随访效果理

想。但单纯的结肠镜治疗存在一定局限性和风险性［３－４］：①广
基息肉和黏膜下肿瘤很难完整切除，有时甚至导致穿孔。②对
肿瘤较大者（直径大于５ｃｍ）很难完整切除。③有些特殊部位
的肿瘤，如结肠肝区、脾曲、回盲部、乙状结肠等处的肿瘤，单纯

用结肠镜行圈套、电灼难以操作。④内镜治疗结直肠肿瘤通常
是靠能量切割来完成，有时难以找到能量的平衡点，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
通讯作者：刘瑞林，电子信箱：ｙｉｄｕｆｕｒｂ＠１６３．ｃｏｍ

容易导致出血、穿孔等并发症。⑤内镜下难以判断肿瘤的良恶
性及浸润深度，有时容易造成切除范围不足。此外，结肠镜下

结直肠息肉切除术后复发率及癌变率较高，据报道其复发率为

１２．２７％，癌变率为１．９２％［５］。如果术中结肠镜和腹腔镜联合

应用，就会发挥微创技术的最大优势，并可有效减少中转开腹

率，降低肿瘤复发率。

１．３　主要技术方式［６］　根据肿瘤位置及大小双镜联合治疗结
直肠肿瘤手术的主要方法有３种：①腹腔镜辅助下内镜切除术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ＥＲ）：该术式主要
用于内镜下可切除，浸润深度不超过黏膜下层，单纯内镜下治

疗有一定困难或风险较大的所有良恶性息肉病变。方法：先用

腹腔镜在结肠镜帮助下进行定位，必要时对需要治疗的肠段进

行游离，然后在腹腔镜的严密监视和帮助下，由内镜通过圈套、

电灼、ＥＭＲ、ＥＳＤ等对肿瘤进行切除。腹腔镜在此过程中可以
用“顶”、“拉”等动作协助暴露肿瘤，一旦出现出血、穿孔等意

外情况，可以由腹腔镜协助处理，如用 Ｈｅｍｌｏｃｋ、超声刀止血或
对薄弱及穿孔肠管进行加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内镜下

息肉切除的风险性。②内镜辅助腹腔镜手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ａｓｓｉｓ
ｔｅ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ＡＬＲ）：适用于息肉巨大、广基，多发
性息肉或怀疑息肉已发生恶变时。主要手术方式：ａ．内镜辅助
锲形切除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ｗｅｄｇ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ＡＷＲ）：适用于
息肉巨大，广基、扁平且直径不超过肠壁周径１／４的息肉，通过
结肠镜和腹腔镜的配合，在腹腔镜下用切割缝合器（ＥｎｄｏＧＩＡ）
将病变息肉连同部分正常肠壁组织切除，再在腹腔镜下加固缝

合肠壁浆膜层。结肠镜在此过程中起配合腹腔镜确保息肉完

整切除，防止肠腔狭窄及检查术后是否有腔内出血等情况。ｂ．
内镜辅助下经腔切除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ｕｍｉｎａｌｒｅｓｅｃ
ｔｉｏｎ，ＥＡＴＲ）：此术式主要适用于位于系膜缘处息肉的治疗。经
结肠镜帮助定位后，由腹腔镜在肿瘤的对系膜缘处切开肠壁，

再由线性切割缝合器将息肉切除，最后在腹腔镜下将切开肠壁

缝合关闭。ｃ．结肠镜辅助定位下肠段切除：对于息肉基底部巨
大，估计接近或超过肠壁周径１／４，切除后易导致肠腔狭窄，则
需要在腹腔镜下行肠段切除，然后通过小切口将需要吻合的肠

段提出腹腔，完成消化道重建。③内镜与腹腔镜同时治疗结直
肠多发性息肉若同时伴有单纯内镜下切除有困难的息肉时，可

考虑使用此术式。此外，切除的息肉均需做术中快速冰冻病理，

如属恶性，则需追加根治性手术。

１．４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７］　①在开始手术时，首先要建立

［１５］　ＡｌｌａｎＬＡ，ＣｌａｒｋｅＰＲ．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ｐａｓｅ９ｂｙＣＤＫ１／ｃｙｃｌｉｎ
Ｂ１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ｍｉｔｏ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Ｊ］．ＭｏｌＣｅｌｌ，２００７，２６
（２）：３０１３１０．

［１６］　ＭａｒｔｉｎＭＣ，ＡｌｌａｎＬＡ，ＭａｎｃｉｎｉＥ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ｏｃ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ｗｉｔｈＥＲＫ２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
ｒ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ｐａｓｅ９ａｔ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１２５［Ｊ］．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
２００８，２８３（７）：３８５４３８６５．

［１７］　ＳｅｉｆｅｒｔＡ，ＡｌｌａｎＬＡ，ＣｌａｒｋｅＰＲ．ＤＹＲＫ１Ａ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ｓｃａｓｐａｓｅ９
ａｔａ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ｓｉｔｅａｎｄｉｓｐｏｔｅｎｔｌ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ｅｌｌｓｂｙ
ｈａｒｍｉｎｅ［Ｊ］．ＦＥＢＳＪ，２００８，２７５（２４）：６２６８６２８０．

［１８］　ＳｅｉｆｅｒｔＡ，ＣｌａｒｋｅＰＲ．ｐ３８ａｌｐｈａａｎｄＤＹＲＫ１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
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ｐａｓｅ９ａｔａ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ｓｉｔｅ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ｈｙｐｅｒｏｓｍｏ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Ｊ］．ＣｅｌｌＳｉｇｎａｌ，２００９，２１（１１）：１６２６１６３３．

［１９］　ＢａｏＱ，ＬｕＷ，ＲａｂｉｎｏｗｉｔｚＪＤ，ｅｔａｌ．Ｃａｌｃｉｕｍｂｌｏｃｋ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
ｔｏｓｏｍｅｂ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ｐａｆ１［Ｊ］．ＭｏｌＣｅｌｌ，
２００７，２５（２）：１８１１９２．

［２０］　ＭｅｉＹ，ＹｏｎｇＪ，ＬｉｕＨ，ｅｔａｌ．ｔＲＮＡｂｉｎｄｓｔｏ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ｃａｓｐ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ＭｏｌＣｅｌｌ，２０１０，３７（５）：６６８６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４０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气腹，置入腹腔镜后再行结肠镜检查。这样就可以避免结肠镜

检查时肠道充气，在置入气腹针及Ｔｒｏｃａｒ套筒时损伤肠管。②
结肠镜插入之前，先用无损伤钳夹闭肿瘤可能所在肠管的近端

肠管或回肠末端，以防止肠镜注入气体进入近端结肠和小肠；

③在结肠镜定位过程中，要适当调低腹腔镜光源亮度，不要使
腹腔镜光源方向正对结肠镜光源方向，以利于在结肠镜光源的

引导下对病灶进行定位。④在结肠镜定位结束后，退镜时要尽
量吸净结肠内的气体，以利于后面腹腔镜操作。

２　双镜联合中结肠镜在术中作用评估
多源原发性大肠癌和大肠癌合并息肉（含恶性）在临床工

作中并不少见，发病率各家报道不一，大多在２％ ～９％之间。
所以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不能满足于一个病灶的发现和治疗。

从病因看半数以上结直肠癌来自腺瘤癌变，且腺瘤的癌变与直

径呈正相关，腺瘤越大癌变可能性就越高，ＢｅｔｅｓＩｂａｎｅｚＭ等报
道腺瘤癌变随体积的增大而增大，特别是直径大于２ｃｍ的息
肉癌变可能性明显大于直径小于２ｃｍ的息肉［８］。国内文献报

道，直径大于２ｃｍ的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大于２０％［９］。此外，国

人７０％左右的直肠癌可以在直肠指检中被发现，并可通过直肠
镜或肛门镜活检予以确诊，因而部分医生满足于以上诊断而忽

略了直肠癌以上的结直肠检查而造成漏诊。对由于肿瘤导致

肠管环形狭窄或瘤体较大致术前无法行结肠镜检查或肠镜虽

能通过肿瘤狭窄部位但未能进入回盲部者，就需要在腹腔镜手

术过程中进行结肠镜检查。并排除家族性息肉病、溃疡性结肠

炎、Ｃｒｏｈｎ病等疾病。但要注意［１０］：①对于右半结肠癌患者，因
为近端肠管在手术切除范围之内，故不必行术中结肠镜检查；

②横结肠中段到肛门缘的患者，如果在术前未行 ＣＴ仿真内镜
检查，需考虑术中行结肠镜检查。

沈晓卉等［１１］认为：对于直径大于２ｃｍ、扁平、中央凹、表面
绒毛状、形状不规则、质地硬或脆、基底部不易推动者，怀疑恶

变可能者，都应进行病理活检。病理为不典型增生者，可使用

结肠镜黏膜下注射生理盐水的方法，看局部黏膜是否与黏膜下

层分离，若分离则为“抬举征”阳性，反之为阴性。阳性者可实

行内镜下息肉切除；阴性者说明息肉恶变且已经侵犯至黏膜下

层，需行结肠镜辅助定位下结直肠癌根治术。结肠镜在此过程

中主要起术中定位，并避免大范围的肠段切除和完成肠段吻合

后再次检查吻合口的完整性及是否存在内出血等情况。

３　讨论
目前微创外科已得到广大外科医生及患者的认可，但如何

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小对患者的创伤，是每位外

科医生不断探索的问题。双镜联合技术即给我们开辟了微创

外科的新视野，这种新的治疗模式不仅减小了手术创伤，且增

加了内镜治疗的安全性和适应症范围［１２］，并避免了过度治

疗［１３］，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从而用微创的方法为患者提供了最

合理的治疗［１４］。同时双镜联合治疗结直肠肿瘤也已经得到国

内外很多研究者的支持［３，７，１５－１９］，但是目前双镜联合治疗结直

肠肿瘤的手术适应症国内外尚无统一标准，ＨａｕｅｎｓｃｈｉｌｄＬ
等［１９］认为其适应症为：①息肉较大，直径大于５ｃｍ，单纯在内
镜下切除存在风险；②息肉位置不佳，位于结直肠皱襞内，在肠
镜下无法理想暴露；③息肉蒂部较宽，蒂部直径大于１５ｃｍ。
国内刘暄等［２０］认为其适应症为：①腺瘤性息肉伴有异型性增
生，恶变可能性较大或者不能排除恶变；②息肉较大，基底部较
宽（直径大于２．５ｃｍ），单纯在结肠镜下不能完整切除或者切除
后可能发生出血、穿孔等并发症；③息肉经结肠镜切除后需行
进一步外科手术治疗者；④结肠镜视角限制位于结肠的特殊部
位（肝曲、脾曲、瓣后）的结直肠息肉。我们相信，通过广大外科

工作者不断的探索和手术器械的不断更新，其应用范围必将进

一步拓展。综上所述，双镜联合技术充分反映了当前外科手术

的新理念：精确术中定位、精准手术切除、最小化手术创伤，有

一定的临床使用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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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原在儿科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价值
王磊，潘家华，陈信，诸宏伟

【关键词】　降钙素原；感染性疾病；临床价值；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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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性疾病目前仍是儿科常见疾病，广泛存于儿科领域的
各个专业，除常见的肺炎和腹泻外，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

统、血液系统、泌尿生殖系统都常有感染存在。血清降钙素原

（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灵敏性、特异性的实验
室指标，可以早期鉴别细菌与非细菌感染，预警全身严重感染，

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以及评价治疗效果、判断疾病预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均显示出ＰＣＴ在临床的应用价值
优于血白细胞计数、ＣＲＰ等指标［１］，现就 ＰＣＴ的研究进展及临
床应用价值做一综述如下。

１　ＰＣＴ的生化特性
ＰＣＴ正常情况下由甲状腺Ｃ细胞产生及分泌，是一种无激

素活性的降钙素前体，含１１６个氨基酸，相对分子量约１３ｋＤ，
体内稳定性强，血清含量极低，＜０１ｎｇ／ｍｌ。在严重的细菌感
染，尤其是全身感染，如败血症，脓毒症（ｓｅｐｓｉｓ），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ＳＩ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脓毒症休克（ｓｅｐｔｉｃｓｈｏｃｋ）
等多种疾病时明显升高［２］，也被视为一种继发性炎性介质，对

判断细菌感染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性［３］。

２　ＰＣＴ的临床应用
ＰＣＴ做为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在炎症早期较ＣＲＰ出现更

早。ＣＲＰ为反映机体感染或损伤极为敏感的指标［４］，在细菌感

染时常呈阳性，但是在病毒或支原体感染时常呈阴性或弱阳性

反应。因此在细菌感染的方面，ＰＣＴ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５］。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全身性细菌［６］、真菌或寄生虫感

染，急性疟疾感染，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多器官功能衰
竭综合征（ＭＯＤＳ）时血浆ＰＣＴ浓度异常升高，且升高程度与感
染严重程度及疾病预后有关。因此，ＰＣＴ在鉴别诊断细菌与非
细菌感染，诊断败血症、ＭＯＤＳ等疾病以及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
生素、疗效观察、疾病预后判断等方面有其优越的临床应用价

值［７－８］。

２．１　新生儿感染的鉴别诊断　ＰＣＴ可作为新生儿全身细菌感
染的早期检测指标，多项研究证实，ＰＣＴ在早期诊断新生儿感
染性疾病时与ＣＲＰ、ＷＢＣ、ＩＬ６、ＩＬ８等相比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９－１２］。ＣＲＰ作为临床细菌感染的常用指标之一，主要
由促炎因子刺激肝细胞合成分泌。由于新生儿免疫系统、肝脏

发育不完善，因而产量极少，且受其他非感染因素如创伤、出

血、分娩方式、羊水污染、分娩过程应激反应等都可以升高。而

ＰＣＴ在新生儿期不受母体ＰＣＴ水平高低等因素影响，仅与新生
儿自身细菌感染的严重程度有关（新生儿生后４８ｈ内 ＰＣＴ存
在生理性升高，其临界值在１ｄ和３ｄ时分别为１７５ｎｇ／ｍｌ和
１８１ｎｇ／ｍｌ［１３］，在诊断新生儿全身性细菌感染时需注意鉴
别［１４］）。

２．２　败血症、休克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监测　败血症和
多器官功能衰竭综合征（ＭＯＤＳ）患儿血清 ＰＣＴ浓度升高，是免
疫系统活动性和器官系统性的脓毒性反应，其ＰＣＴ浓度升高与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００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儿科（王
磊，潘家华）；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儿科（王磊，陈信，诸宏伟）

通讯作者：潘家华，电子信箱：ｐａｎｊｉａｈｕａ１９６０＠１６３．ｃｏｍ

临床病情严重程度平行［１５］。ＰＣＴ升高的患儿，经治疗后 ＰＣＴ
浓度快速下降者，临床症状改善明显；ＰＣＴ浓度下降不迅速或
是仍在病理水平的患儿，病情危重，已有多项研究对此进行报

道［１６］。在临床诊疗工作中，可以通过动态监测 ＰＣＴ水平来判
断疾病预后，评价疾病的治疗效果。

２．３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诊断　按照２００２年国际小儿脓
毒症会议制定的新标准，脓毒症定义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ＳＩＲＳ）合并可疑或已证实的感染，或由可疑或已证实的感染导
致的ＳＩＲＳ［１７］。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张静、毛健［１８］检测

符合ＳＩＲＳ诊断标准的６０例患儿血清ＰＣＴ浓度，其中脓毒症组
（感染性ＳＩＲＳ组）３５例，非感染性ＳＩＲＳ组２５例。结果发现：治
疗前感染性 ＳＩＲＳ组与非感染性 ＳＩＲＳ组患儿血清 ＰＣＴ浓度值
分别为（１４１３±５６０）ｎｇ／ｍｌ、（０．５４±０．２２）ｎｇ／ｍｌ，感染性ＳＩＲＳ
组明显高于非感染性ＳＩＲ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治疗后感染性ＳＩＲＳ组患儿血清 ＰＣＴ浓度恢复至正常范围，且
略高于非感染性ＳＩＲＳ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
此，ＰＣＴ测定在ＳＩＲＳ的诊断及治疗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２．４　细菌与非细菌感染的鉴别　如前所述，儿科领域各个专
业中广泛存在的感染性疾病仍是目前儿科临床工作中的重点。

ＰＣＴ血清浓度的检测可以用于鉴别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体是细
菌或非细菌，有国内外多项研究依据支持。郑州市儿童医院神

经内科马燕丽等［１９］检测临床收治的１０６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患儿，其中不典型化脓性脑膜炎３１例，典型化脓性脑膜炎２１
例，典型病毒性脑炎５４例，另选２０例正常儿童为对照组。结果
发现：不典型化脓性脑膜炎组ＰＣＴ值为（２２６±１５７）ｎｇ／ｍｌ，典
型化脓性脑膜炎组为（２２５２±９５５）ｎｇ／ｍｌ，典型病毒性脑炎组
为（０２７±００３）ｎｇ／ｍｌ，对照组为（０２５±００４）ｎｇ／ｍ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因此，ＰＣＴ为鉴别细菌与非细菌感染提供了有利
依据，可发现早期抗生素治疗后脑脊液表现类似于病毒性脑炎

的不典型化脓性脑膜炎，以防漏诊误治，延误患儿病情。

２．５　对全身或局部感染的鉴别　ＰＣＴ是重要的全身性感染与
局部感染的特异性鉴别指标。在外科手术、病毒感染等引起的

局部感染时，ＰＣＴ、ＣＲＰ、细胞因子等都可以增高，但增高的幅度
较低［２０］，当继发全身感染时，ＰＣＴ明显增高，尤其是 ＰＣＴ＞２
ｎｇ／ｍｌ时，应考虑严重的全身性感染，此时 ＣＲＰ、细胞因子等指
标反而下降。因此Ｋａｒｚａｉ等认为，对于无全身表现的感染者而
言，ＣＲＰ和细胞因子是比ＰＣＴ更好的指标；反之，对全身性感染
者，ＰＣＴ则是一个更具特异性的指标。更多研究表明，结合
ＣＲＰ和ＰＣＴ，可使诊断感染的敏感性提高。
２．６　指导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近年来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使
得细菌耐药问题日趋严重，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严峻挑战。

ＰＣＴ作为敏感、特异的诊断细菌感染的指标，可以指导抗生素
合理应用，能够及时反映患者抗生素治疗的效果，对于指导临

床是否使用抗生素，何时更换或终止抗生素使用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动态监测ＰＣＴ水平可减少抗生素使用时
间［２１］，实现重症感染的短程治疗，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减少

耐药菌产生，减少可能出现的抗生素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目前国内外各项研究一致认为：ＰＣＴ＜０２５ｎｇ／ｍｌ，不可能是败
血症或感染性休克，局部感染不除外；０２５ｎｇ／ｍｌ≤ＰＣＴ＜０５
ｎｇ／ｍｌ，需要动态观察，可能存在感染或者败 （下转第１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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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进展
张雷，姜德清

【关键词】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肝细胞癌；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７　Ｒ３４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０７０２

　　肝癌是世界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肝细胞癌（ｈｅｐａｔｏ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ＣＣ）是主要类型，它由多种基因参与，涉及
多条信号通路的多步骤、多阶段的发生过程，但发病机制目前

仍不清楚［１］。Ｈｅｄｇｅｈｏｇ（Ｈｈ）信号转导通路具有高度保守性，目
前发现在胚胎发育、组织极性的调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近期

报道发现，此通路异常激活和基因过度表达可导致各种恶性肿

瘤，如基底细胞癌、前列腺癌、结肠癌、胰腺癌、胃癌等［２］。国内

学者发现，在肝癌组织中的Ｈｈ通路活性异常增强，但具体机制
尚不明［３］。目前研究Ｈｈ信号通路与肝癌细胞转移侵袭之间的
关系已成为热点，为进一步研究肝细胞癌的发病机制及治疗奠

定基础。

１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
ＮｕｓｓｌｅｉｎＶｏｌｌｈａｒｄ等首次在１９８０年果蝇的基因突变研究中

发现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在哺乳动物中主要包括 Ｐｔｃｈ、Ｓｍｏ、
Ｆｕ、ＳｕＦｕ、Ｃｏｓ２和Ｇｌｉ等相关蛋白［４－５］。同时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Ｈｈ）有
３种同源基因，分别为 Ｓｈｈ、Ｉｈｈ及 Ｄｈｈ，３种同源蛋白都可以和
Ｐｔｃｈ受体结合，产生复杂生物学效应，但它们分布区域是不同
的。Ｓｈｈ主要参与发育的中枢神经系统、皮肤和毛发、肢体和消
化道；Ｉｈｈ主要与消化道、胰、骨、软骨相关；Ｄｈｈ只在周围神经
系统、性腺、睾丸及胰腺组织中。Ｓｈｈ表达与其他两种亚型相比
阳性表达率更高、更广泛，目前研究较多。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的主要存在 Ｐｔｃｈ和 Ｓｍｏ两种受体。
Ｐｔｃｈ是一种可抑制细胞膜上的 Ｓｍｏ蛋白的１２次跨膜蛋白，对
Ｈｈ信号通路起负调控作用。Ｓｍｏ属于Ｇ蛋白偶联的受体超家
族，是７次跨膜蛋白，Ｓｍｏ作为Ｈｈ蛋白的信号转换器其活性对
于果蝇和脊椎动物中 Ｈｈ信号是必须的。当缺少 Ｈｈ蛋白时，
Ｐｔｃｈ抑制 Ｓｍｏ，信号的传导受到了阻止；当蛋白与 Ｐｔｃｈ受体结
合时，抑制作用将被解除，同时Ｓｍｏ可以激活下游基因Ｇｌｉ的表
达。由此可知，在整个通路激活过程中，Ｈｈ蛋白及Ｓｍｏ发挥正
调控作用，Ｐｔｃｈ发挥负调控作用。目前在 Ｈｈ信号通路中 Ｓｍｏ
向核转录因子Ｇｌｉ传导的具体机制目前尚不明确。但已有报道
由体节极性基因Ｃｉ（ｃｕｂｉｔｕｓ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ｕｓ）编码的转录因子是果蝇
中Ｓｍｏ活性的靶点，在脊椎动物中，Ｇｌｉ为 Ｃｉ的类似物，传导过
程类似果蝇。Ｈｈ在果蝇和成虫的已知所有功能都是通过调节
Ｃｉ活性转导的。当Ｈｈ处于无功能状态，Ｓｍｏ活性被抑制，Ｃｉ与
一些极性蛋白结合形成复合物进入细胞核，抑制目标基因的转

录；当其功能存在时，Ｃｉ直接进入细胞核内诱导目标基因［６］，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即被激活。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参与人类胚胎时期多种器官的发育。

但在发育完全及正常成熟的组织中发现无表达或仅轻度表达。

近年相关研究发现人类多种肿瘤与该通路具有相关性，其中包

括基底细胞癌、小细胞肺癌、前列腺癌、神经胶质瘤、髓母细胞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３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２０１０级外科学研究生（张
雷）；２２２０００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姜德
清）

通讯作者：姜德清，电子信箱：ｌｅｉｚｉ１９８６３６＠ｙａｈｏｏ．ｃｎ

瘤、卵巢癌、黑色素瘤、胃癌以及胰腺癌等在内的多种肿瘤中都

检测到其信号通路的高表达，从而促使对其在癌变过程中的机

制研究不断深入。

２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与肿瘤的关系
　　多种肿瘤的生长与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密切相
关［７］，Ｈｈ通路的异常激活存在于目前常见肿瘤中，有相关报道
肿瘤的形成和生长维持过程等方面都出现该通路的异常激

活［８］。目前，对Ｈｈ信号通路研究最多的是ＢＣＣ（ｂａｓ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ＢＣＣ），１９９６年Ｈａｈｎ和Ｊｏｈｎｓｏｎ在对ＢＣＣ的研究中发现
Ｐｔｃｈ，从而为研究ＢＣＣ的发生机制提供重要线索，目前主要观
点认为：所有ＢＣＣ的研究中都发现了Ｐｔｃｈ和Ｇｌｉ相关基因及蛋
白水平明显上升，从而证明了 ＢＣＣ的直接目标基因有可能是
Ｐｔｃｈ和Ｇｌｉ１，由于ＢＣＣ临床特点发展缓慢，相对于其他肿瘤（比
如肝癌、胃癌、结肠癌）比较较少出现癌前病变和转移，目前的

研究方向主要在利用该通路来探讨他的发病机制，用于非外科

治疗和Ｈｈ通路的肿瘤治疗途径，这将会是新的研究热点。
在肺的发育过程中Ｈｈ信号通路功能的缺失会引起严重的

肺发育缺陷。在胚胎期的通路功能缺失可导致支气管发生缺

陷及肺缺陷，但在正常成体肺中，Ｈｈ不表达。肺癌是国内常见
的肿瘤之一，ＳＣＬＣ（ｓｐａｃｅｃｈａｒｇ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是肺癌中死
亡率最高的类型，手术治疗效果不佳，同时对一些传统的化疗

又不敏感。目前有研究对 ＳＣＬＣ和 ＮＳＣＬＣ的肿瘤细胞和组织
样本进行分析，发现Ｈｈ信号通路的激活存在于ＳＣＬＣ中。但在
ＮＳＣＬＣ中未见通路激活。ＷａｔｋｉｎｓＤＮ等［９］发现Ｈｈ配体和Ｇｌｉ１
的高度表达出现在气道上皮损伤修复与再生过程中，同时在对

ＳＣＬＣ和肺神经细胞的研究中出现该通路的基因表达。可以认
为Ｈｈ通路与前两者的关系是参与其中并密切相关。但目前机
制尚不清楚。在肺癌肿瘤中对 Ｈｈ信号通路作用的深入研究，
无疑将有可能帮助人们对其进行更加有效的预防、治疗与控

制。近来研究表明，Ｈｈ信号传导通路的激活普遍出现在常见
肿瘤中，例如肝癌、胃癌、胰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肺癌、乳腺

癌和白血病等，说明该通路参与其中并与这些肿瘤密切相关，

所以目前针对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肿瘤治疗的新作用靶点会是
目前治疗这些肿瘤的新途径［１０］。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不仅贯穿
在以上肿瘤中发生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人类的其他肿瘤的发

生、发展过程中都能找到其异常激活［１１］。ＴｈａｙｅｒＳＰ等［１２］研究

报道称Ｈｈ信号通路在正常组织中无表达，但在上皮内瘤样变
和浸润性病变中表达强烈。他的实验是利用转基因小鼠和人

胰腺癌的对比分析得出的。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ｉｎｋ发现在胃癌中存在
Ｓｈｈ基因及蛋白的异常表达，其运用了免疫组化和杂交方法来
分析的。同时ＢｅｒｍａｎＤＭ等［１３］利用前面几种方法在胆道、胰

腺、食管上皮细胞中都找到了 Ｈｈ通路的异常激活。在这些肿
瘤中，胰腺癌的预后最差，导致其预后差的原因很多，但都是因

为对于发生机制的研究过少，限制了人们制定其有效的治疗方

案。还有学者在人口腔癌中发现了 Ｈｈ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
ＮｉｓｈｉｍａｋｉＨ等［１４］还利用了实验的前提进行了体外转染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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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的激活贯穿其发生、发展过程。如此多的报道和研究充分

证明了肿瘤的发生、发展与Ｈｈ通路的关系密切，目前针对该通
路的研究及治疗方案将会进一步深入。

３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与ＨＣＣ
３．１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通路在ＨＣＣ中的表达　Ｈｈ通路存在于肝细胞
的整个生命过程，但在正常肝中无此通路表达，最新研究表明

Ｈｈ通路与ＨＣＣ存在密切联系。ＨｕａｎｇＳ等［１５］在 ＨＣＣ组织中
检测到了Ｓｈｈ、Ｐｔｃｈ、Ｓｍｏ和 Ｇｌｉ等基因的强烈表达。同时还有
学者认为Ｈｈ通路的异常激活可能存在肝癌的早期［１６］，他们运

用前者的方法对肝癌癌旁组织进行检测发现了 Ｓｈｈ和 Ｐｔｃｈ的
高表达，同时更深入的对分化良好的肝癌旁组织和分化不良的

肝癌旁组织及小病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前者无通路的表达。

还有相关研究报道Ｓｈｈ、Ｐｔｃｈ、Ｓｍｏ和Ｇｌｉ在ＨＣＣ中高表达，同时
还有学者对肝硬化组织的重点研究中发现了通路基因的高表

达，也同时证明了 ＨＣＣ早期的通路激活说法［１７］。刘云建

等［１８－１９］在对 ＨＣＣ中 Ｈｈ信号通路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正常
ＨＣＣ组织中和肝癌癌旁组织中，通路基因蛋白的阳性率前者明
显高于后者，同时对 Ｓｈｈ、Ｐｔｃｈ和 Ｇｌｉ２研究中发现，Ｇｌｉ２在肝癌
的细胞异常增殖、转移、扩散可能发挥主要作用，从而导致肿瘤

的发生、发展过程。如此多的研究证明 Ｈｈ信号通路存在 ＨＣＣ
中且高表达。

王歆光等［２０］用免疫组化的方法研究了标本、肝癌细胞系

和正常肝细胞中Ｈｈ信号通路转录和表达情况。免疫组化显示
肝癌组织切片中，Ｈｅｄｇｅｈｏｇ通路成员 Ｇｌｉ阳性６例（４２．９％），
Ｐｔｃｈ阳性１０例（７１４％），Ｉｈｈ阳性１０例（７１４％），Ｓｍｏ阳性１２
例（８５７％）。结果显示ＨＣＣ中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信号通路是激活的，
同时发现环耙明（ＫＡＡＤｃｙｃｌｏｐａｍｉｎｅ）可降低 Ｈｈ信号通路各成
员的表达。

３．２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通路与ＨＣＣ的治疗与预后　目前来说，肝癌的
临床特点决定了其治疗的困难性，化疗的不敏感，转移率及复

发率高都将导致患者的存活率大幅度的降低，所以目前如何抑

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术后的残留肿瘤细胞的清除将是研究的

热点。免疫治疗已经成为治疗 ＨＣＣ最有希望的办法，另一种
途径就是Ｈｈ通路针对治疗。陈锡林［２１］发现 ＨＣＣ组织普遍表
达Ｓｈｈ、Ｉｈｈ、Ｓｍｏ、Ｐｔｃｈ、Ｇｌｉ１、Ｇｌｉ２和 Ｇｌｉ３ｍＲＮＡ，Ｈｈ信号通路
主要以配体依赖方式在 ＨＣＣ组织异常激活。同时探讨了 Ｈｈ
信号通路对 ＨＣＣ细胞株生存的影响和机制，结果发现 Ｃｙｃｌｏ
ｐａｍｉｎｅ和Ｇｌｉ１ｓｉＲＮＡ可下调Ｇｌｉ１的表达，显著降低肝癌细胞
活性；Ｓｈｈ促进肝癌细胞增殖分化；抗Ｓｈｈ抗体降低肝癌细胞活
性：Ｃｙｃｌｏｐａｍｉｎｅ可间接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证明了 Ｃｙ
ｃｌｏｐａｍｉｎｅ对ＨＣＣ细胞诱导凋亡作用。肝癌细胞增殖、和逃逸
凋亡与Ｈｈ信号通路异常激活关系密切，抑制Ｈｈ信号通路可诱
导ＨＣＣ细胞凋亡，Ｈｈ信号通路可望成为治疗肝癌的一个方向。
总之，针对 Ｈｈ信号通路的相关性研究及治疗可能成为治疗
ＨＣＣ新的途径。

Ｈｈ通路在肝癌组织高表达，此通路的异常激活在 ＨＣＣ中
可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此通路中检测相关通路成员的异常

激活，可以为ＨＣＣ的早期诊断提供重要依据，Ｈｈ通路的发现可
能为某些肿瘤的发病机制的明确提供帮助，并且在肿瘤的诊断

上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使用某些特殊方法来阻断相关肿瘤的

特异性基因蛋白，可能影响到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过程。

ＨＣＣ的早期发现及非手术治疗将会成为可能，针对 Ｈｈ通路的
靶向治疗有望成为治疗 ＨＣＣ和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的理想、

有效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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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手术方式及对排尿功能影响的近况
刘平，姜从桥

【关键词】　直肠癌；直肠系膜；自主神经；排尿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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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肠癌是乙状结肠直肠交界处至齿状线之间的癌，是消化
道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我国腹膜反折平面以下的中、低位和青年人

直肠癌比例高。由于直肠癌位于盆腔，转移方向多，手术难度

大，不易得到彻底根治，术后局部复发率高，以及手术时容易损

伤盆神经丛，患者术后排尿功能受到影响，生活质量下降。目

前直肠癌手术要求在保证根治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留患者的

正常生理功能，术中保护患者排尿功能已成为临床新追求和研

究热点。

１　直肠解剖
直肠在第３骶椎前方起自乙状结肠，沿骶、尾骨下行，穿过

盆底部与肛管相接，直肠上１／３段前面和侧面有腹膜覆盖，中
１／３段前面有腹膜形成直肠膀胱陷凹或直肠子宫陷凹，下１／３
段完全在腹膜外，有盆腔脏层筋膜包裹。直肠系膜［１］（ｒｅｃｔａｌ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ｙ）指直肠侧后壁由脏层筋膜包裹的内含动脉、静脉、淋
巴组织及结缔组织的结构，后方与骶前筋膜相邻，间隙有明显

疏松的分界。直肠由直肠上动脉、直肠下动脉、直肠中动脉、骶

正中动脉供应。直肠静脉主要由直肠上静脉丛和直肠下静脉

丛。直肠的淋巴引流以齿状线为界，上组在齿状线以上分别向

上至肠系膜下动脉旁淋巴结，向两侧和向下至髂内淋巴结。下

组在齿状线以下分别向下外至腹股沟淋巴结，向周围至髂内淋

巴结。直肠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支配，交感神经来自骶前

神经丛，位于腹主动脉分叉下方，并分出２支主干下腹下神经，
紧贴直肠深筋膜下行到直肠侧韧带旁与第２～４骶神经的副交
感神经形成盆神经丛后分布于直肠和膀胱，是支配排尿的主要

神经。

２　直肠癌手术方式
２．１　直肠全系膜切除术（ＴＭＥ）　ＨｅａｌｄＲＪ等［２－４］医生认为直

肠癌术后复发高的原因是直肠系膜内残留癌组织引起从而提

出与实施的，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被大家接受并成为治疗直
肠癌手术的标准。其核心技术是在直视下沿着壁层筋膜和脏

层筋膜之间的无血管间隙而进行锐性分离达到保留肛门括约

肌的功能。Ｈｅａｌｄ等认为直肠系膜内即使无淋巴结转移亦可存
在隐藏着的癌巢细胞，采用钝性分离可使直肠系膜破损及系膜

内的癌细胞发生种植播散并残留在手术创面，这些可能就是导

致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率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他强调远

侧系膜种植不能在术前或术中发现甚至在常规组织检查也难

以发现，因此应用常规完全切除直肠系膜以达到彻底切除直肠

癌将局部复发率降到最低限度。１９８６年Ｑｕｉｒｋｅ等［５］将ＴＭＥ手
术后标本横行切片，结果发现局部病变均在直肠系膜的范围

内，他认为即使无淋巴结转移直肠癌患者，癌细胞巢也常隐藏

在直肠系膜内，因此根治性切除是指完整切除标本的边界均为

阴性。Ｈａｖｅｎｇａ等［６］从解剖学角度指出直肠系膜即便无淋巴结

转移存在，也可存在隐藏着的癌细胞巢因此传统钝性分离的操

作方法不但使直肠系膜切除不完全并可引起癌细胞播散和残

留，从而导致术后局部复发、盆腔复发远较吻合口复发多见。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
通讯作者：姜从桥，电子信箱：１３８０５５２６８０８＠１３９．ｃｏｍ

这些就更进一步证明了为降低直肠癌患者术后复发率行 ＴＭＥ
手术的必要性。

２．２　保留盆腔自主神经（ＰＡＮＰ）直肠癌根治术　ＰＡＮＰ［７］是
１９８３年日本学者土屋周二首先提出。ＴＭＥ手术使治愈率不断
的提高，局部复发率降低，也伴着排尿功能和性功能发生率的

上升，以往常追求生存率而无暇顾及其他，近来提高术后生活

质量这一观念的变化使 ＰＡＮＰ成为直肠癌外科的一个重要原
则。ＰＡＮＰ是基于ＴＭＥ技术，直肠癌根治术中保留盆腔自主神
经是不增加局部复发及降低５年生存率，可以在达到根治肿瘤
的基础上保留患者的排尿功能。Ｓｕｇｉｈａｒａ等［８］把 ＰＡＮＰ分为４
种类型：①完全切除盆腔自主神经丛；②切除腹下神经丛，保留
一侧盆腔神经丛；③切除腹下神经丛，保留双侧盆腔神经丛；④
完全保留盆腔自主神经。他们总结出对无淋巴结转移和肿瘤

尚未穿破肠壁可选择完全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手术方式；对肿

瘤已经穿破肠壁或疑有淋巴结转移的位于腹膜反折线以上选

择切除腹下神经丛并保留双侧盆腔神经丛的手术方式；对肿瘤

一侧穿破肠壁或一侧疑有淋巴结转移的位于腹膜反折以下选

择切除腹下神经丛并且保留一侧盆腔神经丛的手术方式［９］。

２．３　腹腔镜辅助直肠癌根治术　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术
后恢复快等优点［１０］，自１９９０年美国 ＰａｔｒｉｃｋＬｅａｈｙ医生完成了
第一例腹腔镜直肠前切除术以来，其在直肠癌的治疗上越来越

普及并日趋成熟。腹腔镜手术治疗直肠癌亦遵循开腹手术的

原则，即直肠系膜全切除、保留盆腔自主神经、肿瘤切缘彻底的

淋巴结清扫、肿瘤操作的非接触等。各项研究证实腹腔镜与开

腹直肠癌手术复发率、各肿瘤分期的总生存期、无病生存期无

明显差异，但与开腹相比有如下优势：①腹腔镜的放大作用能
更好地帮助手术者更加准确地识别并保护盆腔自主神经；②对
盆筋膜脏层和壁层之间疏松组织间隙的判断和入路视野更加

清晰；③腹腔镜可以抵达狭窄的小骨盆，可突破了开腹手术的
盲区，能更好地保护盆腔自主神经；④腹腔镜下超声刀止血确
切，出血少，可以有效地减少盲目止血而导致的神经损伤，电刀

的热传导效应可损伤邻近组织，如自主神经较近，而超声刀利

用超频震动使夹在电刀中间的组织分离，不会对周围组织产生

热损伤而有利于盆腔自主神经的保留［１１－１３］。

３　各种术式对排尿功能影响
排尿功能障碍是直肠癌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传统直

肠癌根治术后排尿功能障碍发生率高达７％ ～７０％，ＴＭＥ手术
特别是ＰＡＮＰ手术方式的提出使排尿功能障碍发生率降低到
１．８％ ～２８％，主要原因［１４－１６］：①手术直接损伤支配膀胱的神
经；②直肠切除后膀胱后方的空虚，膀胱失去了支持而移位，造
成了膀胱颈部梗阻；③创伤性及无菌性膀胱炎，膀胱周围水肿
和纤维化导致膀胱壁变硬及收缩力下降。研究表明长期的排

尿功能障碍与严重的盆腔自主神经损伤有关，而膀胱周围炎及

膀胱移位引起的排尿障碍多为暂时性的，大多在术后３个月内
可恢复正常。

ＴＭＥ提出使局部复发率降低，但术后排尿障碍仍较高，
ＰＡＮＰ手术方式的提出对局部复发率及平均生存时间无明显影
响，使术后排尿障碍发生率明显降低，另外研究也提示ＰＡＮＰ＋
ＴＭＥ术前后平均膀胱容量、最大尿流率时排尿压、残余尿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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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纯 ＴＭＥ术与 ＴＭＥ＋ＰＡＮＰ术相比较，术
后最大尿流率、平均膀胱容量、最大尿流率时的排尿压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这些进一步说明 ＰＡＮＰ＋ＴＭＥ术较单纯行 ＴＭＥ
术后排尿功能发生率降低［１７－２０］。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相比

具有术野显露好，有局部放大作用，能更好地保护盆腔自主神

经，且膀胱周围创伤反应轻，降低了排尿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４　目前研究趋势
随着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直肠癌手术方式在不断的变

化，从十九世纪第一例经肛强行挖除低位直肠癌成功，到二十

世纪经腹会阴联合直肠癌切除术、经腹直肠前切除术并都取得

了成功，１９８２年 Ｈｅａｌｄ提出了 ＴＭＥ手术方式使直肠癌患者的
生存率进一步提高，ＰＡＮＰ的提出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在微创技术普遍应用的今天，腹腔镜辅助的直肠癌

根治术被广泛应用。随着腹腔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验日渐

丰富，具有微创优势的腹腔镜手术在直肠癌的未来治疗中必将

拥有更广阔的前景。但是我们要严格掌握手术的适应症，不能

以牺牲患者的生存率而一味的追求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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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儿童肥胖已呈快速流行，开展肥胖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儿童肥胖的发生与地域、种族及文化背景等有关［４］。本调

查显示男生超重及肥胖检出率皆高于女生，与文献报道一

致［５］，因此，男生应作为重点防治对象。同时，学生超重肥胖的

年龄分布呈单峰分布，总体以９～１０岁组为高，与马军等报道
的儿童肥胖发生率随年龄增加逐渐降低不同［６］，也与黄彩等报

道的随年龄增加而上升不同［７］，差异是否由于地域、饮食文化

因素等所致生长发育的差异尚待进一步研究。

儿童肥胖受遗传因素影响。本次调查发现，父母体重指数

高的学生发生肥胖的几率高，说明肥胖有一定遗传倾向，因此，

对有家族史的儿童应及时做好预防工作。除遗传因素外，环境

行为因素与儿童超重肥胖发生密切相关。本次研究发现，超重

与肥胖的危险因素有食欲好、进食快、喜吃肉类、面食类及油炸

食品、睡前爱吃零食、户外运动少等，与国内多数文献报道一

致［８－１０］。

综上所述，随着舟山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们生活方式的

改变，舟山市小学生超重、肥胖率已显著高于全国经济发达的

城市水平，儿童肥胖呈广泛流行状态，开展肥胖的预防与控制

迫在眉睫。因此，卫生部门、社会、家庭、学校多方应共同参与

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防控方案，抑制儿童肥胖的快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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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人附睾蛋白４在卵巢上皮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吴少芳，刘艳红

【摘　要】　目的　采用ＲＯＣ曲线评价人附睾蛋白４在卵巢上皮癌诊断中的准确性及阴、阳性预测值。方法　收集１１２
例经病理学确诊的卵巢上皮癌患者，健康对照组为１００例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体检人群。所有对象均行人附睾蛋白４
浓度定量检测。采用ＭｅｄＣａｌｃ软件绘制ＲＯＣ曲线，计算ＡＵＣ面积，并据此评价人附睾蛋白４在卵巢上皮癌排除诊断中
的准确性和阴阳性预测值。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卵巢上皮癌组的人附睾蛋白４浓度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以０．６１μｇ／ｍｌ作为卵巢上皮癌的诊断临界值，此时的ＡＵＣ面积为０．９０７。以０．２０μｇ／ｍｌ作为卵巢上皮癌
排除诊断临界值时的阴性预测值为９５．２。结论　人附睾蛋白４检测是卵巢上皮癌诊断和排除诊断的较理想指标。人
附睾蛋白４检测诊断卵巢上皮癌理想临界值为０．６１μｇ／ｍｌ，但作为卵巢上皮癌排除诊断指标时的理想临界值为０．２０
μｇ／ｍｌ。
【关键词】　人附睾蛋白４；卵巢上皮癌；ＲＯ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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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１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ｐａｔ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１００ｎｏｒｍ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ＥＬＩ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
ｔｅｃ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
ＲＯ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Ｐ＜
０．０５）．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０．６１ｕｇ／ｍｌ，ｔｈｅ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ＡＵＣ）ｗａｓ０．９０７ｗｉｔｈ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８８．２％ 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９２．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ＨＥ４ｓｅｒｕｍ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ｏｖａｒｉ
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ｔ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ｒｅａｌｌ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ｖａｒ
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ＲＯＣｃｕｒｖｅ

　　卵巢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其病死率居女性生殖系统恶
性肿瘤的首位。由于卵巢癌发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容易

导致误诊或延迟诊断。人附睾蛋白４（ＨＥ４）在包括卵巢在内的
呼吸和生殖系统组织上皮中呈低水平表达，但在卵巢癌细胞中

高水平表达。ＨＥ４最早由 ＷａｎｇＫ于１９９９年报道与卵巢癌相
关。后续不断有文献报道，ＨＥ４有助于卵巢上皮癌的早期诊断
和风险评估［１－６］。卵巢癌是最常见的致死性妇科癌症，如果能

做到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患者５年存活率可以提高到９４％。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模式，比较分析卵巢癌病人和健康人群中

的ＨＥ４水平，并采用ＲＯＣ曲线评价人附睾蛋白４在卵巢上皮
癌诊断中的准确性。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来自我院门诊和住院患者血清标本，共
计２８３份，其中卵巢上皮癌标本１１２份；疑似样本（盆腔包块患
者）标本７５份；其他肿瘤（子宫内膜癌、肺癌、乳腺癌、消化道
癌、膀胱癌等）标本３０份；表观健康人群标本１００份；类风湿因
子检测阳性标本９份；溶血标本和脂血标本各１０份。
１２　仪器和试剂　Ｒｏｃｈｅｃｏｂａｓｅ６０１免疫分析仪（德国罗氏诊
断有限公司）；人附睾蛋白４检测试剂盒（德国罗氏诊断有限公
司）；ＢｉｏＲａｄＭｏｄｅｌ６８０酶标仪（美国伯乐有限公司）；人附睾蛋
白４（ＨＥ４）检测试剂盒（康乃格有限公司）。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结果以（ｘ±ｓ）表示，组间均值比
较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组件比较采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应用 Ｍｅｄｃａｌｃ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８．０．１．０版，
比利时）软件建立 ＲＯＣ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ＡＵＣ），ＡＵＣ面
积以面积±标准误表示。

作者单位：４３１７００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吴少芳）；妇产科
（刘艳红）

通讯作者：吴少芳，电子信箱：６５１４７５３１＠ｑｑ．ｃｏｍ

２　结果
２１　正常组和卵巢上皮癌组ＨＥ４测定结果比较　详见表１。

表１　正常组和卵巢上皮癌组ＨＥ４测定结果

组别 ｎ ＨＥ４浓度（μｇ／ｍｌ） Ｐ值

卵巢上皮癌组 １１２ ２．６７±１．０１ ＜０．０５
正常对照组 １００ ０．８６±０．６５

２２　应用ＲＯＣ曲线评价 ＨＥ４在排除卵巢上皮癌诊断中的灵
敏性、特异性及ＡＵＣ面积　以ＨＥ４为检测变量，以分组为状态
变量，定义状态变量的值为１，建立ＲＯＣ曲线。曲线提示，０．６１
μｇ／ｍｌ为ＨＥ４在卵巢上皮癌诊断中的最佳临界值；此时的ＡＵＣ
面积最大（０．９０７）；０．２０μｇ／ｍｌ为ＨＥ４在排除卵巢上皮癌的最
佳临界值，此时的阴性预测值（ＮＰＶ）最大（９５．２）。结果见表
２。
表２　ＨＥ４在排除卵巢上皮癌诊断中的灵敏性、特异性及ＡＵＣ面积

诊断临界值 灵敏度（％） 特异性（％） ＰＬＲ ＮＬＲ ＰＰＶ ＮＰＶ ＡＵＣ

０．２０μｇ／ｍｌ ９６．２ ３７．８ １．６５ ０．０２ ５０．６ ９５．２
０．６１μｇ／ｍｌ ８８．２ ９２．４ ３．０６ ０．１１ ７６．８ ９０．３ ０．９０７

３　讨论
　　ＨＥ４是一种编码含有乳清酸型４个二硫键核心域的蛋白
质。属于含有乳清酸型４个二硫键核心域的蛋白家族，具有胰
蛋白酶抑制活性。最初被认为其是一种与精子成熟有关的蛋

白酶抑制剂。后续研究发现，ＨＥ４在多种正常组织，包括呼吸
道上皮和生殖组织中表达［７－１０］。

ＭｏｏｒｅＲＧ等［３］的研究发现，卵巢癌患者和正常对照人群

之间的额ＨＥ４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 ＨＥ４水平与临床分
期和淋巴转移均相关。此结果与ＨｅｌｌｓｔｒｏｍＩ等［４］的结果一致。

同时ＨｅｌｌｓｔｒｏｍＩ的研究还表明，ＨＥ４联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和 ＣＥＡ
检测不仅有助于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而且在术后随

访中也是一个监测复发和转移的良好指标。此外，ＧｕａｎＧＦ［５］

报道，ＨＥ４在卵巢癌组织中含量显著高于在卵巢良性肿瘤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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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卵巢组织中含量。特别是在卵巢子宫内膜样癌中１００％表
达；卵巢浆液性癌中的表达率达到９３％，而在卵巢透明细胞癌
中只有５０％的患者呈现高表达。

本组资料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卵巢上皮癌

组的人附睾蛋白４浓度明显升高。以０．６１μｇ／ｍｌ作为卵巢上
皮癌的诊断临界值，此时的ＡＵＣ面积为０．９０７。以０．２０μｇ／ｍｌ
作为卵巢上皮癌排除诊断临界值时的阴性预测值为９５．２。此
结果表明人附睾蛋白４检测是卵巢上皮癌诊断和排除诊断的
较理想指标。人附睾蛋白４检测诊断卵巢上皮癌理想临界值
为０．６１μｇ／ｍｌ，但作为卵巢上皮癌排除诊断指标时的理想临界
值为０．２０μ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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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老年人对社康中心全科诊疗利用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研究组在实施老年人健康管理１年后，上述指标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家庭医生制实施前两组社康中心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ｎ 糖尿病规范管理率（％） 高血压规范管理率（％） 服药依从性（％） 老年居民满意度（％） 年度健康体检率（％） 全科诊疗利用率（％）质量考核分值

研究组 ３０ ２４．３２±５．６２ ３７．９１±５．１４ ５０．０８±９．５１ ７５．６０±９．２１ ５０．２７±８．５２ ７０．６８±８．２０ ８６．４５±８．５２
对照组 ３０ ２３．５８±４．８９ ３６．５６±４．９８ ４８．６５±９．８２ ７３．８８±８．６８ ４８．７８±８．１２ ６９．６９±７．５９ ８４．６９±９．４５
ｔ值 ０．５５ １．０３ ０．５７ ０．７４ ０．６９ ０．４９ １．０３
Ｐ值 ０．２９２８ ０．１５２９ ０．２８４４ ０．２２９８ ０．２４５４ ０．３１４６ ０．１５３５

表２　家庭医生制实施后两组社康中心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ｎ 糖尿病规范管理率（％） 高血压规范管理率（％） 服药依从性（％） 老年居民满意度（％） 年度健康体检率（％） 全科诊疗利用率（％）质量考核分值

研究组 ３０ ２８．５１±４．０２ ４２．０８±４．３９ ６０．１９±７．６６ ８４．７９±９．５５ ６２．４０±６．８６ ８０．２９±７．８６ ９１．１４±７．２１
对照组 ３０ ２５．０２±４．３３ ３７．７６±５．０４ ５２．４５±８．９５ ７６．１２±１０．４２ ５４．４７±７．２３ ７２．０１±７．８５ ８６．７９±８．７２
ｔ值 ３．２４ ６．８２ ３．６０ ３．３６ ４．３６ ４．０８ ３．０７
Ｐ值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８

３　讨论
　　本项目是我区针对自１９９７年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以来，在老
年人健康管理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通过推行家庭医生制度，改

变服务模式，达到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的效果。通过实施

临床路径式管理手段，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的环节质量控制，并

出台了相应的激励办法和支持措施。

全科医生需在老年人健康管理中履行相应的岗位职责，是

结合了我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特点，即业务用房规模较小和

医务人员数量较少，因此，老年人所签约的家庭医生因轮休等原

因而不在岗的情况每周都有１～２ｄ，期间老年人因常见病、多发
病到社康中心接受全科诊疗服务时，需要由全科医生接待，这对

保持老年人健康管理的连续性非常重要。全科医生在日常诊疗

过程中，执行全科诊疗临床路径，真正树立“生物 －心理 －社
会”的医学模式，对改善老年人遵医行为、提高老年人对健康知

识的掌握程度和满意度有较明显的作用［８］。

药剂师、社区护士在改善老年人服药依从性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与家庭医生同等重要，针对老年人对疾病的认知度差、对药

物不良反应的担忧、对长期服药易产生厌烦情绪等问题，通过药

剂师、社区护士与老年人的沟通和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老年人

服药依从性［９］。同时由社区护士主导的全科团队家庭健康访

视服务能提高居家老年人的生活质量［１０］。

从实施１年后的效果分析，该健康管理方法能提升社康中
心对老年人慢性病规范管理率，改善服药依从性，增强老年人对

社康中心的信任度，并对社区基本诊疗有相互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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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株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张译心，王艳，宋杰

【摘　要】　目的　将武警湖北总队医院不同临床来源分布的１５３株铜绿假单胞菌进行抗生素耐药性实验，了解该菌的
院内感染及耐药情况，为临床使用抗菌药物及院内感染防护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不同来源的 ＰＡＥ菌，采用法国梅里
埃公司生产的ＡＴＢ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细菌自动分析鉴定系统鉴定，采用纸片扩散法（ＫＢ法）进行１５种抗生素药敏试验。结
果　１５３株铜绿假单胞菌主要来自痰液（７１．９％）；临床病区分布以重症监护室（３３．１％）、呼吸科（２５．６％）为主；药敏结
果显示，该细菌对妥布霉素、阿米卡星、亚胺培南较为敏感。结论　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在该院呈广泛分布，其中以呼吸道
感染为主，且对多种抗菌药物耐药。

【关键词】　铜绿假单胞菌；感染；耐药性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７８．９９１　Ｒ４４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１３０２

　　铜绿假单胞菌作为重要的条件致病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其
耐药现象日益严重，已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病原菌［１］。常可引

起呼吸道、尿道感染，其临床分离率在非发酵菌中首屈一指。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临床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其耐药现象更为

严重，主要为多重耐药和泛耐药［２］。为了研究该细菌的临床分

布情况，加强对该菌的耐药性监控，特对我院临床分离的１５３
株铜绿假单胞菌的分布与耐药性现状进行统计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来源　１５３株铜绿假单胞菌分离来自我院２０１１年
１～１２月住院患者的痰液、尿液、脓液和血液等标本，剔除同一
患者同一部位重复分离的菌株。

１２　菌株分离、鉴定和药敏试验　标本的接种、分离培养严格
按照无菌操作进行。菌株的鉴定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全自动

微生物分析仪鉴定；药敏试验采用（ＫＢ法），药敏结果的判读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ＣＬＳＩ）２０１０年标准［３］进

行。

１３　培养基和药敏纸片　病原菌的分离和鉴定的培养基及Ｍ
Ｈ琼脂购于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药敏纸片购于英国
ＯＸＯＩＤ公司。
１４　质控菌株　采用铜绿假单胞菌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进行质控监
测．标准菌株由湖北省临检中心提供。

２　结果
２１　标本分布　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我院分离出的１５３株铜绿假
单胞菌临床标本的来源依次为痰液１１０例、尿液１０例、血液９
例、胆汁９例、腹水７例创面及伤口分泌物标本８例。其中分布
在重症监护室（ＩＣＵ）５１例，占３３．１％；呼吸科３９例，占２５．６％；
心内科２３例，占１５％；普外科１４例，占９．１％；其他病区２６例，
占１７．３％。
２２　耐药分析　１５３株铜绿假单胞菌对１５种抗菌药物体外活
性各不相同，对妥布霉素、阿米卡星、亚胺培南较为敏感，耐药

率分别为１７．６％、９．８％、１１．７％；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铜绿假单胞
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见表１。

３　讨论
　　医院如今大量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耐药菌株数量不断
增多；特别是在ＩＣＵ的感染率在逐渐升高，对抗菌药物的敏感
性在不断下降，使感染治疗更加困难［４］。根据本研究结果显

示，呼吸道痰标本占总数的７１．９％；其中ＩＣＵ占３３．１％，呼吸科
占２５．６％。这与患者的类型和医生的治疗的方法有关系：①呼
吸内科和ＩＣＵ多为病情重、住院时间长、体质虚弱的患者；这类
患者的免疫力相对比较低，在医院感染的几率就会增加；②侵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６１武汉市，武警湖北总队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张译心，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ｙｉｘｉｎ４３００６１＠１２６．ｃｏｍ

入性治疗手段增多，破坏了患者机体的黏膜屏障［５］。同时该菌

比较易黏附于医疗器械腔道内，造成治疗器械消毒方面的交叉

感染。该细菌在医院里一旦出现，就会粘附在环境中的任何物

体上，很难被根除［６］。因此，增强院感观念，对多重和泛耐药菌

感染者实行隔离，控制院内感染，可以明显减缓耐药菌的扩散

与流行。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铜绿假单胞菌耐药基因

是；①由于 β－内酰胺酶基因（ＴＥＭ１、ＴＥＭ２、ＳＨＶ１）突变而
来，可以水解具有超广谱抗菌的内酰胺类；②或是由于外膜通
道蛋白ｏｐｒＤ：基因缺失而导致其对 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
③由于获得氨基糖苷类修饰酶钝化氨基类抗生素而耐药。铜
绿假单胞菌虽有多种耐药机制但主要是膜孔蛋白的突变，可阻

止抗菌药物由外膜进入胞质，在长期用各种抗菌药物治疗过程

中可能发生耐药［７］。本文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耐药

率为１１．７％，亚胺培南是第一个应用于临床的碳青酶烯类抗生
素，除了有些种属细菌（如嗜麦芽寡养单胞菌、黄杆菌属等）对

亚胺培南天然耐药外，目前仍是治疗革兰阴性杆菌感染最有效

的抗生素。但近年来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性有逐

年增加趋势。而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机制包括：

ｏｐｒＤ２的缺失、金属酶的产生导致药物水解。亚胺培南比头孢
他啶和哌拉西林更易导致耐药性铜绿假单胞菌的出现［８］。由

表１知阿米卡星体外抗菌活性明显优于庆大霉素，这可能是铜
绿假单胞菌产生钝化酶而不是修饰酶有关［９］。

表１　１５３株铜绿假单胞菌药敏结果（％）

抗菌药 耐药 中介 敏感

阿米卡星 ９．８ ２．０ ８８．２
氨曲南 ３５．３ ７．２ ５７．５
头孢他啶 １５．０ ５．２ ７９．８
环丙沙星 ２２．９ ２．０ ７５．１
庆大霉素 ２２．９ ５．９ ７１．２
亚胺培南 １１．７ ２．０ ８６．３
哌拉西林 ２１．６ ０．７ ７７．７
妥布霉素 １７．６ ３．３ ７９．１
头孢吡肟 ９．８ １４．４ ７５．８
左氧氟沙星 １７．０ ７．２ ７５．８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１１．７ ０ ８８．３
头孢哌酮／舒巴坦 ７．２ ２４．８ ６７．８
美洛培南 ７．２ ２．６ ９０．１
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２６．１ ０．７ ７３．２

　　由此可见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率及耐药率较高。因此，临床
医师应严格执行卫生部颁布的《抗菌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

则》和《抗菌药物分级用管理规定》，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同时建

议医院定期检查医生使用抗生素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

医院要进行定期分级的消毒隔离，严格按照无菌操作；也希望

临床医生多多与微生物室加强沟通，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

·３１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菌药物，同时建立病程质量监控体系加强对重点科室的感染监

护及耐药监测。掌握病原菌的流行源，可防止泛耐药性铜绿假

单胞菌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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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但不可能是严重的败血症或者感染性休克；０５ｎｇ／ｍｌ≤
ＰＣＴ≤２ｎｇ／ｍｌ，存在系统性细菌感染；ＰＣＴ＞２ｎｇ／ｍｌ，若可排除
严重多发创伤，即可证明存在严重细菌感染伴随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在指导抗生素使用时参照瑞士巴塞尔医院 Ｍｕｌｌｅｒｄ在
Ｌａｎｃｅｔ上的报道［２２］：当 ＰＣＴ＜０２５ｎｇ／ｍｌ时，不主张或限用抗
生素，特别是ＰＣＴ＜０１ｎｇ／ｍｌ时应禁止使用；当ＰＣＴ≥０２５ｎｇ／
ｍｌ或ＰＣＴ≥０５ｎｇ／ｍｌ时主张使用抗生素；当 ＰＣＴ＞２ｎｇ／ｍｌ
时，应考虑较严重的全身性细菌感染，应尽早足量使用抗生素，

及时控制感染，并动态观察ＰＣＴ水平，以更好地指导治疗。
ＰＣＴ作为一项灵敏性和特异性高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在临

床工作中用于判断全身严重性细菌感染，有其重要的价值和优

势。它的上升或下降直接反映疾病恶化或好转的趋势，可用于

指导抗生素合理使用以及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指导疾病预

后，可帮助临床医师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利于患儿的早日康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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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ＶａｚｚａｌｗａｒＲ，Ｐｉｎ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Ｅ，ＰｕｐｐａｌａＢ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ａ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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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ＡＣＴＨ、ＣＯＲ在评估颅脑损伤患者病情与预后的临床意义
林建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ＡＣＴＨ）、皮质醇（ＣＯＲ）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病情评估及预后判断的临床
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３８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按入院时ＧＣＳ评分分为重型组（６～８分）、特重型组（３～５分）两组，
测定脑外伤２４ｈ内、３ｄ、５ｄ、７ｄ不同时期血清ＡＣＴＨ、ＣＯＲ水平；另选正常健康人３０例为对照组，测定三组血清ＡＣＴＨ、
ＣＯＲ水平。结果　两者患者血清 ＡＣＴＨ、ＣＯＲ在外伤５ｄ内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或Ｐ＜０．０１）；第７天两组血ＣＯＲ、特重型组血ＡＣＴＨ仍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重型组血ＡＣＴＨ明显下
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６个月，重型组的总有效率（ＧＲ＋ＭＤ＋ＳＤ）为８１．５％，明显高于特
重型组４５．５％（χ２＝１７．６８，Ｐ＜０．０１），重型组死亡率为１１．１％，明显低于特重型组３６．４％（χ２＝３３．２１，Ｐ＜０．０１）。结
论　动态监测重型颅脑创伤患者血清ＡＣＴＨ、ＣＯＲ水平对判断病情、治疗效果和预后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颅脑损伤；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重型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１．１５　Ｒ９７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１５０２

　　重型颅脑损伤（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ＴＢＩ）是临床上常见
的、病情危重、致残率高的一种疾病［１］。颅脑损伤可引起患者

代谢和内分泌的变化，其变化与病情演变密切相关［２］。为此，

本文动态观察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清 ＣＯＲ、ＡＣＴＨ水平变化，
以探讨其在重型颅脑损伤评估病情、治疗效果和预后中的意

义，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我院住院
的重型颅脑创伤患者３８例，入院时 ＧＣＳ评分均≤８分，其中男
性２９例，女性９例，年龄１８．６～５３．１岁，平均（３５．８±６．２）岁；
受伤类型：车祸伤３０例，坠落或跌倒伤６例，打击伤２例。入院
后经行头颅ＣＴ或手术证实主要为：硬膜下血肿伴脑挫裂伤２４
例，脑干损伤７例，颅内血肿５例，蛛网膜下腔出血２例。手术
治疗３２例，非手术治疗６例。根据ＧＣＳ评分分为重型组（６～８
分）２７例、特重型组（３～５分）１１例；另选正常体检健康人３０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８例，年龄１９．１～５４．９岁，平
均（３６．４±５．９）岁。三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患者分别于外伤后２４ｈ内、３ｄ、５ｄ、７ｄ清晨
抽取空腹静脉血标本，正常对照组于体检当日清晨抽血备用，

以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留取上清液置于－３６℃低温冰箱中
保存待测。ＡＣＴＨ、ＣＯＲ采取化学发光法测定，试剂盒由美国
ＤＰＣ公司提供（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ＳＡ），仪器使用 ＩＭＭＵＬＩＴＥ１０００
分析仪；具体操作方法按药盒说明书严格进行。

１．３　疗效标准　按ＧＣＳ预后评分分为恢复良好（ｇｏｏｄｒｅｃｏｖｅｒ
ｙ，ＧＲ）、中残（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Ｄ）、重残（ｓｅｖｅｒｅ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Ｄ）、植物状态（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ＰＶＳ）及死亡（ｄｅａｔｈ，
Ｄ）５个亚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分析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ｘ±ｓ）表示，两组连续变量比较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检验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三组血清ＡＣＴＨ、ＣＯＲ水平比较　重型组（ＧＣＳ６～８分）
和特重型组（ＧＣＳ３～５分）患者血清 ＡＣＴＨ、ＣＯＲ在外伤２４ｈ
内、３ｄ、５ｄ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第 ７天两组血 ＣＯＲ、特重型组血
ＡＣＴＨ仍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重型组血 ＡＣＴＨ
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特重型
组各时间点血清ＣＯＲ、ＡＣＴＨ水平均高于同期重型组（Ｐ＜０．０５

作者单位：５２３６９５广东省东莞市凤岗华侨医院检验科

或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不同程度重型颅脑创伤患者与对照组血清ＡＣＴＨ、ＣＯＲ水平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ＣＯＲ（ｎｇ／ｍｌ） ＡＣＴＨ（ｐｇ／ｍｌ）

重型组　 ２７ ２４ｈ ３７５．４±８１．２△ １４２．１±２８．７△△

３ｄ ４０２．５±８４．８△ １１１．３±２４．６△△

５ｄ ３００．９±７４．２△ ７６．３±１５．４△△

７ｄ １８８．３±４１．５△△ ２７．８±５．２△△

特重型组 １１ ２４ｈ ４３９．３±９５．６ １８０．６±３４．６

３ｄ ４８１．６±１０２．７ １５６．１±２９．２

５ｄ ３７６．３±８６．５ １１４．７±２１．９

７ｄ ２９０．６±６０．１ ３１．８±５．９

对照组　 ３０ １６２．４±３９．７ ２７．１±４．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特重型组比较，△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重型组与特重型组的预后分析　随访６个月，重型组的
总有效率（ＧＲ＋ＭＤ＋ＳＤ）为８１．５％，明显高于特重型组４５．５％
（χ２＝１７．６８，Ｐ＜０．０１），重型组死亡率为１１．１％明显低于特重
型组３６．４％（χ２＝３３．２１，Ｐ＜０．０１），说明患者入院时ＧＣＳ评分
越低，治疗效果较差，病死率越高，预后越差。见表２。

表２　重型组与特重型组颅脑创伤患者的预后比较（ｎ，％）

组别 ｎ 预后

　良好　中残　重残　植物状态　死亡　 总有效率 死亡率

重型组　 ２７８（２９．６）１０（３７．０）４（１４．８） ２（７．４） ３（１１．１）２２（８１．５） ３（１１．１）

特重型组 １１ １（９．１） ２（１８．２）２（１８．２）２（１８．２）４（３６．４） ５（４５．５） ４（３６．４）

　注：与特重型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颅脑损伤死亡原因分析显示，约有６２％患者死于并发症，

其中由于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造成内环境平衡破坏，导致死亡

发生率为５５％［３］。重型颅脑损伤是一种强烈刺激，使人体产生

应激反应，刺激肾上腺皮质合成分泌激素增强，激活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释放激素（ＣＲＨ）合成神经元，ＣＲＨ被释放入垂体门
脉，介导腺苷环化酶 ｃＡＭＰ系统，使 ＡＣＴＨ合成分泌增加，从而
促使肾上腺皮质分泌糖皮质激素的功能增强，分泌出大量的

ＣＯＲ，而提高机体的抵抗能力，保持和恢复内环境稳定，是机体
的一种保护性机制［４－５］。

颅脑损伤可激活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皮质轴以及多种
激素、神经递质、细胞因子等［６］。颅脑损伤后急性期 ＡＣＴＨ分
泌呈持续增高状态，由于其半衰期短，这种升高状态持续时间

相对较短［７］。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血清ＡＣＴＨ在外伤２４
ｈ内升高明显，之后逐渐下降，重型组在第７天降至正常水平，
特重型组在第７天仍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病情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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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心率变异性分析
肖慧敏，黄美琴，李青

【摘　要】　目的　应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的心率变异性。方法　选取４２例２型糖尿
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为观察组研究对象，３０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比较
其心率变异性指标。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平均心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睡眠状态心率变
异性时域指标与清醒状态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睡眠状态心率变异性时域指标均高于清醒状态
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测定心率变异性是一项无创性检测心脏自主神经张
力的技术，可用于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自主神经系统损伤的评估。
【关键词】　２型糖尿病；冠心病；心率变异性；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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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率变异性（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ＲＶ）的大小反映神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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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因素对心脏的干扰调节，也反映自主神经系统交感神经活性

与迷走神经活性及其平衡协调的关系［１－３］。为此，笔者选取４２
例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和３０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
应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技术观察了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

ＡＣＴＨ升高越明显，下降越缓慢。有研究发现［８］，重症患者皮质

醇水平的高低与死亡率相关，过高或过低的皮质醇水平常提示

预后不良。本研究结果发现：两组血清ＣＯＲ在入院３ｄ内升高
明显，之后逐渐下降，至第７天仍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特重
型组血ＡＣＴＨ、ＣＯＲ水平均高于重型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
提示ＡＣＴＨ、ＣＯＲ升高越明显，下降缓慢或不降反高，病情越
重，预后不佳。有研究报道［９］，部分颅脑创伤患者伤后出现下

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的低下，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无应激
性增高，甚至出现消耗性降低。本文认为，颅脑损伤后出现的

肾上腺功能状态（激活或衰退）与患者年龄、受伤程度、缺血时

间和药物等因素也有关。孙石平等［１０］发现重型 ＴＢＩ患者伤后
ＣＯＲ、ＡＣＴＨ急性期迅速升高，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而后１周
内逐渐降至趋于正常，ＡＣＴＨ下降速度较 ＣＯＲ快。由于 ＡＣＴＨ
与ＣＯＲ在体内半衰期不同，临床上需结合两者评价下丘脑 －
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

可见，血清内分泌学检查是反映机体应激反应的一个较敏

感的指标，动态监测重型颅脑创伤患者血清 ＡＣＴＨ、ＣＯＲ水平
对判断病情、治疗效果和预后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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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心脏自主神经功能损害，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我院收治的
４２例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为观察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１７例，女性２５例，年龄４４～６９岁，平均年龄（５２．１±２．３）岁。
纳入标准：２型糖尿病诊断符合２０１０年 ＡＤＡ提出的糖尿病诊
断标准［４］。另选取 ３０例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１１
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４０～６４岁，平均年龄（５３．２±３．１）岁，对照
组患者均不合并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及冠心病等，两组研究

对象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检查方法及观察指标　使用 ＴＬＣ４０００动态心电图仪（购
自秦皇岛市康泰医学系统有限公司）测定所有研究对象的心率

变异性。连续记录２４ｈ后将数据回传计算机，观察心率变异
性。心率变异性观察指标包括：①平均 ＲＲ间期（ｍｅａｎＲＲ）；②
ＲＲ间期总体标准差（ＳＤＮＮ）；③平均值标准差（ＳＤＡＮＮ）；④标
准差的平均值（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⑤平方根（ＲＭＳＳＤ）；⑥总 ＲＲ间
期数的百分比（ＰＮＮ５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处理，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研究对象心率变异性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平均心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９８，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心率变异性比较

组别 ｎ
平均心率

（次／ｍｉｎ）
ＲＲ间期总体
标准差（ｍｓ）

平均值标准

差（ｍｓ）
标准差的平均

值（ｍｓ）
平方根（ｍｓ）

总ＲＲ间期数的
百分比（％）

观察组 ４２ ７１．１±５．７ ９５．１±９．８ ８７．２±１１．２ １８．９±９．９ １３．１±６．１ ３．５±２．０

对照组 ３０ ６９．９±４．１ １２７．４±１９．８ １１８．２±１６．７ ４９．２±１２．６ ３３．３±１１．５ １３．４±７．２
ｔ值 ０．９８ ９．１４ ９．４３ １１．４２ ６．６６ ７．３３
Ｐ值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研究对象心率变异性时域指标与昼夜节律的关系　
观察组患者睡眠状态心率变异性时域指标与清醒状态时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睡眠状态心率变异性时
域指标均高于清醒状态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两组研究对象心率变异性时域指标与昼夜节律的关系

组别 ｎ状态 平均值标准差（ｍｓ） 平方根（ｍｓ） 总ＲＲ间期数的百分比（％）

观察组 ４２清醒 ８６．２±９．７ １２．６±５．７ ３．１±１．９
睡眠 ８９．２±１４．１ １４．１±６．４ ３．９±２．２

对照组 ３０清醒 ９８．３±１３．９ ２７．２±９．２ １１．６±５．８
睡眠 １３１．３±１８．６ ３８．５±１４．６ １６．２±８．９

　　注：与清醒状态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糖尿病心脏病是２型糖尿病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与

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死亡和充血性心衰

发生的危险性增加２倍，女性增高３倍。糖尿病性心脏病包括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心肌病和糖尿病

心脏自主神经病变等。以往冠心病是糖尿病心脏病的主要研

究方向，随着对糖尿病心脏病患者进行非创伤性检查和冠状动

脉造影的开展，研究发现部分糖尿病心脏病患者并未见冠状动

脉病变，甚至尸检亦未见冠状动脉阻塞和心肌梗死，推测其原

因可能与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有关［６］。

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ＤＡＮ）是一组由自主神经功能和
（或）结构受损引起的症候群，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常起病隐

袭，病情逐渐进展，部分患者可作为糖尿病的首发症状出现。

自主神经病变在病史较长的糖尿病患者中很常见，可影响到多

个脏器功能，可出现直立性低血压、安静状态下固定的心动过

速、心血管系统对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的反应能力下降、胃轻瘫、腹泻
（常常在夜间发作）与便秘交替发作膀胱排空困难和阳痿。糖

尿病自主神经病变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目前有多种学说，最

常用的是缺血、缺氧和代谢障碍［７－９］。

心率变异性（ＨＲＶ）是指逐次心动周期之间时间的微小变
化，即窦性心律不齐的程度，可反映自主神经系统活性和定量

评估心脏交感神经与迷走神经张力及其平衡性，从而判断其对

心血管疾病的病情及预后，可能是预测心脏性猝死和心律失常

性事件的一个有价值的指标［１０］。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的量化可

以通过心率变化的程度表现出来，即通过测量连续正常 ＰＰ间
期变化的变异性来反映心率变化程度、规律，从而用以判断其

对心血管活动的影响。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平

均心率比较无差异。心率变异性降低为交感神经张力增高，可

降低室颤阈，属不利因素；升高为副交感神经张力增高，提高室

颤阈，属保护因素。

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测定心率变异性是一项无创性检测心
脏自主神经张力的技术，可反映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功能状

况，可用于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自主神经系统损伤的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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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６．

［９］　黄东．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率变异性分析［Ｊ］．当代医学，２００９，１５
（７）：５７．

［１０］　孙彩霞，张颖，沈俊飞，等．老年冠心病合并２型糖尿病患者心率
变异性分析研究［Ｊ］．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２４）：１８９６
１８９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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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ＣＴ在癫痫临床诊断中的应用及其效果评价
肖胜，叶娟，郑黄华，夏烈新

【摘　要】　目的　评价ＣＴ在癫痫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以供今后的临床工作参考和借鉴。方法　选择荆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神经内科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６７例癫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比较患者脑
电图（ＥＥＧ）和颅脑ＣＴ扫描检查结果异常率的差异。结果　经过比较后发现，癫痫颅脑 ＣＴ检查结果阳性率明显低于
ＥＥＧ，数据处理后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ＣＴ检查结果异常的５３例患者中，病因为颅内肿瘤２０例、脑梗
死７例、脑出血４例、脑囊虫９例、先天畸形６例、脑内异物７例。结论　ＥＥＧ和颅脑ＣＴ检查均对癫痫的临床诊断具有
一定的价值，其中ＥＥＧ的敏感性较高，而ＣＴ在癫痫病因的检出方面更具优势，更有助于指导癫痫的临床治疗。
【关键词】　脑电图；颅脑ＣＴ；癫痫；临床诊断；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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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癫痫是神经内科临床常见的一组慢性脑部疾病，由大脑神
经元异常放电所致，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短暂的功能失常，其病

因较为复杂。癫痫发作类型与病变部位、病因等密切相

关［１－３］。ＥＥＧ和ＣＴ是临床用于诊断癫痫的两种常用手段，笔
者对比了这两种诊断方法在癫痫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旨在

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神经内科２００８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５
月收治的６７例癫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６～７５岁，平均年
龄为（３６．１２±１２．２３）岁；病程３ｄ～１６年，平均病程为（７．２６±
２．１２）年；其中男性４１例，女性２６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国际抗
癫痫联盟的诊断标准，并根据患者主诉、病史，结合详细的临床

检查确诊。按照癫痫发作国际分类法进行分类，其中强直阵挛

性发作３３例、单纯部分性发作１２例、复杂部分性发作１０例、部
分发作至全身性发作９例、其他３例。
１２　检查方法　脑电图检查仪器为十四导联脑电图仪。按照
国际１０／２０系统安置头皮电极，每一导联进行清醒时、睡眠时２
次描记，每次５ｍｉｎ。清醒描记行睁闭眼、过度换气、闪光刺激
等试验。睡眠描记时可酌情采用１０％水合氯醛进行诱导。描
记过程中如癫痫发作，立即呼唤患者姓名，以确定其意识状态

并记录详细时间，以备分析之用。

颅脑ＣＴ检查仪器为美国ＧＥＢｒ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型１６排 ＣＴ扫描
仪。以眉中点至外耳孔中心为基线，向上作常规的头部连续扫

描，厚度为８～１０ｍｍ，层距１０ｍｍ，层面图像为８～１０个，部分
患者做增强扫描［２］。

作者单位：４３４０００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附属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
射科（肖胜，叶娟，郑黄华）；神经内科（夏烈新）

通讯作者：夏烈新，电子信箱：ｃｄｄｐｙ５２０＠１２６．ｃｏｍ

　　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患者 ＥＥＧ和颅脑 ＣＴ扫
描检查结果异常率的差异。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的数据录入到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
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２检验进行比
较，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经过比较后发现，癫痫颅脑 ＣＴ检查结果阳性率明显低于
ＥＥＧ，数据处理后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ＣＴ检
查结果异常的５３例患者中，病因为颅内肿瘤２０例、脑梗死７
例、脑出血４例、脑囊虫９例、先天畸形６例、脑内异物７例。具
体数据详见表１。
表１　６７例癫痫患者ＥＥＧ和颅脑ＣＴ检查结果异常率比较（ｎ，％）

检查项目 ｎ ＥＥＧ检查结果异常率 颅脑ＣＴ检查结果异常率

强直阵挛性发作 ３３ ３０（９０．９１） ２６（７８．７９）
单纯部分性发作 １２ １１（９１．６７） ９（７５．００）
复杂部分性发作 １０ ８（８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
部分发作至全身性发作 ９ ９（１００．００） ８（８８．８９）
其他 ３ ２（６６．６７） ３（１００．００）
异常率总计 ６７ ６０（８９．５５） ５３（７９．１０）

　　注：与ＥＥＧ检查结果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癫痫是神经内科常见的疾病，发生病理改变的神经元细胞
异常代谢，膜电位改变。在内源性或外源性因素的作用下异常

放电而引起癫痫发作。其发病机制复杂，既受遗传因素因素影

响，又与后天环境因素有关，其临床表现也多种多样。引起癫

痫发作的原因较为复杂，常见的致癫痫病灶包括颅内肿瘤、脑

血管畸形、颅脑先天发育异常、脑外伤、颅内异物等。ＥＥＧ与颅
脑ＣＴ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脑组织结构、机能［４－６］。这两种方

法也是目前用于诊断癫痫的重要手段，并可 （下转第１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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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超声显示钙化灶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诊断意义
石鹏，李星云，马彩叶，王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超声检查甲状腺图像显示钙化灶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临床诊断意义。方法　对１１５例患者
的病理检查结果和超声检查图像进行比较研究，分别以甲状腺结节的边界、形态、钙化灶类型及性别差异等方面进行综

合分析，以明确超声检查的诊断意义。结果　１１５例患者甲状腺结节内钙化灶中共发现良性７４例，恶性４１例。良性甲
状腺结节内钙化灶主要以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粗大钙化灶为主，而恶性结节内钙化灶主要以边界模糊不清、形态不规

则的微小钙化灶为主，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良性甲状腺结节钙化灶构成主要以粗大钙化灶为主
（２８．１０％），而恶性甲状腺结节钙化灶构成主要以微小钙化灶为主（５９．０９％），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
论　超声成像对甲状腺结节中钙化灶的检查诊断具有特异性，可更细致地发现微小钙化灶，对甲状腺癌的诊断和治疗具
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超声检查；甲状腺结节；钙化灶；诊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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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结节（Ｔｈｙｒｏｉｄｎｏｄｕｌｅｓ）是一种常见多发的疾病，常
见的有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癌及甲状腺瘤等，在成年人群

中的发病率较高，为４％ ～８％［１］。甲状腺结节包括良性和恶

性，但术前鉴别难度较大。为了预防恶性结节的漏诊，本研究

选取１１５例患者比较分析病理检查结果和超声诊断资料，以探
讨超声检查图像显示的钙化灶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临床诊

断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期间在我
院进行甲状腺超声检查，并已进行手术治疗及病理确诊的甲状

腺结节病变患者共计１１５例，其中男性４５例，女性７０例，年龄
２４～６５岁，平均年龄４４．５岁。
１２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 ＬＯＧＩＱ７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断仪，探头设置频率为１０～１２ＭＨｚ进行超声诊断检查。检查
时，要求患者取仰卧位，垫高肩颈部，充分暴露甲状腺区域，检

查甲状腺结节的数目、大小、形态、内部回声等情况，其中重点

观察甲状腺结节内钙化灶的有无及其数目、大小及相应存在形

态等信息。一般将甲状腺结节钙化灶图像分为粗大钙化和微

小钙化，其中钙化灶直径大于２ｍｍ以上的为粗大钙化，而钙化
灶直径小于２ｍｍ以下的为微小钙化［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分析软件，对所得数据
进行χ２统计分析，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１１５例甲状腺结节患者中，发现结节性病灶１６５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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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图像显示钙化灶７３例，病理检查显示甲状腺良性结节１２１
例，恶性结节共计４４例。
２１　良、恶性甲状腺结节及形态　良性组以边界清晰且形态
规则的结节为主，恶性组以边界模糊不清，形态不规则的结节

为主，结节边界及形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
１。

表１　两组患者甲状腺结节边界及形态情况（ｎ，％）

组别 ｎ
结节

数

边界

清晰 模糊

形态

规则 不规则

良性组 ７４ １２１ ９４（７７．６８） ２７（２２．３２） １１３（９３．３９） ８（６．６１）
恶性组 ４１ ４４ ９（２０．４５） ３５（７９．５５） ８（１８．１８） ３６（８１．８２）
χ２值 ４５．０５７ ９３．３２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结节内钙化灶特征比较　良性组甲状腺病变主要以粗大
的钙化灶为主，恶性组甲状腺病变主要以微小钙化灶为主，两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甲状腺病变钙化灶构成情况（ｎ，％）

组别 结节数 总钙化灶 粗大钙化灶 微小钙化灶 χ２值 Ｐ值

良性组

恶性组

１２１
４４

４１（３３．８８）
３２（７２．７３）

３４（２８．１０）
６（１３．６４）

７（５．７８）
２６（５９．０９）

２９．８８４ ＜０．０１

２３　不同甲状腺结节病变的钙化情况　４０个粗大钙化灶中，
良性甲状腺结节３４个，结节性甲状腺肿２３个，甲状腺腺瘤１１
个。３３个微小钙化灶中有２６个发生在恶性甲状腺结节病变，
分别为微小瘤１５个、乳头状瘤９个及髓样癌２个。

３　讨论
　　近年来，随着甲状腺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高，对临床甲状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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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超声检查诊断胎儿小脑蚓部异常研究
欧冰凌，陶宗欣，梁萍

【摘　要】　目的　通过二维和三维超声检查，研究胎儿小脑蚓部及其相关结构，对比其诊断小脑蚓部病变的准确性。
方法　对６４例在二维超声检查中发现可疑小脑蚓部异常、胎龄１８～４０周的胎儿进一步行三维超声重建检查小脑蚓部
及其相关结构。结果　二维超声仅可于冠状面上清楚显示小脑半球及上蚓部结构，矢状面获得小脑切面不理想；三维超
声则可进一步于矢状面清晰显示小脑原裂及下后裂、第四脑室与后颅窝池等相通结构，并可用三维容积断层技术（ＴＵＩ）
逐层显示系列连续的胎儿脑矢状切面。结论　三维超声可较清晰显示胎儿小脑蚓部在１８孕周以后的发育表现及较明
确筛查出小脑蚓部畸形，是诊断小脑畸形的较为理想的影像学方法，可增进胎儿颅脑检查的完整性，提高产前诊断的符

合率，减少漏诊。

【关键词】　胎儿颅脑畸形；小脑蚓部；二维超声；三维超声；三维容积断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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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显像技术是胎儿发育监测的有效手段，随着仪器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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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超声检查者对颅形认识的提高，促进了颅脑畸形的产前超

声诊断［１］。因某些因素影响，小脑蚓发育过程中可出现缺失，

且部分颅脑畸形是致死性的。产前超声诊断的目的在于通过

疾病的明确诊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所有甲状腺结节的患

者当中，约有５０％左右的患者同时存在多发结节的情况，而性
别差异也会造成甲状腺结节不同的情况发生［３］。随着甲状腺

结节发病率的不断增加，临床诊断压力也随之增大。临床研究

表明，甲状腺结节内的钙化与甲状腺癌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相关

性［４］，且逐渐成为一项对甲状腺癌诊断具有特殊临床价值的检

查指标。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检查对甲状腺结节钙化灶回声

对患者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诊断具有较好的反应性，可避免一

般检查的不彻底，以及对重要细节的遗漏，有助于甲状腺良恶

性结节的诊断，是诊断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的首选检查方

法［５］。超声成像检查中微小钙化灶对甲状腺癌的诊断具有较

强的特异性，尤其针对乳头状癌诊断效果更明显，从而使甲状

腺癌与腺体内钙化关系的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６－８］。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了良性和恶性甲状腺结节中钙化灶

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良性甲状腺结节中多以边界清晰、形态

规则的粗大钙化灶为主，其构成比为２８．１０％；但相反，在恶性
甲状腺结节中的钙化灶主要以边界模糊不清的、形态不规则的

微小钙化灶为主，其构成比例为５９．０９％，约为良性甲状腺结节
的２倍。该结果表明，在恶性甲状腺结节中微小钙化灶可作为
主要检查指标。甲状腺结节中钙化灶的不同形态，对于甲状腺

癌的诊断具有非常重要的鉴别诊断意义［９－１０］。

甲状腺结节伴有钙化在诊断甲状腺癌过程中意义特殊，尤

其是微小钙化的存在，是与甲状腺良恶性结节关系密切的指示

器，对其诊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而超声成像技术的应用，

具有时间短、诊断准确的特点，对临床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诊

断提供了帮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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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筛查各种胎儿畸形，阻止一些严重的畸形胎儿的出生，或

为临床处理提供依据［２］。胎儿畸形产前超声筛查对优生优育、

提高人口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本研究就是在二维超声

检查的基础上对胎儿小脑蚓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三维检测和观

察。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对来我院就诊的妊娠１８～
４０周的孕妇中，在二维彩超检查发现可疑小脑发育异常的６４
例孕妇行进一步的三维超声重建检查，共明确诊断小脑畸形２６
例。其余３８例经三维超声诊断后认为可排除小脑畸形。以上
病例均经本院生产或引产证实。

１．２　仪器与方法　使用仪器为 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探头频率３１５～５１０ＭＨｚ。先按产科常规超声检查顺
序依次对胎儿颅脑进行常规二维扫查，然后将取样框定在胎儿

中线结构，参照点分别置于采集平面的透明隔腔和小脑蚓部，

应用三维多平面分析重建正中矢状切面，获得脑中线结构图像

并启动ＴＵＩ三维容积断层技术，逐层显示脑中线结构的形态特
征。每例胎儿均在二维和三维正中矢状切面观察透明隔腔、胼

胝体和小脑蚓部等解剖细节，对比应用上述两种方法获得脑中

线结构的图像成功率及准确率。

２　结果
三维重建后获得的矢状面结构可较清晰显示透明隔腔、胼

胝体和小脑蚓部、丘脑和枕大池等结构。在选择的病例中，基

本是先在二维超声下获得颅脑横切面，提示小脑疑有蚓部发育

异常征象时，尽量获得颅脑的矢状面。在对经二维超声于小脑

横切面检查疑为蚓部发育异常的６４例胎儿中，仅２４例经二维
直接扫查获得小脑蚓部矢状切面，而有５８例经三维超声检查
可获得重建矢状面。

应用三维重建技术检测胎儿小脑蚓部及蚓部与第四脑室、

脑干的关系，即同时显示检查目标区域横切面、矢状面和冠状

面的一系列平行断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 ＭＲＩ相似效果。
联合ＶＣＩ技术可更清晰显示胎儿小脑蚓部的精确细节，有助于
评估蚓部发育。本研究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每例患者均尝试

取脑中线正中矢状切面。经腹部二维超声获得脑中线正中矢

状切面的成功率约为３８％（２４／６４）；三维超声获得脑中线重建
矢状切面的成功率为９２．４％（５８／６４），其余６例受胎儿颅骨声
影或孕妇较肥胖等因素影响重建图像质量不理想。以上对比

提示经腹三维超声第三平面成像对正中矢状切面显示率比二

维更高。

３　讨论
ＺａｌｅｌＹ等［３］认为超声检查小脑时，不仅要显示胎儿脑部的

横断面，更重要的是显示胎儿脑部正中矢状面。常规二维超声

检查通常只能显示脑中线结构的横断面，而胎头正中矢状切面

提供了透明隔腔、胼胝体、丘脑、部分中脑、小脑蚓部和枕大池

等结构的独特信息。但胎头正中矢状切面很难经二维腹部超

声直接获得。本研究通过比较腹部胎儿脑中线横切面三维扫

描获得的重建矢状切面较二维超声直接获得脑中线正中矢状

切面的成功率为高，表明应用三维超声由胎儿脑轴向平面获得

的三维超声获取中线平面的可行性。

超声观察至少到妊娠第１８周小脑蚓部下方仍可能呈开放
状，因此胎龄小于１８周小脑蚓部畸形的诊断要慎重［４］。根据

Ｌｉｍｐｅｒｏｐｏｕｌｏｓ等［５］评价标准，本研究通过三维技术重建的小脑

蚓部的正中矢状切面诊断单纯颅后窝池增宽３８例，后颅窝池
囊肿３例，小脑蚓部发育过小６例，第四脑室导水管梗阻３例，
小脑蚓部上抬５例，小脑蚓部部分缺失９例，均得到胎儿颅脑
ＭＲＩ检查证实。结果显示，三维超声诊断小脑蚓部发育异常程
度及类型优于二维超声，可减低假阳性或假阴性诊断结果。

此外，本研究应用近年开发的三维容积断层技术（ＴＵＩ），不
同数目的重构二维平行截面能显示在同一幅图像上，能提供更

加全面的诊断信息，能得到与 ＣＴ、ＭＲＩ相似的直观图像。ＴＵＩ
通过同时显示一系列连续的胎儿脑矢状切面，易于进行精确的

容积断层以便显示最佳的脑中线结构图像，对完整评估透明隔

腔、胼胝体和小脑蚓部，判断这些形态不规则的脑中线结构更

有价值［６］。

综上所述，应用二维声像图获得胎儿脑部正中切面难度大

且费时，而三维超声方法便捷、更有意义。三维重建获得的胎

儿脑矢状正中切面在标准检查中快速评价正常解剖结构和二

维扫查无法获得正中切面的异常病例中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中三维正中矢状切面较二维切面更易于获得，可以

快速评价胎儿胼胝体结构，因此在常规筛查中可能更有应用价

值［７］。但是三维超声检查一定要在二维超声的基础上进行，先

要用二维超声确定胎儿异常情况，手法要准确、稳定，同时要有

一个立体的概念去获取图像，要求检查者具有一定三维超声技

术经验［８］。胎儿孕周较大或移动较频、母体较肥胖、未寻找到

合适的透声窗等均可使图像采集受到限制［９］。三维超声结合

ＶＣＩ技术可更准确测量胎儿小脑蚓部，两者联合提高了产前诊
断胎儿小脑畸形的准确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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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曲美他嗪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疗效观察
李锦绣，吴胜本，郭建峰

【摘　要】　目的　观察曲美他嗪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法选择缺血性心肌病
心力衰竭７８例，分为常规治疗组和曲美他嗪组各３９例，曲美他嗪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曲美他嗪，２０ｍｇ／次，３次／ｄ，
治疗６个月后复查。通过观察临床心功能、超声心动图、６ｍｉｎ步行试验评价曲美他嗪辅助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
的疗效。结果　治疗６个月后，曲美他嗪组总有效率优于常规治疗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曲美他嗪组治疗前后比
较示左室舒张末内径、左室收缩末内径、左室射血分数、６ｍｉｎ步行距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的组间比较示曲美
他嗪组优于常规治疗组。结论　曲美他嗪与其他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的常规药物联合使用，可有效改善缺血性
心肌病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功能，增加其运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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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血性心肌病于１９７０年由Ｂｕｒｃｈ等首先提出，是由于长期
的心肌缺血或坏死导致心肌纤维化，表现为心脏增大、心力衰

竭和／或心律失常，类似扩张型心肌病。该病不仅可降低患者
的生活质量，也是致死的重要原因。曲美他嗪（ｔｒｉｍｅｔａｚｉｄｉｎｅ）是
一种通过改善心肌能量代谢抗心肌缺血的药物。本研究采取

随机对照的方法，评价曲美他嗪辅助治疗缺血性心肌病性心力

衰竭的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滨州市人民医院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３
月住院的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ＮＹＨＡ评价Ⅲ～Ⅳ级患者，排
除合并以下疾病者：①严重肝、肾功能障碍；②低血压、休克；③
严重心律失常；④其他原因所致心力衰竭（如甲状腺功能亢进、
贫血、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共入选患者７８例，所
有患者均符合ＷＨＯ关于缺血性心脏病的分型及诊断标准。年
龄在５５～７５岁，平均（６７．３±１２．３）岁，其中男性４４例，女性３４
例。随机分为两组，曲美他嗪组３９例，心功能Ⅲ级２２例，Ⅳ级
１７例；常规治疗组３９例，心功能Ⅲ级２０例，Ⅳ级１９例。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吸烟史，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因

素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治疗方法　常规治疗组主要用药为抗血小板药物、降脂
药物、抗凝药物、硝酸酯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

张素受体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强心剂等，合并糖尿
病或高血压病患者适当加用降压药和降糖药；曲美他嗪组在基

础治疗方法上联合使用曲美他嗪（万爽力，法国雅施达制药厂

生产）２０ｍｇ，３次／ｄ。治疗６个月后复查。
１．３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治疗后心力衰竭症状和体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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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改善达到２级或以上者为显效；心力衰竭症状和体征明
显改善，心功能改善１级者为有效；心力衰竭症状和体征均无
改善或恶化为无效。６ｍｉｎ步行距离（６ＭＷＤ）：治疗前及治疗
后分别观测患者的６ｍｉｎ步行距离。心脏彩超：治疗前后分别
测量左心室舒张末内径（ＬＶＥＤＤ）、左心室收缩末内径
（ＬＶＥＳＤ）及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ＴＡＴＡ７．０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数据采用（ｘ±ｓ）表示，组间差异性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比较　所有患者均未失访或退出，治疗６个月
后曲美他嗪组显效２８例（７１．７９％），有效８例（２０．５１％），总有
效率９２．３０％；常规治疗组显效 １６例（４１．０３％），有效 １１例
（２８．２１％），总有效率６９．２４％，两组疗效比较曲美他嗪组优于
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心脏超声及６ＭＷＤ比较　治疗６个月后复查心脏彩超，
两组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ＬＶＥＦ指标及６ＭＷＤ比较，曲美他嗪组疗
效优于常规治疗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曲美他嗪组和常规治疗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改善比较（ｘ±ｓ）

组别 时间 ＬＶＥＤＤ（ｍｌ／ｍ２） ＬＶＥＳＤ（ｍｌ／ｍ２） ＬＶＥＦ（％） ６ＭＷＤ（ｍ）

曲美他嗪组 治疗前 ５６．２±５．８ ４４．６±３．９ ３５．０±４．２ １１６．０±４５．５
治疗后 ５１．８±４．６ ３７．５±３．７ ４２．５±５．３ ３１６．１±５３．４

常规治疗组 治疗前 ５６．８±５．２ ４４．８±３．６ ３５．３±５．６ １２０．２±４１．４
治疗后 ５５．５±４．８ ４２．６±４．２ ３７．０±３．４ ２５２．０±４３．７

　　注：两组治疗后各指标经ｔ检验，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是冠心病的严重并发症，也是其引

起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对心力衰竭病理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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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管理理念在门诊西药房中的价值研究
刘才敏

【摘　要】　因为门诊西药房取药人员较多且构成较为复杂的特点，西药房的工作量往往较大，且较为细致繁琐，而这对
于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工作人员能够应对高强度的工作量，且对其心理应激应对能力的要求也较

高，因此西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持续不佳的状态。而工作人员的不良工作及心理状态又

反之影响到取药患者的情绪，因此门诊西药房的管理模式对于药房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影响均较大。而人性化管理针对

上述问题具有较佳的解决效果，通过评估及满足双方的需求来实现较佳的门诊西药房的服务，既有效考虑到工作人员的

工作方面的需求，也对其心理不良状况进行有效的疏导，为改善医患关系提供了较佳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　人性化管理理念；门诊西药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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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西药房是医院中较为重要的服务窗口之一，且其接待
的患者具有构成复杂等特点，因此对于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能

力和综合素质均要求较高。而门诊西药房工作量较大，且繁复

的特点极易影响到其工作状态，尤其是工作态度。因此，为改

善这种状态，选用较佳的管理模式成为重点［１］。近年来，人性

化管理理念在临床多个科室的应用中均取得较佳效果。本文

中我们就人性化管理理念在门诊西药房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

总结如下。

１　门诊西药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取药患者面对的问题　门诊患者多为不需要住院或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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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急的患者，取药人员中存在较多老幼病残者，也有部分患者

时间较为紧迫，因此对于取药的速度和效率均要求较高。但是

门诊西药房又存在取药人数较多、往往需要排队取药的情况，

患者及其家属很难在取药速度方面得到满足，因此在心理方面

必然产生一定的不良波动。这对于树立及改善医院的形象极

为不利，也是易于造成纠纷的不良因素［２］，针对这个问题进行

解决是临床管理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

１．２　药房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　门诊西药房具有工作量较
大，工作较为细致繁琐等特点，另外取药患者性格各异，对于取

药的需求也较多，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非常大，而在保证较大

的工作强度的基础上，对于药品的发放也有更为细致的要求，

以避免发错药物等情况的出现。由于上述原因，药房工作人员

深入研究，逐渐发现心肌细胞能量代谢失调参与心力衰竭的发

生，从而提出通过干预心肌能量代谢来治疗心力衰竭的理论。

曲美他嗪是一种通过改善心肌能量代谢来发挥抗心肌缺血作

用的新型药物。曲美他嗪作用于心肌细胞内的线粒体，抑制线

粒体内３酮酰基硫解酶，增加葡萄糖的有氧代谢，增加 ＡＴＰ生
成效率，在不影响心肌供血和血流动力学情况下提高能量的产

生，减轻细胞内酸中毒、钠钙聚积，保护心脏舒张剂收缩功能，

减轻氧自由基释放，避免造成细胞溶解和内膜损伤，减轻慢性

氧耗竭造成的线粒体功能和代谢损害，从而减轻缺血性左室功

能不全［１－２］。曲美他嗪还能在不影响其他脂类代谢的情况下

减少脂肪酸的消耗，明显增加磷脂的合成，改善心肌细胞的能

量代谢；并且抑制内皮素１的释放，促进心肌缺血损伤的恢
复［３－４］。由上述机制曲美他嗪促进心肌缺血缺氧状态的冬眠

和顿抑细胞功能恢复，从而改善心肌的收缩功能。较多临床研

究显示曲美他嗪增加心肌细胞对缺血的耐受性，维持细胞的动

态平衡，同时在心绞痛发作时可减少心肌细胞的损失。有证据

表明曲美他嗪在慢性冠状动脉疾病、缺血性心肌病以及急性冠

脉缺血事件的患者接受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时，可以改善

患者的左室功能［５－７］。临床研究显示曲美他嗪可以在不影响

心肌血液供应和不依赖血流动力学改变的情况下，发挥抗缺血

的作用，改善心力衰竭症状及体征，呼吸困难及下肢浮肿明显

减轻［８］。曲美他嗪抗心绞痛效果显著，在常规抗心绞痛药物使

用不足或由于血流动力学的因素无法使用的情况下获益更为

明显［９－１０］。

本研究表明：联合应用曲美他嗪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

竭可以显著改善心脏功能，提高ＬＶＥＦ，降低ＬＶＥＤＤ及ＬＶＥＳＤ，
延长６ＭＷＤ。因此，曲美他嗪可作为缺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的
辅助用药，尤其是在使用硝酸酯类、β受体阻滞剂、钙拮抗剂仍
未有效的控制症状的情况下，值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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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存在较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感，这不仅影响到工作效

率，且易导致工作态度受到不良影响，这也是导致医患纠纷发

生的一个重要原因［３］。管理作为对患者的工作状态影响较为

明显的因素，在此时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因此应注重管理模式

的选取。

２　人性化管理应用
２．１　人性化管理对取药患者的影响　人性化管理理念在医院
门诊西药房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要求工作人员在服务态度及

相关肢体语言中融入人性化的理念，使患者或者其家属在取药

的过程中感受到人性化的服务，并且应积极给予相关药物的说

明及核对，确保药物准确无误，并在此过程中使患者感受到重

视，以使其不良心理在此过程中得到一定的缓解，并使患者及

家属对其工作做到肯定性的反馈，而这种肯定性的反馈又是促

使工作人员进一步改进工作态度及质量的动力，从而实现良性

的循环，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４］。

２．２　人性化管理对药房工作人员的影响 　人性化管理的直接
作用对象为药房的工作人员，针对其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均较

大的情况，针对工作人员实施人性化的管理对于其实现较佳的

工作效能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２．２．１　对工作人员工作态度的影响　人性化管理理念在门诊
药房工作人员中的实施首先体现在对其心理状态方面的影响。

人性化管理理念应用过程中充分顾及到工作人员的心理需求，

针对其工作压力大及工作繁琐等特点，对工作进一步细致化，

并合理安排各个环节及细节，针对每位工作人员的特点及长处

对其工作程序进行布置安排，使每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实现扬

长避短，这不仅仅可有效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也使工作

人员在此过程中感受到重视和尊重，心理状态随之改善，对于

工作的态度也由原来的消极变为积极，对于工作的兴趣和自我

效能感均随之得到提升，使其能够以更为积极饱满的状态面对

工作，而工作人员工作态度的改善对于患者及其家属等取药人

员而言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作用，从而实现更佳的医患互

动，对于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提升患者满意度均是较佳的影响因

素［５］，同时，工作人员的工作效能的提升对于其长期稳定工作

及避免工作中的差错是重要的前提，从而实现较佳的管理效

果。

２．２．２　对工作人员工作效率的影响　人性化管理理念在医院
门诊药房中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方面为工作效率。人性化理念

在工作细节安排中的应用效果非常突出，体现在其更为合理及

科学地安排工作细节方面，其在进行工作程序及排班方面综合

考虑到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工作人员的长处，另一方面为工作

人员的需求，而这两方面是保证工作人员工作效率较高的有效

前提。其中药房工作人员自身在工作中的长处是保证工作速

度和降低工作差错的重要因素，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长处，并

将其体现在工作程序及细节的安排中，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工

作人员的工作效能，使其对工作树立信心，且对于每个工作程

序有效且迅速的完成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６］。另外，在管

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工作人员的自身需求尤其是心理方面的

需求，是另一个对工作人员工作效率的影响因素，门诊药房工

作人员长期处于工作强度较大的状态中，而这种情况导致的不

良心理状态的长期持续存在必然影响到其工作效率，体现在对

工作缺乏积极性及存在懈怠感等，表现在具体工作中即为工作

速度较慢及工作差错率较高，而人性化管理从满足工作人员的

需求出发，充分满足其需求后，其工作积极性即随之得到提升，

体现在工作中即表现为工作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也是降低医

患纠纷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人性化管理能对上述两个方面均

起到极佳的干预效果，故可有效提升其工作效率［７］。

２．２．３　对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影响　人性化管理实施后不仅
仅大大提升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改善了工作态度，且对工

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也起到了较佳的提升效果。其主要为通过

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其中工作管理模式的改善使工作人员的工

作压力大大减小，故其对于继续学习的精力也得到改善，继续

学习的条件也得到满足，因此对于新知识的接受概率更高，综

合素质也进一步提升；另外，人性化管理的实施使工作人员的

工作信心得到提升，对于工作的兴趣进一步提升，对于新知识

的渴求程度也较强，体现在平时工作中的不断学习和改进

中［８］，因此其综合素质也进一步提升，而这又是保证工作效率

和工作态度的基础，对于工作人员的综合状态的提升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２．３　对医院形象的影响　人性化管理实施后，工作人员的工
作效率、综合素质及工作面貌的综合改善大大改善了医患关

系，而医患关系的改善不仅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且对患者

不良心理状态的缓解也有积极的效果。门诊药房作为医院中

较为前沿的科室，其服务对于医院的形象有着较高的体现作

用，因此患者对于门诊药房的形象了解有助于其对医院整体形

象的了解［９－１０］。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要求的提高及医院整体工作

人员素质的提高，医院整体服务质量也随之提升，而医院门诊

西药房的服务提升也随之改善，而这种改善的前提是较佳的管

理模式。本文中对人性化管理理念在门诊药房中的应用价值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出人性化管理在改善工作人员、患者的状

态中均有其积极的效果，均与人性化管理充分满足了这两者的

需求有关，因此认为本管理理念在门诊西药房中的应用价值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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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肿瘤学临床研究生培养的思考
贾建光，钱军

【摘　要】　肿瘤学作为蚌埠医学院较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的学科，其研究生的培养在肿瘤学的教学中占有较大分量。
如何提高肿瘤学临床研究生的临床能力、社会能力及科研能力是作为研究生导师及成员值得需要思考的问题。肿瘤学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要紧跟社会发展及学科发展，创新改革，探索符合肿瘤学特点及本地区特点的培养体系，不断深化

培养学科内涵建设，提高肿瘤学研究生教学质量及提高研究生的整体素质，只有这样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将来才会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特长，适应我国医疗发展的需要。本文从研究生的医德教育和医患沟通技巧，加强肿瘤等相关

理论学习，提高教师自身素养、培养学生优秀品质，加强在实践中贯彻循证医学理论，从而达到规范化、个体化的思维及

科学研究的思路和临床实践的有机结合，探讨适合研究生发展的方向，以培养出能胜任今后社会发展的专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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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才素质的提高，医学研究生教育应是
高等医学院校培养高级人才的主要途径，为了使肿瘤学研究生

能够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市场的需要和促进我国医疗

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重视肿瘤学研究生的全面综合培

养。培养研究生的医德、医风教育，要求研究生掌握扎实的临

床技能和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因此，高等医学院校在进行肿

瘤学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要紧跟社会发展及学科发展，创新

改革，不断探索符合肿瘤学特点及本地区特点的培养体系，不

断深化培养的内涵建设，以提高肿瘤学研究生教学质量和提高

研究生的总体素质，培养出符合现代化医院、学校、研究院所等

所需求的专业人才。

１　研究生的医德教育和沟通技巧
每位研究生应深刻理解救死扶伤的深刻含义，树立起全心

全意为患者服务的高尚情操，视病人如亲人，把病人的需求放

在首位，激发献身人类医学事业的热情。如果研究生缺乏高尚

的医德和为人类医学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他今后不可能成为

一名出色的医务工作者。所以，导师及导师组成员在研究生进

入临床的第一天起，就应该加强对研究生医疗道德的教育及对

医疗工作特殊性的认识，要指导学生在临床工作中学习和探

索。要学会与患者交流的技巧，要让研究生深刻理解：对于肿

瘤患者，这些人首先表现出的是躯体疾病，但同时肿瘤患者还

有社会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多种造成的疾病。所以，要让研

究生不但掌握医治肿瘤的本领，还要学会由肿瘤所造成的患者

的心理、社会疾病的治疗方法。所以，对肿瘤学研究生来说，临

床医疗工作是医务人员和患者相互作用的双边活动，医生和患

者交往活动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医疗工作的质和量。缺乏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８１１７３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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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患者的沟通技能，将来会直接影响医疗质量和医疗工作的正

常运行。医学与心理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各方面是相互

联系，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所以，对于肿瘤学研究生，应加

强以上各学科的信息教育，从而提高研究生的医德教育和沟通

技巧，使患者得到心理、躯体、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治疗，从而使

研究生追求卓越的高尚品德［１］。

２　加强肿瘤学相关理论的学习
肿瘤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一门依赖于很多基础性学科

的支撑，而且其基础理论、基础研究变化较其他学科发展进步

较快，由此必须加强分子生物学、分子化学、影像学、病理学、免

疫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学习。就分子生物学而言：它的每一

点变革都有可能直接影响肿瘤的诊断、治疗甚至可以预测预

后。所以作为一个肿瘤学研究生，掌握分子生物学理论知识的

多少，直接影响着他对肿瘤临床的认识及疾病发生、发展及预

后情况的了解及掌握。因此必须要求研究生熟悉掌握分子生

物学的基本知识、最新进展，分子生物学英文版要求必须掌握。

只有这样我们对恶性肿瘤的认识不仅在形态学上，而且我们要

能够将免疫学、基因诊断和形态学有机结合，更能符合肿瘤诊

断的新趋势［２］。分子靶向药物的问世，使我们更深刻认识靶向

药物的前景，但是分子靶向药物的使用是建立在分子生物学、

病理学测定的基础上。病理学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为肿瘤的

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提供了如肿瘤的大小、组织学分型及分

级、浸润程度和区域淋巴结转移及脉管浸润情况等，是指导诊

疗和判断预后的重要依据。作为一名肿瘤学老师，我们既要强

化病理学诊断的需要，还要引导学生将病理学资料和临床资料

有效地整合起来，然后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以便作出一个正确

的诊断，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治疗依据。诚然，病理生理学、人体

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及药理学等其他基础学科对临床肿瘤学也

是有重要的相辅相成作用，只有我们把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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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能掌握好，我们在诊治肿瘤疾病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才

能够胸有成竹，才能制定出符合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

３　提高教师自身素养，培养学生优秀品质
名师出高徒，由此在临床肿瘤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提高

教师自身的素养是前提条件。临床肿瘤学研究生不同于其他

专业研究生。由于肿瘤学与多种基础学科和其他临床学科相

辅相成，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系统性的知

识体系，具有严谨的科研思维。教师在不断地了解和熟悉相关

临床及基础的同时，必须熟悉该领域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及未

来学科研究发展的方向，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在不断更

新肿瘤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提升教学能力。对于肿瘤学外科

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养的目标应放在“专家”上，而不是所谓

的“开刀匠”，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制定出符合自己和学生的学习

方案，研究思路；例如：①定期汇报制度。要求每位研究生每２
周进行专题汇报，汇报内容包括该领域研究概况，自己对此领

域的认识及自己对该领域的不解之处。指导教师也应该在此

领域辛勤耕耘，和学生一起分享，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②定期指导研究生阅读综述及文献。诚然，文献最好是英
文版，刚开始指导教师最好带领导师组成员及学生研读文献，

了解此领域的研究概况及方向；③在临床上，积极解答学生所
遇到的疑惑及学生对一些特殊病例的理解，引导学生查阅文

献，结合病史及临床检验，讲述自己对该疾病及病例的诊断和

治疗，这样既能提升学生的探索知识的激情，同时也能提高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指导老师及成员对学生的言传身教

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教师定会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在指导学生的临床、科研及课题

及病例讨论时，指导教师的业务水平、语言表达能力、人格魅力

及对事业的追求精神会自然地鼓舞着、感动着、影响着学生，甚

至在学生今后的工作及生活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学

生对医学事业的追求及未来的从医境界［３－４］。

４　在实践中贯彻循证医学理论，从而达到规范化、个体化的思维
循证医学（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ＢＭ）是一种以事实为

依据、区别于经验医学的思维模式。循证医学不盲目依赖于经

验但也不排除经验，它是通过系统的、合理的实践获得临床经

验。因此在循证医疗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系统的、严谨的科学

研究和医学相关理论知识有机地结合评价患者的预后及疗

效［５］。循证医学依靠多中心、大规模、对照、随机分组的双盲研

究、前瞻性研究，正确认识和引用参考文献来获得临床经验。

总之，循证医学将患者的具体情况与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恰当

地结合起来，这种思维模式应当是当今及未来临床实践的基

础。指导教师在临床工作中应当贯彻循证医学理论作为教学

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临床工作中，指导教师要引导学生

应用循证医学思维，避免偏离实际情况，妄加推断的工作作风。

由此在研究生书写病例开始就应认真地采集病史和体格检查，

完善患者相关临床资料，依据循证医学思维，结合本专业成熟

的指南进行分析，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得出结论，最终作出符

合该患者最佳诊疗方案，这个过程即是以证据来解决临床问题

的最好教材。查阅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发布的《ＮＣＣＮ指南》
及中国抗癌协会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情况制定的中国

版的ＮＣＣＮ指南作用［６］，研究生还应了解欧洲内科肿瘤学会

（ＥＳＭＯ）、欧洲肿瘤外科学会（ＥＳＳＯ）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ＡＳ
ＣＯ）等相关权威机构发布的指南等。总之，循证医学的重要目
的是以最有效的证据排除无效的、昂贵的和危险的医疗决策，

它适应了基本医疗保险的迫切需要，更能做到规范化、个体

化［７］。

５　培养科学研究的思路和临床实践的有机结合
科学研究是研究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它不仅是促

进相关学科不断进步、发展的重要方法，同时它也是提高临床

水平的重要保证。其实科学研究不仅局限于实验等研究，还包

括临床研究。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科研思路，学会为解决临床

问题而寻求实验研究的方法具有深远意义。在临床工作中，教

师应指导学生设计科学实验来解决临床问题，这对于培养研究

生的思维方式及工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其实一个实验研究

包括从选题、查阅文献、分析课题，具体到实施到数据汇总，分

析实验数据和结果，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８］。

临床工作是科研的基础，只有在临床实践中，才能发现临

床工作中的问题，所以无论是临床能力的培养，还是科研能力

的培养，都应围绕临床这个核心来进行。总之，临床工作是科

研的基础及出发点。只有深入病房，了解患者的需求，然后在

参与临床诊治工作中才能感受到临床中存在的问题，及了解患

者的痛苦。从而激发研究生的研究灵感和激情。因此作为指

导老师，应选择具有临床及现实意义的临床课题来进行研究。

对于研究生来说，更是有吸引力及诱惑力。通过实践临床和科

研结合，同时选择这样的课题，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

临床技能，更是对他们科研能力的挖掘，是实现临床研究生培

养目标的最佳手段［９－１０］。

总之，只有了解患者需求，并了解临床诊疗的不足，具有一

定的专业知识和临床基本技能后，才能找到临床科研的方向。

另一方面，临床科研也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手段［１１］。由此，指

导教师应积极引导研究生在床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分析问

题，最后想办法来解决问题，自然形成课题，从一开始带着问题

进行研究，才可能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解决实际工作存在的问

题，从而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型临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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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临床肿瘤学教学实效性探讨
汪子书 ，吴穷，郑荣生，秦凤展

【摘　要】　随着肿瘤学领域的不断研究进展以及目前肿瘤学专科医生紧缺的社会现状，使得对肿瘤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高等医学专业院校在校生是充实临床肿瘤学专业队伍的主要人群，他们对肿瘤学知识技能的

掌握效果是其以后能否胜任临床工作的关键因素，这就对临床肿瘤学教学的实效性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目前我国临

床肿瘤学教学现状滞后于学科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临床工作的需求。高等医学专业院校可以通过让学生初步树立多学

科综合治疗观念，训练其循证医学思维，注重个体化治疗，强化临床实践，改进教学方法，利用网络技术加强学生自学能

力，提升教师素质等手段来促进临床肿瘤学教学实效性，使学生能全面、准确地认识、掌握肿瘤学的临床诊治基本原则，

了解肿瘤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及前沿信息，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医学人才，以满足现代肿瘤学发展需求。

【关键词】　临床肿瘤学；教学方法；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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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升高，现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死亡首
因［１］。目前几乎所有三级甲等医院都设置肿瘤科，急需大量受

过专业培训的医务人员加入。高等医学专业院校在校生是充

实临床肿瘤学专业队伍的主要人群，他们对肿瘤学知识技能的

掌握效果是其以后能否胜任临床工作的关键因素，这就对临床

肿瘤学教学的实效性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近年来肿瘤学领域

研究进展迅速，肿瘤相关基础和临床学科的知识不断增多及更

新，肿瘤学的诊疗技术与其他专业学科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交叉区域，这种变化给临床肿瘤学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目前我国临床肿瘤学教学现状滞后于学科的发展，已不能满足

临床工作的需求，这就要求肿瘤学专业教师不断提升自身专业

知识，潜心钻研教学方法，更新教学理念，运用新技术新手段，

改进教育方式方法，使学生能全面、准确地认识、掌握肿瘤学的

临床诊治基本原则，为其今后从事临床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１　树立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观念，训练学生循证医学思维，注
重个体化治疗

我国高等医学专业院校关于肿瘤学知识的教学大多来源

于基础要求学科的课程教育，肿瘤学知识被分散在各系统性疾

病中介绍，导致学生学得的肿瘤学知识零散、陈旧，不能反映肿

瘤防治的整体性，严重影响学生对肿瘤治疗的整体观念的认识

和理解［２］。而临床上恶性肿瘤其实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易于播

散、转移，仅靠单一治疗手段可能导致肿瘤治疗失败，因此在临

床教学中应让学生树立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的观念，淡化旧的

学科和专业的界限，纳入一些新兴及相关学科知识，如肿瘤流

基金项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２０８０８５ＭＨ１７０）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通讯作者：汪子书，电子信箱：ｗｚｓｈａｈｂｂ＠１６３．ｃｏｍ

行病学、肿瘤病因学、肿瘤病理学、肿瘤诊断学、肿瘤内科学、肿

瘤外科学、肿瘤放射治疗学、肿瘤心理学及肿瘤分子生物学

等［１］，既涵盖肿瘤学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又反映时代特色、立

足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前沿。

学生在系统学习临床肿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

中，除了强调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外，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入循

证医学观念，逐步培养学生循证医学思维。循证医学的核心就

是在医疗决策时应基于客观医学证据，在获得证据后对其进行

充分评价，然后用来指导临床实践［３－４］。具体主要包括：提出

问题、检索证据、评价证据、结合临床经验与最好证据对患者作

出处理和效果评价五个方面。经过此种系统思维训练，学生能

更全面地掌握肿瘤学的专业知识，对肿瘤学有一个较为完整的

系统性认识。在临床肿瘤学教学中强调应用循证医学观念为

肿瘤患者提供合理、规范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同时，还应注重

肿瘤治疗的个体化，即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特征而拟定的综合

治疗模式，从而体现了同病异治、以人为本的治疗原则，以提高

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我国高等医学专业院校关于肿

瘤学知识的教学大多来源于基础要求学科的课程教育，肿瘤学

知识被分散在各系统性疾病中介绍，导致学生学得的肿瘤学知

识零散、陈旧，不能反映肿瘤防治的整体性，严重影响学生对肿

瘤治疗的整体观念的认识和理解［２］。而临床上恶性肿瘤其实

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易于播散、转移，仅靠单一治疗手段可能导

致肿瘤治疗失败，因此在临床教学中应让学生树立肿瘤多学科

综合治疗的观念，淡化旧的学科和专业的界限，纳入一些新兴

及相关学科知识，如肿瘤流行病学、肿瘤病因学、肿瘤病理学、

肿瘤诊断学、肿瘤内科学、肿瘤外科学、肿瘤放射治疗学、肿瘤

心理学及肿瘤分子生物学等［１］，既涵盖肿瘤学基础理论、基础

知识，又反映时代特色、立足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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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系统学习临床肿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

中，除了强调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外，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入循

证医学观念，逐步培养学生循证医学思维。循证医学的核心就

是在医疗决策时应基于客观医学证据，在获得证据后对其进行

充分评价，然后用来指导临床实践［３－４］。具体主要包括：提出

问题、检索证据、评价证据、结合临床经验与最好证据对患者作

出处理和效果评价五个方面。经过此种系统思维训练，学生能

更全面地掌握肿瘤学的专业知识，对肿瘤学有一个较为完整的

系统性认识。在临床肿瘤学教学中强调应用循证医学观念为

肿瘤患者提供合理、规范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同时，还应注重

肿瘤治疗的个体化，即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特征而拟定的综合

治疗模式，从而体现了同病异治、以人为本的治疗原则，以提高

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１］。

２　以实践教学为核心，实现教学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
临床肿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单纯的理论讲解不

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难以迁移至临床实践中。医

生的思维能力是在临床实践中随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逐步

积累而形成，因而在教学中为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教师应

以实践教学为核心，将书本知识和临床病例相结合，巧妙地转

化至学生易于接受的情境之中，以多种教学形式和方法辅助教

学内容的传达。

２．１　案例教学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案例教学法日趋规
范，对我国高校教学的改革和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培

养提高学生的理解及实际操作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５］。

案例教学主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重难点，以及准备让学生掌握的

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选择合适的案例，启发学生自觉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临床肿瘤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有助

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

能力，提高学生自学能力，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养较强的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达到以学为主、学以致用

的教学目的。此外，借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临床中大量完

整的病例资料形成临床肿瘤学案例库，对于丰富教学资源、积

累教学经验具有不可估量的益处。

２．２　代理老师授课　如今大学生具有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网络技术为其获取信息提供了便捷易行的通道。很多书本上

的知识点，学生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完全可以领会。鉴于此种

情况，教师可以放手将部分授课内容进行划分，分配给各学生

组，让学生组对分配到的教学内容进行集体备课、研讨，相关重

难点可以通过上网、访谈、调查、求助等方式解决，最后选派组

员代表以代理老师的身份进行全班授课。这种方式在从被动

的学向主动的教转化过程中，内化了学科知识，激发了学习热

情，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优良品质。

２．３　ＰＢＬ教学法　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教学是
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的教学方法。它

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思想及模式，在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训

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以及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等方面有着传统教学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６］。该教学模

式加强了各学科间知识的联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基础知

识与专业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利于减少知

识的遗忘，提高了学习效率。ＰＢＬ教学模式在基础课中引入临
床内容，要求学生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临床问题，让学生提前

接触临床，对于早期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综合应用知识及科学思维

的能力。当然ＰＢＬ教学的开展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课时
要很充裕，教师要有较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能把握病例中涵

盖的各方面知识，因而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用该教学

法。

２．４　引入ＳＰ的临床场景教学　临床肿瘤学很多知识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的理解和掌握。临床场景教学模式具有再现医疗

环境而无医疗风险的突出优点，实施过程中选取具有典型临床

表现的病例应用到事先设置好的教学场景中，结合具体病例有

针对性地讲解疾病的特点，再现临床操作要领，调动学生的主

动思维能力。鉴于可能涉及肿瘤患者个人隐私及个人意愿等

问题，教师可以在场景中纳入标准化患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Ｐ）来替代典型病例进行讲解和示教。它是指经过标准化、系
统化培训后，能准确表现患者的实际临床问题的健康人。作为

模拟教学的一种方式，ＳＰ可以评估医生操作技能，发挥扮演患
者、充当评估者和教学指导者的作用［７］。在临床场景教学中纳

入ＳＰ有助于提高医学生临床技能操作能力，给学生以理论和
实践相衔接的机会，为学生进入医生角色从心态上奠定坚实的

基础。相对传统大课授课，临床场景教学使教学富有启发性，

课堂氛围活跃，学生参与教学程度高，教学互动广泛，学生在积

极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中，其临床思维习惯得到培养，实践能

力大大增强［８］。

３　借助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提升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

教学中教师借助自制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将大量的知识点

以图片、动画、表格等形式加以系统展示，教学内容得以精美

化、精炼化，脱离传统教学板书的单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课件还便于学生拷贝交流，可供重复学习，教师节约下的

板书时间可以针对疾病的临床表现及诊断重难点进行详细的

分析和阐述，使学生可以集中精力听讲，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和

理解讲授的内容［９］。

现今的大学生熟知网络技术，具备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

教师可以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进行自

学，弥补书本知识和教学时间的不足。比如通过互联网获取肿

瘤治疗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等；通过网络检索查询功能把

疾病诊疗的纵向和横向联系起来，开拓学生的思路，增长学生

的见识；借助电子信箱等与病患保持长期联系，既完善了人道

主义的医患关系，又方便了科研素材的获取和收集；利用网络

论坛等技术参与或发起肿瘤治疗大讨论，进行区域性会诊等，

教师要指导学生利用网络尽可能广的占有可用资源进行自主

学习，形成自助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习惯。

４　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是教学实效性的根本保障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教学质

量的保证。临床肿瘤学教学涵盖多学科、多领域，教学难度大，

教师要在归纳总结各相关学科知识的同时，将各学科内容有机

结合起来。但现实是相当一部分肿瘤科医师基础差，好多是半

路出家，无法胜任规范教学的岗位需求，因此强化肿瘤学科授

课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势在必行。临床肿瘤学教师必须不断学

习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掌握学科发展动态，完

善知识结构，尤其是夯实基础知识的储备，做到融会贯通。在

提高业务水平的同时，要兼具科研意识，懂得知识创新，要善于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好理解、易传授的教学内容。强化教书育人

的责任意识，认真对待每一节课，改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

力，积极开动脑筋改良教学实践，常反思、善钻研，早日形成自

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将医术医德传授给学

生［１０］。

综上所述，临床肿瘤学是一门综合性强，紧密联系实践的

学科，其相关诊疗技术发展速度快，相关知识更新迅速，教师在

临床肿瘤学教学工作中需要深入摸索探究，寻求合理科学的教

学方法，通过提高临床肿瘤学教学实效性，使学生能全面、准确

地认识、掌握肿瘤学的临床诊治基本原则，了解肿瘤学领域的

最新进展及前沿信息，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 （下转第１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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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ＰＢＬ教学模式在骨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吴敏，王照东，肖玉周

【摘　要】　目的　分析探索ＰＢＬ教学模式在骨科临床实习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及意义。方法　将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在
蚌医附院骨科实习的７２名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学生随机分为两组 ＰＢＬ教学组和 ＬＢＬ教学组，分别针对两组进行
骨科实习教学，教学课程结束后进行考核，通过比较学生考试成绩来评价教学效果，并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来分别评估两

组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接受程度。结果　ＰＢＬ试验组理论成绩明显优于ＬＢＬ组，ＰＢＬ教学模式更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求知欲望，有助于培养及提高实习学生自主思考和临床反应能力、创新思维意识。结论　ＰＢＬ相较于传统教学模
式，有突出的优越性，受到学生的普遍接受，值得推广和应用。ＰＢＬ教学模式是传统灌输法教学模式的补充，二者相辅相
成，适合当前医学教学现状。

【关键词】　ＰＢＬ；教学模式；骨科；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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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教学是医学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教学的桥梁，是医学
生培养的关键环节，其主要任务是把医学生所学习的基础理论

知识应用到临床实践，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骨科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解剖学、病理学、生物力学和外科

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其内容较多且抽象具体、专业性较强，学生

在有限的学时内难以真正理解掌握，融会贯通。传统的以授课

为基础的（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ＢＬ）教学模式的弊端日益彰
显，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将医学基本理论与

临床实践相互结合、印证是每一个临床带教老师面临的重要课

题。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法是以患者的疾病问题
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已

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医学教育［１］。本文就 ＰＢＬ教学法在骨科临
床教育中的应用做一探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蚌埠医学院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在我院骨科
实习的７２名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学生，其中男生４８人，
女生２４人，年龄２１～２４岁，平均（２２．２±１．０）岁，所有学生均
未接受过 ＰＢＬ教学。７２名实习生分为六批进入骨科临床实
习，每批１２人，分为传统教学组和ＰＢＬ组，每小组６人。
１２　教学内容及研究方法
１２１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为骨科常见疾病，每次授课针对
一组病理相近的疾病，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疾病［２］。例如，腰椎

退变性疾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等；

髋部骨折：股骨颈骨折、股骨转子间骨折、髋关节脱位等。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项目（ｋｊ２０１１２２４６）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蚌埠

医学院外科学教研室

通讯作者：吴敏，电子信箱：ｗｕｍｉｎ２００２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２　研究方法　①ＬＢＬ教学组：采用传统的灌注式方法教
学。即由教师以传统的教学方式讲解骨科生理解剖、骨科疾病

的症状与体征、常规体格检查及基础操作知识；查房过程中带

领学生观察病人，由带教老师分析该病的发生机制、病理演变

及诊断、鉴别诊断，最后提出治疗意见。②ＰＢＬ教学组：成立
ＰＢＬ学习小组，由教授或高年资讲师担任授课导师，课程安排
为每周２次，每次３～４个学时。具体操作如下：课前，由带教
老师选择骨科常见的典型病例，学生自行去床边咨询病史、进

行全身体格检查和专科检查，让学生在询问病史的过程对该病

有初步了解，引导其去查阅相关书籍；然后授课老师制订教学

计划，根据相关疾病编写２～３例教学病例，病例中应包含大量
Ｘ线、ＣＴ、ＭＲＩ等影像学资料。针对病例编写一些对学生以后
临床工作实用性强的问题，引导学生进入诊疗情景，发散同学

思维，了解他们对该疾病的多种诊断假设。授课过程中，针对

ＰＢＬ教学病例和病房患者，主要由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回答相
关问题，分别作出诊断和鉴别诊断，并提出下一步的检查及治

疗方案，估计预后可能。过程中，导师只起导向作用，并不参与

讨论分析。最后，有学生代表做出总结病例的重难点，授课老

师进行补充修正，并介绍疾病相关新治疗技术的发展。

１３　考核评价方法　教研室组织对学生逐一教学考核，分为
专业知识考试和临床基本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专业知识考

试：满分１００分，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临床基本操作技能考
核：满分５０分，主要是考察的是学生临床动手能力。考试内容
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骨科常见疾病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病

史采集、影像学资料简单分析、体格检查、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

断、选择治疗方案等。考试结束后就 ＰＢＬ这一教学模式的应
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咨询学生的意见、看法，进而加强改

正。

·９２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析，考
试成绩以（ｘ±ｓ）描述，采用ｔ检验比较，检验水准为以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考试成绩比较　ＰＢＬ教学组学生的专业知识笔试成绩和
临床技能成绩均高于 ＬＢＬ教学组，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ｘ±ｓ）

组别 ｎ 专业知识考试成绩 临床技能考核成绩

ＰＢＬ组 ３６ ８７．４±３．８ ４４．１±２．１
ＬＢＬ组 ３６ ８５．３±３．４ ３８．８±２．４
ｔ值 ２．４５ ９．９４
Ｐ值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２２　问卷调查结果反馈　９０．３％的学生认为ＰＢＬ教学方式能
引导其发散思维，培养其科学的推理思考能力；有９４．４％的学
生认为ＰＢＬ教学模式加强了其分析解决骨科疾病的能力；重点
突出这一方面得到了８３．３％的学生的认同；因此，１００％的学生
认为实习期间应该继续采用ＰＢＬ教学模式。此外，部分学生提
出了改进意见，希望进一步参与到治疗中得到实践机会等；

８８．９％的学生承认值班过程中查阅资料准备。教学考核结果
显示，由于学生是兴趣学习，并与带教老师的交流加强，对所学

知识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印象深刻，掌握牢固。在出科考试中，

理论基础考试成绩较往年无明显差异，但其中临床病例分析部

分的成绩均有显著提高。

３　讨论
３１　医学教育实施ＰＢＬ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ＰＢＬ教学模式是
我国传统教学体制的突破性变革，从本质上改变了一贯的灌输

式教学方法。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是以教师课堂上讲解的基

础知识为主，并结合着相匹配的严格考试制度学生被迫性学

习，无形中鼓励了学生的死记硬背，间接制约了医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发挥，造就了高分低能的尴尬。为促使医学教育适应中

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在本科医学生骨科

临床教学中实行ＰＢＬ模式教学，以病例为导引，教师把学习内
容设计安排在问题之中，学生通过资料查阅、讨论研究，提出问

题解决的方法并对骨科疾病的发病机理等现象作出阐述。教

学中，教师的角色由教科书的搬运工转变成为知识的设计者、

策划者、组织者和构建者。完全体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

体这一教学理念［３］。

３２　骨科实施ＰＢＬ教学模式的优越性　ＰＢＬ模式教学的关键
在于设计，强烈的问题意识，加强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动

力，更好地培养了师生的创新能力［４］。该教学模式运用问题和

临床病例为导向，通过病例分析，让学生去发现问题，从而激发

其探究原因与解决问题的兴趣，在寻找本质的过程中掌握知

识、得到提高。这种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大大增加了学生

与患者的沟通交流，在过程中锻炼自身素质，更快更好的适应

由学生向医生角色转换这一过程，为以后的临床工作打下坚实

的基础［５］。再者，在教学中同学之间的讨论，与老师的交流会

让学生身临其境的体会到团队作用的巨大，协作努力的重要

性。最后，ＰＢＬ教学方法的实施是对传统灌输式教育的严峻挑
战。ＰＢＬ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医学生的素质，有利于医学院校
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医学的整体水平［６］。但骨科实施

ＰＢＬ教学刚刚起步，如何提高问题设计的质量、怎样提高教师
的素质、对问题讨论深入等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３３　实施ＰＢＬ模式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ＰＢＬ教学模式对带
教老师有的要求更高。骨科带教老师具备着双重身份：外科医

生和医学老师，这就要求其掌握精湛外科技术的同时，又要具

备高超的授课技巧。ＰＢＬ教学老师作为一个学习引导者，应该
把学生学习掌握知识、形成独自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看作是在

实践教学中自然生成的［７］。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带教老

师要把重点放在通过临床实践活动来促进学生学习掌握医学

知识的能力，并非仅仅是医学知识的灌输；其次，优秀的带教老

师通常更多的是引导，而不是长篇累牍的讲解，让学生在寻找

答案的过程中探索［８］。这就要求授课老师做到以下几个条件：

①课前做足充分的备课，才能更好地掌控教学的节奏，才能让
学生更加容易吸收并顺利解决问题；②教学中更多地结合临
床、手术及外科的特点，因势利导，这样才能收获更好的学习效

果。ＰＢＬ病例及相关问题的设计水平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这
就需要我们的带教老师全方面的考虑设计出高水平的例案。

Ｍａｊｏｏｒ等学者提出了ＰＢＬ问题设计和构建标准：与学生现阶段
掌握的知识水平匹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适用于应用分

析过程；问题能把学生定位于带教老师的预期目标上［９］。由此

可见，问题的设计最关键的是要有利于促进学生思考、分析和

推理，自主学习和利用先前的基础理论知识［１０］。再者，ＰＢＬ模
式教的学特点决定其不能兼顾全面性和系统性，其优势是立足

于临床教学的重难点上面；相比于常规教学模式，学生将在预

习准备过程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对于部分资料收集和资料收集

能力相对较差的同学来说，适应一定的时间来慢慢适应这一教

学模式；ＰＢＬ教学在提高基础理论知识方面的优势不明显，但
是临床医学生教育决不能再陷入高分低能的怪圈。

总之，ＰＢＬ教学模式是从教育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是由授
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转变，有利于增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望、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培养医学分析方法、创新思维意识以

及刻苦钻研品质，进而大大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１１］。

笔者认为ＰＢＬ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有突出的优越性，值得推
广和应用。ＰＢＬ教学模式是传统灌输法教学模式的良好补充，
二者的有机结合，将会使骨科的临床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效果

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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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谈全科医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
李晓南，叶坤妃

【摘　要】　全科医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包括专业技能和人文精神。全科医疗是实现现代医学模式的最佳基层医疗
模式。我国全科医生的先天不足，导致全科医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缺失。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掌握对于全科医生来

说尤为重要。现代医学模式中的人文科学属性提示，医学精神是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一体的精神。医学的内在道

德原则要求医学具备人文精神和人文内容。人文和科学技术是医学的两个必然的基本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全科医生临

床实践来诠释医学的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的两个领域是心理学研究范畴的情感领域和认知领域，

在与患者的情感互动中，全科医生的共情使这门富有人文关怀与人性温暖的科学才真正体现出人性的光辉。从而，阐述

了培养和提升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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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你如何问诊？还需要了解哪些情况
（过去史、社会史、医疗保障情况）；患者可能会告诉你什么情

况？如何与他建立信任关系？病人会如何倾述他内心的焦虑？

针对这些症点下一步要做哪些检查和辅助检查？为了解决他

目前的困扰，你应该询问一些什么问题以了解患者目前面临的

各种压力、精神状态、饮食、睡眠情况，以及子女关系情况，丧偶

后的生活状态，是否有异性朋友。你能帮他解决哪些问题？哪

些医疗问题需要转大医院诊治，后续部分你应如何继续做？牵

涉到的哪些社会问题你可以辅助他解决？你将会给他哪些医

疗建议和生活建议？一名优秀的全科医生，应该具备哪些素

质？“人文医学执业技能”（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ｓ）是国际医
学界对执业医师的一种基本要求。它包括科学的价值观、职业

化服务态度以及心理适应能力、医疗管理与团队合作能力

等［１］。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掌握对于以提供全面全程全方位

医疗服务的全科医生来说尤为重要。

１　全科医生
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和 ＷＯＮＣＡ（世界家庭医生组织）认

为，全科医疗是实现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的最佳基层医疗模式。全科医生作为全科医疗服务主要承

担者，其主要任务是以社区为范畴，家庭为单位，人的健康为中

心，作为新型医学科学的二级学科，综合了生物医学、行为科学

和社会科学，为人们提供主动性、连续性、综合性、可及性、个体

性、人性化的健康医疗服务。所以，全科医生应具备更高要求

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

１．１　国内全科医学发展状况　现阶段，我国全科医生的培养
起步于医学院校的规范教育，但大部分是毕业后教育、岗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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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学历教育等继续教育几种模式。存在诸多的较深层次的问

题，例如缺乏科学系统的教程与基地，师资队伍缺乏且水平参

差不齐；缺乏足够的经费投入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后续支持导

致可持续发展不够等等［２］。全科医生的技能水平可见一斑。

１．２　全科医生的人文缺失　无论是美国的全科教学，还是中
国的全科教育，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内容、培训课时都

难寻到蛛丝痕迹。

鲍德国等［３］在“浅谈全科医生的基本素养”中，只字未提全

科医生的人文素养问题。“关于浙江省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实

践的思考”［４］更是不见人文精神踪迹。当然，这一状况正在改

观，积极发展全科医学教育，培养全科医师，已经成为医学教育

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高等医学院校的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

务［５］。

张金钟在《医学模式转变在时间上为何滞后》一文中提到：

尽管人们已普遍接受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理论，如何
在实践中落实心理、社会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原则，却一直

是医学实践的“盲点”。医学的基本目标仍然被设定为找到疾

病发生的物质原因和治疗疾病的物质手段，疾病发生的社会、

心理原因和治疗疾病的社会、心理方法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

实践。

２　医学的人文精神
２．１　医学的人文与科学属性　医学是一项社会事业，是伴随
着人的活动而起源并发展起来的，追求人的幸福是它固有的内

在道德原则。医学的内在道德原则要求医学具备人文精神和

人文内容。人文和科学技术是医学的两个必然的基本组成部

分。医学人文的缺少和流失使当今医学成了“半吊子”［６］。

现代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根本意义在于对医

学的基本理念的反思，对医学框架体系的反思，对医疗目的、原

则、方式的反思。这一反思既是现代医学的进步，更是对医疗

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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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７］。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显示，医学精神是融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为一体的精神。

２．２　医学人文精神在全科临床实践中诠释　医学人文精神的
内在价值的两个领域是心理学研究范畴的情感领域和认知领

域［７］。

２．２．１　医学人文精神的情感领域　随着人们对医疗需求的变
化，医疗技术的渗透，越来越多的医疗过程需要情感的体现与

参与。只有拥有健康情感的人，才能胜任涉及多个领域的医学

工作。

例如，一位刘教授的“高血压病”、“偏头痛”、“慢阻肺”都

是慢性病，基础病多而杂，需要长期、定期到医院看病、取药。

年龄渐长，已彻底退休在家，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日益下降，暂

时身旁无亲人，老伴去世后曾与６０岁异性有过半年接触，因经
济、健康等问题分开后一直独居，每周与国外孩子联系一次。

遇医疗问题或急诊都需要全科医生（家庭医生）随时接受电话

咨询或到家上门医疗。

而一个情感淡漠的全科医生是无法胜任这些工作的。在

以后的整个医疗保健过程中，会遇到在非正常上班时，刘教授

的求诊电话来了。这时，作为全科医生的你可能正在家里正处

理自己的家事、可能在外面和朋友聚会……，但无论如何，你必

须停下所有的事，也许你只需要片言支语安慰一下对方，也可

能得解释１～２ｈ，也可能必须到家里进行上门会诊。
社区中有各种病例的居民，如中风后偏瘫长期卧床的、长

期留置鼻饲管的、脑痴呆的、脑瘫的、精神疾病类以及临终关怀

类的。由于长期疾病，他们的躯体健康、精神健康、日常活动能

力、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源都属社会弱势的群体。有着健康情感

的全科医生，在接触各种病例时，都需要建立对情感的自我体

察能力。正如洪鸿在《医学人文精神的心理学意义及其实践途

径》中提到：只有当医生能够感受自己的情绪情感，接纳自己的

正性情感，抚慰自己的负性情绪时，才能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健

康人在为他人医治。正是这样建有对自我情感的体验基础，才

可能追求充分体现医学人文精神的求真与至善。

每个病人、每种疾病的发生都有着它特有的生物、心理、社

会等诸多因素，全科医生不能都亲自经历，但必须体察到这种

感受，到达深层次的共情能力。如上文，刘教授有基础疾病，近

日突发呼吸困难，是心脏问题、肺部问题还是有其他问题？其

妻死于肺癌，妻子死前的痛苦与无奈一直萦绕脑海，压迫着他。

一个孤独老人，没有人分担他的疑问、郁闷和焦虑，本次的呼吸

困难，通过简单的“肺功能”、“气道反应性测定”即可明确，２４
小时心电、血压监测和肺部胸片检查排除心脏、肺部其他疾患。

在面对教授的情感表露时，全科医生必须对他抱有真诚的同情

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这样才能从繁复、高压力下的全科医疗工

作中，充分展示他医学人文精神中的宽容、理解、尊重、同情、自

主等原则。而全科医生的语言、全科医生的帮助，刘教授会接

纳并欣然接受吗？他会一直充满希望地信任全科医生吗？在

与患者的情感互动中，这门富有人文关怀与人性温暖的科学才

真正体现出人性的光辉。这需要全科医生在整个教育和工作

历程中，自觉进行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努力，使自己逐渐成为

丰富多彩、充满激情、有着丰富情感并能体察并与患者情感互

动的人。

２．２．２　医学人文精神的认知领域　刘教授是位文科博导，对

科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与见地，具有浓郁的学术精神。作为一名

全科医生，是通过理科培养建立起来的医学概念和思维方式，

我们的医疗行为和医疗决策对他会产生什么样作用与影响？

为他以后的治疗与保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全科医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文化知识、医疗技能的掌握与

运用，通过对患者病例或问题的关注、思考与理解程度来展现，

更多手段的解决策略和语言运用，都会因为他的医疗行为中带

着生动、丰富的个人色彩体现出差异，这种差异使其医疗过程

变得迷人而心生敬仰。全科医生的语言和行为也会促使患者

认知能力提升，使他们增强合理的医疗思维，并影响他们理解

和贯彻“知情同意”的临床实施。双方彼此互相促进去思考和

理解各自的角色与行为，使得医疗过程能顺利完成。这种互动

性的思考与理解，在认知领域中体现出的医学人文精神会使全

科医生的行为更加规范、理性，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专业和个人

问题时更具有丰富的手段与策略。

深厚的人文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必是道德之花。在接待处

理刘教授的病例中，可能会有“我如此对他，他是否有利用价

值？”、“我们在平等利益交易。”、“这是职责所系，按惯例行

使！”、“这是职责所系，混口饭吃”？等想法。然而人文知识的

传授是医德内涵的丰富，是医生医德的加强，而人文精神在个

体认知领域中的渗透，则对医德行为的产生有着最直接的指导

作用。人文精神以人的价值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８］。

全科医生作为医疗行业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不仅担负着

全民基本的公共卫生、医疗，更肩负者国家、政府在医疗行业政

策具体实施的使命。发展全科医学教育，培养全科医生有关的

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是卫生改革的需要［９］。在全科的医疗的

实践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浑然天成，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

面。加强职业技术能力培养是核心［１０］。全科医生努力工作，

提升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既是科学精神，又是人文精神的具体实

践，这种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科学精神是充满人文关怀

的精神，是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的具体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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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会阴侧切分娩产妇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措施
陈丽君，沈艳萍，陈丽贞

【摘　要】　目的　探讨引起会阴侧切分娩产妇感染的相关因素及护理措施。方法　将３４５例进行会阴侧切分娩的产
妇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妊娠合并症、产房消毒、分娩方式、产道裂伤、分娩产程时间、生殖道炎症及阴道检查频率等相关

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影响会阴侧切伤口感染原因及护理措施。结果　妊娠合并症、产房消毒不充足能明显增加会阴
侧切伤口感染机率（Ｐ＜０．０１），助产较自然分娩明显增加了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率（Ｐ＜０．０１），由于胎儿巨大后手术器械
造成的产道裂伤也显著增加了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率（Ｐ＜０．０１），分娩产程过长、生殖道炎症及阴道检查频率过多等因素
也显著增加了伤口感染率，与相应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要降低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率，
就必须对感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加强护理干预很重要。

【关键词】　会阴侧切；感染；因素分析；护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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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阴侧切术是对产妇接生时最常用的手术方式，可以有效
缩短第二产程，避免产妇会阴裂伤、减少新生儿窒息、降低围产

儿死亡率［１］。由于会阴侧切手术部位距离肛门比较接近，加之

术后处理和产妇自身合并其他疾病等多方面原因，可能增加会

阴侧切伤口的感染几率。因此，为有效降低会阴侧切伤口的感

染几率，更好地保证产妇健康，我们需要明确伤口感染的相关

因素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本研究主要探讨引起会阴

侧切伤口感染的相关因素及有效的护理措施。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年间在
我院妇产科进行会阴侧切术的产妇３４５例，产妇年龄为２０～３５
岁，平均年龄为２４．７岁；孕周２２～３６周，平均孕周为３２．６周。
其中阴道正常分娩１９１例，产钳助产分娩８９例，臀位助产分娩
６５例。对以上产妇病例进行研究，分析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相
关因素及相应的护理措施。

１２　研究方法　对３４５例产妇妊娠期合并症、产房消毒、分娩
方式、产道裂伤对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还

对其他影响因素，如分娩产程时间长短、产妇是否患有生殖道

炎症、阴道检查频率等相关因素进行分组考察。各组产妇如年

龄、孕周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感染的诊断依据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２］。

将３４５例进行会阴侧切手术进行分娩的产妇，按妊娠期是
否合并其他疾病分成合并症组（１４５例）和正常对照组（２００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５０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妇产科（陈丽君，沈艳萍）；
浙江省路桥中医院综合办公室（陈丽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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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合并症主要包括贫血、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并对两组

感染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产前检查　定期产前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妊娠合并症
及生殖道炎症等及时给予控制和治疗。

１３２　产房消毒　产房每日通风消毒，助产工具彻底杀菌，定
期进行产房环境的细菌数量监控［３－４］。

１３３　分娩后护理　保持伤口处的洁净，有感染发生时，采用
相应的药剂及时消毒处理。切忌用力扩张会阴导致伤口迸裂。

每日对伤口处的愈合状况进行观察，伤口一旦出现红肿、热痛

等时应及时处理，避免感染恶化［５－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分析软件对各研究组
患者中出现会阴侧切伤口感染例数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产妇妊娠期合并症对感染的影响　妊娠期合并其他疾病
的产妇，进行会阴侧切手术分娩后，手术伤口感染率为

２２．０７％，高于无妊娠期合并症的正常产妇（４．５０％），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２　产房消毒对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影响　从３４５例进行会
阴侧切分娩的产妇患者中随机抽取１８６例，对产房消毒因素进
行对比研究，其中产房消毒后进行会阴侧切分娩的产妇 １１７
例，未进行产房消毒进行会阴侧切分娩的产妇６９例，该６９例
产妇大多数为急诊分娩的患者。产房未消毒而进行会阴侧切

分娩的产妇患者，伤口感染发生率为１７．３９％，远高于在产房消
毒后进行会阴侧切的产妇（２．５６％），Ｐ＜０．０１。由于急诊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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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情况特殊，可能会造成急救条件的相应变化，导致进行会

阴侧切分娩后伤口出现感染。

２３　分娩方式对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影响　分娩方式的不
同，也会造成感染情况的不同。将３４５例进行会阴侧切分娩的
产妇患者，按分娩方式进行分组，比较助产与自然分娩对会阴

侧切伤口感染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分娩方式对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影响比较结果

组别　　 ｎ
感染情况（例）

未感染 感染
感染率（％） χ２值 Ｐ值

自然分娩 １９１ １８７ ４ ２．０９
臀位助产 ８９ ８０ ９ １０．１１ ８．８１６ ０．００５
产钳助产 ６５ ５７ ８ １２．３１ １１．３２３ ０．００２
合计　　 ３４５ ３２４ ２１

２４　产道裂伤对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影响　在分娩过程中，
由于胎儿巨大或者使用辅助工具均有可能对产妇产道造成裂

伤。在３４５例会阴侧切分娩的产妇中，出现产道裂伤的产妇患
者共计１０１例，将其与无产道裂伤的产妇进行比较后发现，有
产道裂伤的产妇出现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几率较高，感染率为

１３．４８％，明显高于无产道裂伤的产妇患者（４．１０％），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５　其他因素对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影响　从３４５例行会阴
侧切分娩的产妇中随机抽取１５０例，分别按分娩产程时间、产
妇是否患有生殖道炎症、阴道检查频率等相关因素进行分组，

并与正常组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结果见表２。
表２　其他因素对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影响结果

组别 ｎ
感染情况（例）

未感染 感染
感染率（％） χ２值 Ｐ值

正常组 ８８ ８６ ２ ２．２７
分娩产程（≥８ｈ） ２１ １５ ６ ２８．５７ １７．２４２ ０．００１
生殖道炎症 １８ １１ ７ ３８．８９ ２５．７８７ ＜０．０１
阴道检查频率（≥３次） ２３ １６ ７ ３０．４３ １９．４１０ ＜０．０１
合计 １５０ １２８ ２２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并妊娠并发症，于分娩高峰期或急诊
在医院产房分娩，采用臂位助产或产钳助产，有产道裂伤，分娩

产程时间较长，有生殖道炎症，阴道检查过于频繁等因素均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会阴侧切分娩产妇的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产妇妊娠期合并症，会造成自身免疫能力
降低和血液供给能力减弱，使得身体外伤的愈合能力严重下

降，容易产生感染。产房消毒不充足，助产分娩由于助产工具

消毒灭菌不彻底也容易增加伤口感染率［６］。产妇产道撕裂也

会增加伤口的感染几率，产道裂伤程度越严重，出现伤口感染

的几率就越大［７］。引起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还有许多其他因

素，如分娩产程过长、阴道检查频率过多及产妇生殖道炎症等

也会增加会阴侧切伤口的感染［８］。

根据引起会阴侧切分娩感染的相关因素，产妇应加强产前

的保健工作，尽早检查身体状况，对检查发现的妊娠合并症及

生殖道炎症等应及时给予控制和治疗．尽可能降低会阴侧切分
娩伤口的感染几率。产妇分娩后，尽可能保持伤口处洁净，每

天清洗外阴，勤换卫生巾，避免血液、汗液浸渍造成的伤口感

染，采用相应药剂进行消毒处理。当产妇便秘时，切忌过度用

力，导致会阴伤口迸裂，可适当选用开塞露等药物进行润滑，产

妇拆线后应尽量避免下蹲。每日定期对伤口的愈合状况进行

观察，当产妇出现红肿、热痛的情况时，应当及时进行处理，避

免恶化。产后产妇常发生多汗与恶露，此时应严密注意生理卫

生，当伤口红肿化脓时吗，应适当服用抗生素，可采用清热解毒

的重要煎液进行伤口清洗。注意加强产妇的机体免疫力，增强

营养的补充［９］。产房要及时清理和消毒，助产工具应彻底杀

菌。同时，提高医护人员素质，加强医护人员无菌操作意识，术

后医护人员应加强对产妇的临床观察，及时发现病情［１０］。总

之，对于明确引起会阴侧切分娩产妇伤口感染的影响因素针对

性地实施护理措施，是减少和避免会阴侧切伤口感染的重要手

段，能有效降低感染的发生，应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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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护理
李艳，王芳，徐春兴，张汝芝

【摘　要】　目的　探讨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尿道尖锐湿疣的护理要点。方法　４２例尿道尖锐湿
疣患者，ＣＯ２激光术去除局部皮损后外用盐酸氨基酮戊酸散剂外敷，光动力治疗仪准确照射病变部位，并积极进行术前、
术中和术后的健康教育、心理护理及皮损局部的护理。结果　末次治疗后１周，４２例尿道尖锐湿疣患者疣体清除率为
９５．２３％，术后随访１２周，复发率为７．１４％，治疗中不良反应轻微，治疗后无一例出现瘢痕和尿道狭窄。结论　ＡＬＡＰＤＴ
联合ＣＯ２激光疗法治疗尿道尖锐湿疣安全、有效、复发率低，良好的护理措施能保证和提高其疗效，减少不良反应发生
率。

【关键词】　尖锐湿疣；尿道；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ＣＯ２激光；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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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所致，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尿道ＣＡ由于与皮
肤组织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致临床上常采用的ＣＯ２激光仅
能去除肉眼所见疣体，对处于亚临床感染及潜伏感染的病灶无

作用，且复发率高，易致尿道狭窄。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

法（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ＬＡＰＤＴ）操作
简单，能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和增生细胞的作用，复发率低，有

望成为尿道ＣＡ的首选疗法［１－２］，而恰当的护理对进一步提高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尿道 ＣＡ的临床疗效极为重要［３］。２０１０年 １
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科利用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４２
例尿道Ｃ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４２例接受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的尿道ＣＡ患者均来
源于我科性病门诊。所有病例经过临床诊断，醋酸白试验初筛

及组织病理或ＰＣＲ检测皮损ＨＰＶＤＮＡ而确诊，并排除合并淋
病、宫颈炎、非淋菌性尿道炎、梅毒、ＨＩＶ感染等性传播疾病以
及龟头炎、阴道炎等其他炎症性疾病，无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全

身应用糖皮质激素史。４２例患者中，男性２８例，女性１４例；年
龄２２～５６岁，平均３４．０２岁；病程１～１８个月，平均３．６个月。
尿道内疣体位置均位于尿道外口至舟状窝之间，疣体直径为

０．１～１．０ｃｍ。２３例患者曾经接受ＣＯ２激光和／或冷冻治疗。
１２　仪器与方法
１２１　仪器与材料　外用盐酸氨基酮戊酸散剂为上海复旦张
江生物医药公司产品（规格：１１８ｍｇ／支，治疗前配制成 ２０％
ＡＬＡ溶液）；ＬＪＬ２５Ｃ型 ＣＯ２激光治疗仪购自上海激光技术研
究所；ＦＤ４００Ｂ型光动力治疗仪购自武汉凌云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配有特制激光探头、柱状光纤和一次性塑料套管。

作者单位：２１３００３江苏省常州市，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常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皮肤科

通讯作者：张汝芝，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ｒｕｚｈｉ６２８＠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２　治疗方法　激光治疗：０．１％苯扎溴铵溶液清洗尿道口
及周围皮肤黏膜，皮损基底部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先予以

小功率（１Ｊ，该仪器的最小工作剂量）ＣＯ２激光将疣体顶端气
化，保留稍突出皮面的疣体残端。ＡＬＡ溶液局部湿敷：脱脂棉
球覆盖皮损区，将新鲜配制的２０％ＡＬＡ溶液滴于棉球或浸有
２０％ＡＬＡ溶液的棉拭子插入尿道内，保鲜膜封包，防止敷药过
程中药品的挥发。ＰＤＴ治疗：３ｈ后用６３５ｎｍ半导体激光器照
射，将柱状光纤从套管后端开口处插入至封闭端，再将一次性

套管封闭端轻轻插入尿道内约２ｃｍ处，并用胶布固定后进行
照射，照射能量密度为８０～１００Ｊ／ｃｍ２，照射时间１５～２０ｍｉｎ，所
有操作均按照标准操作方案进行。

１３　护理措施
１３１　治疗前健康教育和心理护理　告知患者 ＣＡ是一种由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染，也可通

过间接接触如接触被病毒污染的衣裤毛巾等生活用品而传染，

引起患者对该病重视，使其明白及时诊治不仅只是为自己健

康，也可避免该病的进一步传播；告知患者 ＣＡ可以治愈，ＡＬＡ
ＰＤＴ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ＣＡ的优势以及可能现的不良反应及应
对措施，消除患者的疑虑，增强治愈该病的信心。

１３２　ＣＯ２激光护理　告知患者激光治疗的目的及安全注意
事项，以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严格执行消毒隔离措施，做好

自身防护，防止交叉感染，一次性物品用过后注意销毁。

１３３　ＡＬＡ溶液局部湿敷　ＡＬＡ溶液局部湿敷安排在避光房
间，敷药前排空尿液，以保证有足够的敷药时间（３～５ｈ），无菌
盐水稀释ＡＬＡ，药液现配现用，放置时间不超过４ｈ。敷药期间
患者少喝水，注意休息，不要走动，以免影响效果。

１３４　照光护理　医护人员和患者戴护眼镜，防止电光性眼
炎。告知患者在光纤插入尿道后可能会有轻微的刺痛感和灼

热感，使病人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适应并接受治疗。病人采取

半卧位，取下敷药，告知患者照射时勿随意移动体位，致光纤移

动偏离照射部位。治疗中及时询问患者感受，（下转第１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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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尿动力学检查全程知识宣教对尿流测值的影响
黎雪春，邱玲，钟东亮，吴文起

【摘　要】　目的　探讨尿动力学检查中的护理配合对检查结果的作用。方法　总结１４５例行尿动力学检查中采取有
效全程的知识宣教及相应护理措施，确保检查的结果的可信度。结果　患者积极配合自由尿流率及压力－流率联合检
查，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自由最大尿流率与自由平均尿流率呈相关，ｒ＝０．８８４，Ｐ＜０．０１；测压期的最大尿流率与测压
期平均尿流率呈现相关，ｒ＝０．８１５，Ｐ＜０．０１；自由最大尿流率与测压期的最大尿流率及最大尿流率时压力呈相关，分别
ｒ＝０．２７１，Ｐ＜０．０５，ｒ＝０．４３４，Ｐ＜０．０１。结论　尿动力检查存在许多影响检查因素，检查过程中采取有效的全程知识宣
教，护士操作技术熟练，患者的主动配合是检查成功的关键，从而提高了尿动力检查报告的准确性。

【关键词】　尿动力学；尿流；知识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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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动力学检查是将患者的尿路症状用图形和数据表现出
来，对ＢＰＨ患者术前确定 ＢＯＯ、明确诊断、确定梗阻部位及程
度、评价逼尿肌功能、预测疗效和并发症、术后评价疗效及分析

并发症的原因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１］。检查时采用专业、熟练

的操作技术及人性化护理，能减少检查误差及患者不适感，现

将护理知识宣教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１４５例，其中ＢＰＨ男性１３５例（其中
ＴＵＲＰ术后患者４５例），尿失禁女性１０例，合并糖尿病３６例，
合并高血压２９例。男性１６～８６岁，平均６６．５岁。女性３６～７８
岁，平均５２．４岁。
１．２　检测方法　本院采用加拿大莱博瑞公司尿动力学检测
仪，检查项目包括自由尿流率测定、充盈期膀胱测压测定、排尿

期压力－流率测定。单纯自由尿流率测定者在达到平常最大
尿意时进入检查室，按平常习惯体位（男性站位，女性坐位）将

尿液全部排入集尿器。压力 －流率联合检查者，由专人操作，
专用尿流动力学测压导管，按国际尿控协会（ＩＣＳ）规范的膀胱
测压方法：外换能器置于耻骨联合上缘水平，以大气压为零点。

无菌条件下将膀胱测压管，经尿道插入膀胱，腹压测压管经肛

门插入直肠。连接相应传感器及水泵，采用５０ｍｌ／ｍｉｎ速度向
膀胱内灌注０．１％呋喃西林。膀胱充盈到最大容量后停止灌
注，让患者带测压管排尿。

１．３　护理配合
１．３．１　环境准备　检查室环境安静、通风、温度适宜，辅以音
乐背景，为尊重患者排尿习惯与隐私，患者检查区单独用窗帘

隔开。避免外来人员干扰，检查室门口设置提示牌及门铃［２］。

作者单位：５１０２３０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微创外科中
心泌尿外科（广东省泌尿外科重点实验室）

通讯作者：黎雪春，电子信箱：１３７１９１６１１９１＠１６３．ｃｏｍ

１．３．２　仪器及导管准备　检查前检查仪器设备是否连接好，
仪器信息接收是否正常，对检查所用的测压导管，全部采用一

次性导管并检查有效日期。正确连接压力管道，充分排尽气

泡，检查压力管道系统连接是否紧密、有无渗漏、气泡。

１．３．３　患者准备：让患者熟悉检查环境　①做自由尿流率测
定前，简单讲述检查过程及需要病人配合的事项：如检查前半

小时需饮水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ｌ，并应等到平素排尿前所感知到的尿
急程度，憋尿的意义和憋尿量不足对检查结果的影响，排尿量

合适在１５０～２５０ｍｌ。②做膀胱测压检测者，患者需保持清醒
状态，因在灌注过程中需如实告知各种膀胱感觉，该检查需插

入膀胱测压管（经尿道插入）及腹压测压管（经肛门插入）才能

完成，检查时间约需１～３ｈ。该检查是侵入性检查，应告知患
者或家属可能插管不成功会导致检查失败，并让患者或家属需

签署检查知情同意书。③为减少直肠测压管误差，当日早晨排
空大便，但应避免使用泻药，以免放置直肠时引起便意。④泌
尿系急性感染，膀胱镜检查 １周内，女性月经期间不做此检
查［３］。

１．３．４　自由尿流率测定护理　患者达到平常最大尿意时带入
检查室。患者独处，指导放松情绪，告知患者排尿时按平常习

惯体位（男性站位，女性坐位）将尿液全部排入集尿器，排尿过

程不要摆动、不要接触集尿器、传感器，男性患者不要挤捏阴

茎，因尿线不稳会造成尿流率曲线不规则波动，造成赝象，避免

影响检查结果，全部排尿过程尽可能一次完成。

１．３．５　尿动力学压力－流率联合检查护理　①自由尿流率测
定后让患者平卧于检查床上，采取膀胱结石位，退下双裤腿，注

意保暖，套上专用脚套，暴露会阴部，常规消毒，无菌操作下经

尿道插入膀胱测压管，动作轻柔，可以在插管的同时跟病人进

行交流，分散患者注意力。② 男、女病人插入测压管的深度不
一样，男性２０～２２ｃｍ，女性７～１０ｃｍ。如测压管过长会刺激膀
胱内黏膜，临床使用的膀胱测压管为硅胶测 （下转第１１６１页）

·６３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全科护理研究·

鼻出血微波热凝固的治疗与护理体会
赵慧，魏兆娥

【摘　要】　目的　回顾和总结鼻出血微波热凝固治疗的技术特点和护理体会。方法　１８２例反复间断性鼻出血患者，
多数合并有全身疾病和局部异常改变，出血量在５００ｍｌ以下，给予检查以确定出血部位、表面麻醉、微波止血、心理护理
和健康教育。结果　本组一次性治愈１７２例（９５％）；二次性治愈１０例（５％）。结论　微波热凝固治疗是应用特殊微波
辐射电极，电磁波直接作用于局部组织，组织在小范围内因高温瞬间凝固达到治疗目的。微波热凝固治疗具有损伤小、

边界清楚、治疗范围易控制，操作简便，疗程短，痛苦小且不需要鼻腔填塞等特点，同时配合心理护理以缓解患者的紧张

情绪，可有效降低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治疗中的风险，治疗效果显著。术后及时准确的健康教育有利于患者的

康复和防止病情复发。

【关键词】　微波热凝固；鼻出血；心理护理；健康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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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出血是耳鼻喉科的常见疾病之一，可由全身疾病和局部
病变引起。其临床表现多为单侧，亦可为双侧，可表现为间歇

性反复出血，亦可为持续性出血，轻者仅涕中带血，重者可呈持

续性大量出血致休克而危及生命。迅速、准确找到出血部位给

予局部止血是治疗鼻出血的关键［１］。以往多采用电烧灼、激

光、冷冻、鼻腔填塞等治疗方法，我科门诊目前应用微波热凝固

方法治疗鼻出血，获得满意的疗效。现将治疗和护理体会报告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１８２例，其中男性１０６例，女性７６
例，年龄在６～８０岁之间。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基
础疾病的患者５６例。伴有鼻中隔偏曲３４例；鼻腔黏膜糜烂出
血８６例；血小板减少症和白血病患者各３例；原因不明者５６
例。临床表现多为间断性出血，部位多位于鼻中隔利氏区，出

血量一般在５００ｍｌ以下。无禁忌症且一般情况较好的患者可
选择在门诊行微波热凝固治疗。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器械准备　应用电子部４３所生产的 ＷＮＺ型智能微波
治疗仪，用脚踏控制板控制时间。先开机预热，采用微波治疗

时，根据病情选择４０～６０Ｗ功率以避免深度灼伤。鼻中隔微
波止血时必须掌握其深度，以防鼻中隔穿孔，双侧鼻中隔同一

部位出血时不宜同时行微波治疗［２］。所以应根据治疗需要选

择功率的大小和电极的型号。

１．２．２　患者的准备　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给予必要的心理护
理，稳定患者情绪以配合治疗。首先应仔细询问病史，了解出

血时间、出血量，对青年人要了解有无血液系统疾病；对中老年

患者要着重了解有无高血压、动脉硬化病史。同时应仔细检查

鼻腔，确定出血部位以找出病因有利于治疗。确定出血部位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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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１％的麻黄素与１％的地卡因棉片压迫于出血部位５～１０
ｍｉｎ，如为活动性出血可用１％的肾上腺素棉片压迫于出血部位
使出血减少或停止（高血压患者禁止使用肾上腺素）。如仍不

能止血特别是可见到小动脉的活动性出血可向出血部位注射

１～２ｍｌ生理盐水进行止血。待无活动性出血后，用１％的地卡
因棉片进行表面麻醉。

１．２．３　操作方法　对无活动性出血者，可选用球型电极，特别
是黏膜糜烂面积较大的患者，电极功率４０Ｗ轻触出血部位数
秒钟，可反复间断进行，直到出血部位黏膜因高温凝固发白为

止；对于前期未能止血而仍有活动性出血的患者，可选用针型

电极，功率６０Ｗ，不先抽去棉片，用治疗电极逐渐推开棉片，触
及出血部位后凝固时间可稍延长，如电极头粘有凝固的血液组

织，可用酒精棉球擦去后再行治疗，直至组织发白出血停止。

后鼻孔深部出血，可在鼻内窥镜直视下找准出血部位后予以止

血。

２　结果
本组１８２例中，一次性治愈１７２例（治愈率９５％）；二次治

愈１０例（治愈率５％）。同时对于出血的原因给予相应的综合
治疗。

３　讨论
近年来微波在耳鼻喉科治疗中应用日渐广泛，其特点是加

热部位均匀，深浅一致，无升温过程，作用范围局限，边界清楚，

无焦痂和出血，产生烟雾少，手术视野清晰［３］。具体到治疗鼻

出血时，微波不同于电烧灼、激光、冷冻等治疗对组织的损伤有

一个热或冷的传导过程。微波的治疗是使用特殊的辐射电极，

电磁波直接作用于出血部位，组织在小范围内受热均匀，出血

部位因高温快速凝固达到止血目的，其损伤部位边界清楚，范

围和深度易于控制，危险性小，碳化少，操作简便。根据临床观

察较以往其他治疗方法具有止血快、效果明显的特点。同时微

波热凝固治疗还可免去鼻腔填塞凡士林纱条（下转第１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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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创新护士技术操作培训及考核模式探讨
段晓侠，李茹，袁丽

【摘　要】　目的　创新在职护士技术操作培训与考核模式，探索实行骨干操作员负责制的护理操作培训、考核模式，并
评价其运行效果。方法　将２０１１年由传统培训模式进行培训的３７４人设为传统培训组，将２０１２年由以骨干操作员为
主的培训模式进行培训的３９８人设为创新培训组，对两组护理人员的操作考核成绩进行比较。结果　创新培训组技术
操作考核优秀率由传统组的３４．８％上升为４５．０％，不合格率由５．６％下降为２．０％。结论　以骨干操作员为主的培训、
考核模式有利于提高护理人员操作训练的主动性及技术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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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技术操作是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护理人员必
须牢固掌握的基本技能，是护理质量的基本保证，也是评价医

院护理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护理技术操作的熟练程度、规范

与否直接影响患者的安全、舒适和治疗效果［１－２］。以往我院采

用的培训模式，受条件所限，难以达到让每一位参加培训的护

理人员都能全面掌握示教人员的操作展示，且因为操作考核成

绩对本人工作没有太大影响，难以调动护士操作训练的积极

性。为了激发护理人员主动参与培训的热情，提高护理技术操

作培训的实效，我院护理部于２０１２年１月以来创新采用“以科
室骨干操作员为主的培训考核”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全院护士共３９６人，参加考试人员３７４
人，占全院护士总数的 ９４．５％，其中Ｎ５护士（副高以上职称或
省级以上专科护士）６人，Ｎ４护士（主管护师）５６人，Ｎ３护士
（护师）１２７人，Ｎ２护士（工作一年以上且取得注册护士资格的
护士）１００人，Ｎ１护士（未取得护士执业资格的护士）８５人。
２０１２年全院护士共 ４１７人，参加考试人员 ３９８人，占全院护士
总数的９５．５％，其中Ｎ５护士７人，Ｎ４护士６２人，Ｎ３护士１３７
人，Ｎ２护士１１２人，Ｎ１护士８０人。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考核项目　选择由我院编印下发的《临床护理技术操
作流程与评分标准》中的项目作为培训及考核项目。

１．２．２　传统培训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采用的传统培训模
式，由护理示教室老师按照年初制定的培训计划，对全院护士

分批次进行护理技术操作培训。每年由护理部统一组织１次
针对全院各临床科室所有护理人员的操作考核，考核项目为当

年培训项目中随机抽取１～２项，考核成绩纳入个人定期考核
档案。

１．２．３　创新培训模式　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采用“以科室骨干操
作护士为主的培训考核”的创新培训模式。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护理部
通讯作者：段晓侠，电子信箱：ｂｙｅｆｙｈｌｂ＠１２６．ｃｏｍ

１．２．３．１　科室骨干操作护士的选拔工作　由科室推荐２名技
术操作好、动手能力强的护士参加示教室举行的操作考核，选

拔出的优秀护士担任所在科室的骨干护理操作护士（以下简称

操作员）。

１．２．３．２　示教室操作培训方法　每月护理部将培训项目提前
在护士长群及飞信内发出通知，让各科护士长及操作员先预

习，然后由示教老师在培训室对各科护士长及骨干操作护士分

两批培训及考核：第１周第１天及第２天首先由示教老师对本
月培训项目规范化的操作演示，并对有疑问之处相互讨论，制

定出最后标准操作流程。培训结束后各科护士长及骨干操作

员继续按照操作项目的要求进行训练，直至其完全掌握。第３
天及第４天所有参与培训的护士长及骨干操作员均必须完成
由示教室成员监考的该操作项目的考核。

１．２．３．３　骨干操作护士对科室护士培训　骨干操作护士考核
通过后，在科室护士长的安排下，利用周会或业余时间等，对科

室全体护士进行手把手地操作指导，并将临床工作中遇到实际

护理操作方面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操作护士。最后由该科骨干

操作护士和护士长有计划地对科室护士进行专项考核，确保人

人过关并记录成绩。各科单项操作培训及考核时间要求在培

训后２周内完成。
１．２．３．４　医院考核方法　护理操作小组将在该项目培训当月
的最后一周，对全院各临床科室护理人员进行随机抽考，一般

每科抽考２～３个护理人员，考试平均成绩计入该科当月护理
目标综合质量考评中，作为评选“优质护理服务优胜病区”及选

拔优秀操作骨干的依据；并规定各科若有１人次考核不合格
（低于９０分），优质护理绩效考核费用下浮１０％，２人次不合格
下浮２０％，以此类推。另外，对医院当年培训过的护理操作，年
底由各科室根据科室的专业特点及临床实际工作需求，自行选

取２项护理操作，由院护理示教室进行集中考试，考试成绩纳
入个人定期考核档案管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 （下转第１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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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预见性护理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刘玉芳，颜顺荣，张晓珍

【摘　要】　目的　探讨预见性护理在脑卒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０年５月脑卒中住院患者１６０
例作为对照组，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８月脑卒中住院患者１６０例作为观察组，对照组按神经内科护理常规进行护
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预见性护理：呼吸道的护理、消化道的护理、泌尿系统的护理、皮肤的护理、心理护理、

肢体功能训练及安全意外的预见性护理措施，比较两组护理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安全意外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
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减少（Ｐ＜０．０５），安全意外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　对脑卒中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能有效
地减少和预防患者安全意外的发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改善预后。

【关键词】　脑卒中；预见性护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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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是威胁生命健康的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起病急、症
状重，病情发展迅速［１］，致残率、病死率高，脑卒中患者因脑部

病变所致意识障碍，智力和肢体、言语功能障碍，行为动作迟

缓，维持身体平衡能力降低，感知功能及视、听、触觉出现障碍

等，容易发生跌倒、管脱、坠床、烫伤等安全意外事件的发生，另

外患者由于卧床等原因可发生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系等部位

的并发症，进而导致病情加重，延长住院时间，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２］。我科自２０１０年６月开始运用预见性护理程序，分别选
择２０１０年６月前未运用预见性护理及２０１０年６月后运用预见
性护理的住院治疗的急性脑卒中患者各１６０例，分实施预见性
护理程序的对照组和观察组，结果显示，运用预见性护理程序

组的患者更快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及护理，降低了并发症和不

良事件，取得了显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８月在我院神经
内科治疗的３２０例急性脑卒中患者，其中男性２０４例，女性１１６
例，年龄３５～８６岁，平均６０．５岁；病例在性别、年龄、病情程度、
治疗方法、伴有疾病及既往史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均接受神经内科常规治
疗，对照组实施脑卒中的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

上入院当天即实施预见性护理，即针对性地制定安全意外等不

良事件的预见性护理措施，通过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强化入院

评估，加强呼吸道、坠床与跌倒和烫伤的预见性护理，以及应激

性溃疡的预防、中枢性高热、引流管的护理及基础护理等，采用

先预防后治疗的原则，观察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和不良事件

发生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刘玉芳，电子信箱：ｌｉｕｙｕｆａｎｇ６６０８１６＠１６３．ｃｏｍ

间率的比较应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４　预见性护理措施
１．４．１　不良事件的预见性护理措施
１．４．１．１　加强入院评估　对护理人员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及不
良事件相关知识和沟通知识的培训，提高护理人员对不良事件

的认识能力、评估和防范能力，加强与患者的有效交流沟通能

力，减少安全意外事件的发生。患者入院后责任护士立即对患

者的意识状态、吞咽能力、语言能力、运动、感觉等情况给予评

估，对于容易发生坠床、跌倒、压疮等不良事件的患者，将其确

定为高危人群，在患者一览表、床头卡等做出醒目的警示标志，

引起全体护理人员重视，日常工作中对高危患者安全问题做好

交接班，谨防出现意外，同时向患者及家属告知相关安全事项

以及防范措施，取得家属的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

１．４．１．２　坠床与跌倒的预见性护理　患者对突发事件的应变
能力差，因此环境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环境杂

乱、病室内有障碍物、地面积水潮湿易滑；光线不足；厕所、浴

室、走廊无扶手；病床无护栏；另外由于病床较小、过高，个子

高、体型肥胖的患者，更换体位时有坠床的危险。床位护士应

详细介绍病室环境，易引起跌倒的危险场所，如厕所、浴室、楼

梯等，以引起患者的重视，正确指导患者及家属，让患者进行被

动和主动康复训练，防止关节脱位、坠床、跌倒等。长期卧床者

应协助患者在床上大小便，交代起床的注意事项，变动体位避

免过快，并应由家属或护士协助，防止体位性低血压，步态不稳

的患者下床活动或康复锻炼时有人扶持。对于昏迷、烦躁、长

期卧床、肢体瘫痪不能自主翻身的患者加床栏防护，需要约束

的患者给予必要的约束。

１．４．１．３　烫伤的预见性护理　脑卒中患者中的老年人以及有
意识障碍或者有感觉障碍的，要求患者及其家属不用或少用热

水袋，以免烫伤患者。一定要用热水袋的患者，水温应调至５０
℃以内，热水袋内装水１／２～２／３满为宜，热水袋外用布袋或毛
巾包裹，不直接接触患者皮肤，并严格进行巡视并且床边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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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密切观察局部皮肤情况。

１．４．１．４　非计划性拔管的预见性护理　对带有胃管和（或）导
尿管及机械通气的患者进行危险因素的评估。设置床旁监护，

妥善固定各种管道并标识清楚，去除容易造成脱管的危险因

素。护士班班床边交接，同时向患者及家属进行留管注意事项

的教育，烦躁患者遵照医嘱给予镇静剂适当镇静，必要时给予

保护性约束措施，防止其无意识拔管。患者如需进行某些辅助

检查或翻身时，应暂时封闭并且固定引流管，翻身时动作轻柔

缓慢，防止引流液体以及空气逆流进入导管或导致引流管脱

出［３］。机械通气患者每日评估导管留置的必要性，尽早拔管。

１．４．１．５　压疮的预见性护理　入院时详细评估危险因素，记
录身体各部位皮肤情况，评估压疮好发部位的皮肤颜色，必要

时进行难免压疮申请。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如设立翻身

卡，应用皮肤保护贴膜或软枕，每２ｈ协助患者翻身一次，翻身
时避免拖、拉、推等动作。保持床铺平整干燥、无皱折，避免物

理性的刺激。保持皮肤清洁、干燥，便后用温水擦洗会阴、肛门

部位。尿失禁或导尿管渗漏的患者尽量不用纸尿裤可垫单片

小尿片。受压部位的皮肤不可按摩以免皮肤受损。做到勤观

察、勤翻身、勤按摩、勤擦洗、勤整理和勤更换［４］。此外应注意

患者饮食，加强营养支持，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

１．４．２　脑卒中常见并发症的预见性护理措施
１．４．２．１　预防消化道出血的观察及护理　脑卒中患者由于颅
内病变引起胃黏膜缺血，胃酸分泌增加，发病后可继发胃、十二

指肠等黏膜糜烂、溃疡［５］，引起消化道出血，应及早采取预防性

护理措施；入院时应了解患者有无胃病史，治疗方面应控制颅

高压，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预防性使用胃酸抑制剂和

胃黏膜保护剂［６］。清醒患者鼓励及早进食，给予高热量、低脂、

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减少钠盐的摄入，食物温度不宜过热，

及早进食可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肠蠕动、保持水电解

质酸碱的平衡，意识障碍或有吞咽困难的患者在发病２４～４８ｈ
后可鼻饲流质，确保营养的供应，护理上严密观察患者意识状

况及生命体征，观察大便及患者呕吐物情况。

１．４．２．２　预防肺部感染　脑卒中造成机体免疫力能力下降，
咳嗽反射减弱，呼吸道上皮细胞表面纤维连接结合蛋白的减

少，使上呼吸道的致病菌或其他病原体得以粘附繁殖。患者生

命体征稳定后，要鼓励并指导其尽早练习深呼吸和有效咳嗽，

促进排痰，痰稠不易排出的，可给拍背排痰，或者给予超声雾化

吸入［７］。减少卧床休息时间，尤其是平躺的时间，对于的确需

要卧床休息的，体位除头部抬高１５°～３０°外，取侧卧位，以利呼
吸道分泌物的排出，防止呕吐物误吸而引起吸入性肺炎或窒息

以及长期卧床休息所致的坠积性肺炎，昏迷患者要保持口腔的

清洁，定时翻身拍背，头偏向一侧，及时吸尽呕吐物、分泌物，保

持呼吸道的畅通［８］。以防痰液淤积，引起肺部感染。吸痰时宜

选用粗细适宜的导管，吸引动作轻快，每次不超过１５ｓ。对吞
咽呛咳者应指导家属正确喂食方法，防止误吸，减少坠积性肺

炎的发生 。

１．４．２．３　泌尿系的护理　鼓励患者自己排尿，避免留置导尿，
严格掌握留置导尿的插管指征，插管和维护人员应该加强培

训，做到三个无菌，即无菌技术，无菌物品，无菌插管。平时注

意检查，保持管路通畅及密闭并妥善固定，同时注意手卫生，做

到标准预防，另外应该注意为避免预防感染而频繁更换导管。

留置尿管导尿时，会阴擦洗２次／ｄ，有目的地训练患者自主排
尿功能，用开关定时夹闭尿管，根据患者尿意和膀胱充盈来决

定放尿时间。留置尿管导尿时应定期复查尿常规。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主要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比较　统计结果表明，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脑卒中住院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的比较（例）

组别 ｎ 坠床 脱管 压疮 跌倒 烫伤 发生率（
$

）

观察组 １６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２（１．２５）△

对照组 １６０ ４ ８ ３ ４ ３ ２２（１３．７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并发症发病率的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预见性护理对于预防并发症的发
生效果显著。见表２。

表２　两组脑卒中住院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的比较（例）

组别 ｎ 肺部感染 泌尿系感染 消化道出血 发生率（
$

）

观察组 １６０ １６ ２ １１ ２９（１８．１３）△

对照组 １６０ ３７ １６ ３０ ５３（５１．８８）

　　注：经χ２检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预见性护理即超前护理，是根据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变
化的特点，预料可能出现或存在的潜在问题，做出及时准确的

护理判断，它是以提高护理效果为目的，以整体护理为指导的

全程优质服务，运用系统科学的预见性护理程序及措施，避免

或减少脑卒中患者安全意外的发生，使预见性护理程序贯穿于

疾病治疗的全过程，护理工作变得更加系统化、责任化，大大缩

短了患者从入院到得到最佳治疗和护理的有效时间，为患者赢

得了时机。在临床工作中，护士把对疾病的预测作为了解病

情、判断病情并且根据病情预测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做出准

确的护理判断，并制定初步护理计划，制定最佳的治疗、用药、

护理时间，依据先预防、后治疗的原则，使护理工作由被动变主

动［９－１１］。脑卒中患者由于意识障碍，肢体活动及其他功能障

碍，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一旦遇有不安全的因素就有

可能会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有研究显示护理不良事件发生

的主要原因是入院时对患者评估判断不足和沟通交流不

良［１２］。本研究一方面通过对全科护理人员进行不良事件预判

评估能力以及预见性护理程序相关知识和与患者沟通交流能

力的培训，提高护理人员敏锐的观察，正确的评估判断，恰当有

效的沟通以及防范和应急处理能力，列出高危患者并针对性地

进行各种预见性的护理，消除安全隐患，将不良因素消除在萌

芽状态，有效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对观察组患者及

时进行不良事件危险因素的评估，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

减少并发症发生，促进患者早日康复。脑卒中是受生活方式和

心理因素影响较大的疾病之一，预防、康复护理是未来脑卒中

疾病护理的发展方向，预见性护理具有预防护理和康复护理的

双重性质，故而对于脑卒中患者尤为适合，对脑卒中患者实行

预见性护理，给予切实可行的护理手段并进行有效的护理干

预，大大提高了脑卒中患者的适应能力，减少了并发症，降低了

住院费用，同时也大大缩短了住院时间、减少了患者及家属的

负担，使患者及家属满意度提高，是促进患者康复的重要保证，

因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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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舒适护理在种植牙围术期的应用
王英，王艳，刘文静，郭慧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９２例患者１３４颗种植牙的回顾、分析、总结，探讨人工种植牙手术的护理配合，加强种植牙手
术前后的舒适护理，使患者在信任、镇静、愉快的过程中接受种植手术，提高手术成功率。方法　选取２００７年４月 －
２０１２年４月来院实行人工种植牙的患者９２例，使用 ｂｉｃｏｎ配套种植系统，根据种植牙的手术特点，采取正确、规范化的
护理方式，针对不同的患者特点，做好术前、术中、术后相应的舒适护理工作。结果　正确、规范的手术配合及有效的舒
适护理措施，取得了患者的信任，增强了患者的信心，使患者在手术过程中保持了愉快的心情，保证了手术治疗的成功。

结论　种植牙手术的成功与良好的手术配合和有效的舒适护理是分不开的，不仅大大降低了患者不舒适的程度，同时也
提高了种植牙手术的成功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给患者带来了心理、生理和社会上的舒适。

【关键词】　舒适护理；人工种植牙；围术期护理；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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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需要健康的生活，更加追求身心和谐统一的真正的健
康。随着现代护理学科的发展，护理工作不再是单纯的打针和

发药，更注重“以人为本”的护理过程，正值此期间，国外同行又

提出舒适护理模式，它是一种具有个性化、创造性、整体有效的

护理模式。其理念是使患者在生理、心理、社会、灵魂上达到最

愉快的状态，或缩短、降低其不愉快的程度［１］。手术是对患者

生理和心理的一种刺激，而围术期护理直接影响手术正常进

行、麻醉效果和手术的安全［２］。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口腔

健康及其口腔疾病治疗的重要性，而牙齿的缺失不仅有损口腔

健康，也影响人们的容貌。随着种植牙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成

熟，种植牙以其美观、舒适、不损伤邻牙、具有自体的牙样感觉、

咬合功能好等优点，已受到患者的广泛青睐［３］。除了病人的自

身情况和手术操作之外，种植体的种植成功还与围手术期的护

理配合密切相关［４］。我科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月开展这
项技术以来，为９２例患者植入１３４颗种植体，同时配合围术期
舒适护理，获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９２例患者中共植入种植体 １３４颗，男性 ４４
例，女性４８例；年龄１９～７４岁，其中１９～５０岁７２人，５０～７４岁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王英，电子信箱：１３９５５２９６０５１＠１６３．ｃｏｍ

２０人；前牙５６颗，后牙７８颗，上颌５８颗，下颌７６颗。均经门
诊常规检查后排除种植禁忌症，给予人工种植牙手术。

１．２　治疗方法　我科目前所使用的种植系统是美国 ｂｉｃｏｎ种
植系统，需要二次手术，大约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种植。①一期
手术在局部麻醉后，切开种植区黏膜，牙槽骨内制备种植窝，植

入种植体，创口严密缝合，１０ｄ左右拆线。根据局部牙槽骨密
度和是否行骨移植，决定二期手术时间，一般３～６个月。②二
期手术在局部麻醉后，切开牙龈，取出愈合帽，安装临时基台

（牙龈成型基台），一般在１～２个月牙龈袖口完全形成。③当
软组织袖口形成后，由修复医生取出临时基台，安置永久基台，

制取精密印模、制作铸造烤瓷冠，完成人工种植牙修复。

１．３　围术期的舒适护理
１．３．１　术前的舒适护理　①心理护理：种植牙技术虽已开展
多年，在临床应用上已很成熟，但是患者对其仍不十分了解，尤

其对从种植手术到牙齿修复的全过程、成功率、手术费用等情

况缺少必要的了解，患者往往是带着疑惑和恐惧的心理前来就

诊咨询，因此，要与患者进行耐心细致的沟通交流，态度和蔼，

对种植手术的全过程做一详细的讲解，使患者对种植牙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并多介绍手术成功的病例，消除其思想顾虑，取得

其信任，以最佳心态接受手术。②环境舒适：手术室环境干净
整齐，温湿度适宜，安静温馨，进入手术室如同家的感觉，术前

２ｈ用空气消毒机消毒手术室。③术前检查：协助医生做好患者

［７］　王明莉，李小玲．脑出血患者的急救及护理［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０，
３１（０８）：９９７９９８．

［８］　郭佩兰，郭平兰．脑血管意外的急救及护理体会［Ｊ］．医学理论与
实践，２００９，１８（１０）：１２０３１２０４．

［９］　谌雪辉．老年骨折病人术后预见性护理的效果观察［Ｊ］．护理实践
与研究，２００８，５（３）：３９４０．

［１０］　刘英，王风琴，冯慧．后颅窝开颅术后并发症预见性护理［Ｊ］．齐

鲁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１４）：２３．
［１１］　凌丽娟．前馈控制在防范手术室安全隐患中的应用［Ｊ］．齐鲁护

理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２５）：２６．
［１２］　杨莘，王祥，邵文利，等．３３５起护理不良事件分析与对策［Ｊ］．中

华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４５（２）：１３０１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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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检查，如：血常规、心电图、凝血四项、肝肾功能等；口腔

检查：缺牙处牙槽嵴的丰满度，牙龈无红肿，口腔黏膜无溃疡，

做好缺牙部位Ｘ线检查，骨量和骨密度与种植体的初其稳定性
有着重要关系，骨质和骨量的不足被认为是导致种植失败的主

要因素［５］，必要时行缺牙部位的口腔锥形束ＣＴ检查，并模拟种
植，把握好种植的适应证和禁忌证。④根据 Ｘ线检查情况，制
定手术计划，牙缺失较多的患者制作骑跨式引导模板，术前使

用超声洁治机常规进行全口洁治，并用浓替硝唑稀释后含漱，

５～６次／ｄ，降低术后感染的机会。⑤种植器械的准备：认真准
备手术所需的各种种植器械，如种植机、种植专用手机（４００∶１
和１８∶１）两种、各种种植专用工具等手术器械，并使其处于良
好的备用状态，骨量不足患者还需要准备好骨扩张器及取骨工

具和人工骨粉等，准备好冰盐水及负压吸引装置。

１．３．２　一期手术的术中的舒适护理　①关心、安慰患者，消除
其紧张恐惧心理，与医生积极配合，协助医师选择合适体位，使

患者舒适，嘱咐患者双手切勿乱动以免污染无菌区，减少术后

感染，以提高手术成功率。②接好种植机各种管线，调试好种
植机转速和冷却水量，选择好适合的种植体备用，器械应摆放

整齐有序。③熟悉手术的整个过程，传递动作娴熟，以缩短手
术时间，降低患者的不舒适程度。④手术过程中应及时关注患
者的生理、心理变化，调整好患者的情绪，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

理。应及时吸出患者口腔内的分泌物和渗出物，确保手术视野

的清晰，以使手术顺利完成。严格执行无菌操作，避免污染，确

保牙种植体实现骨整合。⑤术毕检查口腔有无活动性出血，有
无异物残留，创口严密缝合。

１．３．３　术后的舒适护理　①术后采用压迫止血的方法进行止
血，嘱咐患者轻咬棉球半小时，术后２４ｈ禁止刷牙及漱口，以免
导致伤口渗血。②为减轻患者术后的局部肿胀疼痛，可在术后
尽早给予冷敷。③术后２ｈ内不可进食，２ｈ后可进食高蛋白、
高营养温热流质或半流质饮食，促进伤口愈合，避免过热过硬

及辛辣刺激性食物。④术后常规应用抗生素３～４ｄ，术后１周
内用浓替硝唑漱口液稀释含漱，以保持口腔清洁卫生，预防伤

口感染。术后１０ｄ左右拆线，拆线时注意伤口愈合情况。半月
后可修改原有活动义齿或重新制作临时活动义齿，以维护患者

的容貌、语言和咀嚼功能。

１．３．４　二期手术的舒适护理　二期手术在３～６个月后进行，
告知患者，此次手术创伤小，时间短，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愉

快的接受手术。局部麻醉后，“Ｈ”型切开牙龈，取出愈合帽，安
装临时基台（牙龈成型基台），基台近远中牙龈切口缝合，咬棉

卷半小时。用消炎漱口液漱口。嘱咐患者在此期间不能用种

植体咬过硬食物。在１～２个月后，换置永久基台，铸造烤瓷牙
修复，完成人工种植牙全过程。

１．３．５　种植牙的护理　口腔种植的最终目的是让修复体长期
稳定应用，然而在患者的使用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种

植体周围炎是导致种植牙失败的常见原因，如细菌、病毒等对

“袖口”的生物性破坏作用以及种植牙受力时对“袖口”的机械

性破坏作用，都会影响种植牙的使用寿命［６］。所以，术后健康

宣教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形式，更直接更方便地指导患

者做好术后的自我护理，自我保护，比如每日用软毛牙刷、牙线

清洁附修复体周围的食物残渣、菌斑。此外，还应定期进行种

植牙的特殊洁治和周围天然牙的常规洁治。因为种植牙只有

与天然牙相互协调，才能维护正常的口颌系统功能，因此，要定

期对种植牙进行调颌处理。种植牙和天然牙不一样，种植牙各

部分之间是机械物理性连接，容易松脱或老化，应定期进行检

查维护，每年可复诊检查一次，才能让患者无忧使用和接受种

植。

２　结果
对９２例患者术后进行了总结并随访，所有患者术中生命

体征平稳，种植体植入顺利，随访期内存留率高，９２例患者中，
除１例患者种植修复后２年因种植体周围炎而造成松动脱落
外，其余均使用良好，未出现严重并发症。

３　讨论
目前，人工种植牙技术日益成熟，临床应用逐渐增多，另外

种植牙手术极为精细，接受种植的患者也有很高的期望值，因

此，除了要求种植医生拥有精湛的种植专业知识和娴熟的操作

技术外，也要求护士有专业的种植护理知识和高度的责任心。

因而，整个围手术期内的配合与护理对手术成功与否尤为重

要［７－９］。我们对种植牙患者的种植手术全过程实施了全面的

围术期舒适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护患沟通能

力，十分熟悉口腔疾病相关的医疗及护理知识，这样才能给患

者作好解释工作。通过我们的精心、细致、周到、耐心的护理，

消除了患者的紧张恐惧情绪，并有效缓解其心理压力，以最佳

心态接受手术。不仅大大降低了患者不舒适的程度，提高了机

体的抵抗力，也减少术后感染的机会，因此提高了种植牙手术

的成功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给患者带来了心理、

生理上的舒适感。

舒适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富有爱

性和同情心，适时满足患者生理、心理、社会舒适与安全需

要［１０］。通过６个月～４年的随访，本文实施的９２例人工种植
牙患者，种植体生长良好，７６例已完成烤瓷冠修复，种植牙咀嚼
功能良好，患者非常满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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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综合护理干预对直肠癌造口术后患者婚姻质量的影响
许文青，张艳芳，梁瑞

【摘　要】　目的　探讨综合有效的护理干预对直肠癌造口术后患者婚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５０例直肠癌造口术后
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２５例。干预组由受专门培训的护士据患者及配偶年龄、文化程度，制定出专门的综合
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及配偶进行较系统的康复知识教育、心理疏导及认知行为干预。对照组只进行常规护理；干预前

后应用Ｏｌｓｏｎ婚姻质量问卷对患者的婚姻质量进行调查。结果　经过３个月的干预后，婚姻质量评分干预组显著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对直肠癌造口术后患者进行个性化和有针对性的综合护理干预，不仅有助于提高患者身心
健康，而且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婚姻质量。

【关键词】　直肠癌；婚姻质量；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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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肠癌是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甚至危及生命的
一种疾病，且近年来其发病率有所上升并趋于年轻化。近年

来，随着医学诊治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直肠癌患者的病死率

已呈明显下降，然而医护人员往往注重延长直肠癌患者的生存

时间，忽略了直肠癌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１］。一般而言，夫妻

间的婚姻质量可直接影响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提高夫

妻间的婚姻生活质量日益受到关注。对那些不能适应行直肠

癌造口术的患者会出现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这在一定程度

上会对他们的婚姻生活质量产生不良影响［２］。本文对直肠癌

造口术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以期改善他们的婚姻质量，现

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蚌埠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行化疗的直肠癌造口患者。纳入

排除标准［３］：纳入标准：①自愿参加本研究；②具有一定的语言
表达能力；③已婚，年龄≤６０岁，配偶健在，Ｋａｒｏｆｓｋｙ评分≥５０
分；④记忆力、精神正常；⑤对自己病情有一定的了解。排除标
准：①患者意识不清；②患有其他严重急慢性疾病者；③患有精
神疾患者。共入选患者 ５０例患者，年龄为 ２９～６０岁，平均
（５１．６±２．３）岁。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７例，中专或高中
１１例，初中及以下３２例。住院时间为７～１１ｄ，平均９ｄ。将５０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两组间患者年

龄、受教育程度和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护理方法　所有对照组的患者均给予一般性护理，主要
为：入院时的宣教，对疾病诊治的一般性指导，护理配合注意事

项等。而所有干预组的患者在给予一般性护理的基础之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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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具体如下：

１．２．１　康复知识教育　由那些专门受过培训教育的责任护士
进行，结合患者及配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患者日常生活及住

院期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采用个别辅导的方法进行有针对性

的康复知识宣教，分别于患者入院后及出院前各进行１次，每
次宣教时间约０．５～１．５ｈ。主要内容有：造口袋的使用指导；
心理状况与疾病发展的关系；有关康复期性生活知识的指导；

造口护理手册的发放，旨在强化患者及配偶对上述知识的记

忆［４］。

１．２．２　心理干预　心理干预是由责任护士在与直肠癌造口患
者及其配偶取得信任的基础之上，深入领会他们的内心感受；

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采用必要方式对他们可能存在或已存在

的不良心理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具体措施为：解释、

积极暗示、劝导及支持鼓励等，协助他们理性表达自己的不良

情感；使他们学会自我放松、自我调节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鼓励他们通过一定的途径释放消极情绪；通过信函、邮件、ＱＱ、
电话等方式建立出院随访制度，与患者及家属保持联系，使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进而达到减轻

他们的心理障碍的目的。

１．２．３　认知行为干预　认知行为干预旨在纠正直肠癌造口患
者的不良认知和行为，对那些存在不良认知行为的直肠癌造口

患者主要通过放松训练、认知疗法等进行干预，并耐心向患者

解释不良认知对自身及家人的影响，协助患者矫正不良的认知

和行为，使他们认识到和谐的行为、情感、认知的重要性，使他

们学会并掌握更多的应对技巧以及新的社会适应能力。协助

他们纠正对性生活的不良认知模式，教会他们正确使用有效的

应对技能。

１．３　评价方法　我们通过让患者填写 Ｏｌｓｏｎ婚姻质量调查问
卷［５］来评价他们的婚姻生活质量，该量表的 （下转第１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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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白血病患儿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及护理策略
赵叶萍

【摘　要】　目的　探讨白血病患儿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并总结护理策略。方法　对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绍兴
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２０８例白血病患儿的病例信息进行统计，包括性别、年龄、住院时间、白细胞数目、营养状况、治疗方法
以及是否发生医院感染，分析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护理措施包括强化患儿的基础护理以及饮食管理，合理使用抗生

素，提高医护人员知识水平，以及病房的环境控制。结果　２０８例患儿共发生３７例院内感染，感染率１７．８％，医院感染
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５岁，住院时间＞３０ｄ，白细胞数目，贫血程度以及鞘内注射等。感染部位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
（５１．４％），其次为下呼吸道感染（１８．９％）。结论　加强对减少白血病患儿较严重院内感染危险因素的分析，对预防此
类患儿院内感染的发生极其重要。

【关键词】　白血病患儿；院内感染；危险因素；护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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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血病是一类造血干细胞异常的克隆性恶性疾病，儿童患
白血病后，因疾病原因和治疗药物的使用，导致免疫功能低下，

极易引起感染。近年来，院内感染已成为引起白血病患儿死亡

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对白血病患儿院内感染危险因素

的分析，研究相关护理策略，对预防和控制白血病患儿院内感

染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１－２］。本研究通过对白血病患儿进行

回顾性调查分析，探讨引起白血病患儿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及

护理策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我院收
治的２０８例白血病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男１１２例，女９６例，平
均年龄（６．８±３．２）岁，所有病例均符合儿童白血病诊疗指
南［３］。

１２　诊断标准　患儿院内感染判定依据２００３年卫生部《医院
感染诊断标准》。

１３　分析方法与护理措施　对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绍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２０８例白血病患儿的病例信息进行统
计，包括性别、年龄、住院时间、白细胞数目、营养状况、治疗方

法以及是否发生医院感染等。分析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

护理措施包括强化患儿的基础护理以及饮食管理，合理使

用抗生素，提高医护人员知识水平，以及病房的环境控制。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影响院内感染的相关因素　２０８例白血病患儿发生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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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３７例，感染率１７．８％。其中，男１８例，感染率１６．１％，女
１９例，感染率１９．８％，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将患
儿按年龄分为０～５岁组、６～１０岁组、１１～１５岁组，结果发现，
０～５岁组与其他两组相比，院内感染的发生率较高，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住院时间＜１０ｄ、１０～３０ｄ、＞３０ｄ的患
儿发生感染的几率不同，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
白细胞数的患儿，其感染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
儿贫血程度不同引起感染发生的几率也不同，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鞘注与未鞘注组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２　感染部位的构成比　白血病患儿上呼吸道感染占
５１．４％，其次为下呼吸道感染（１８．９％）、胃肠道感染（１０．８％）、
口腔感染（５．４％）、下消化道感染（５．４％）、眼部感染（５．４％）
和泌尿道感染（２．７％）。

３　讨论
３１　白血病患儿院内感染的危险因素　白血病患儿院内感染
的发生率与患儿年龄、住院时间、外周血白细胞数目、贫血程度

及是否采取鞘内注射等因素密切相关。年龄小的患儿，其免疫

力相对较低，发生院内感染的几率高；住院时间长引发感染的

几率也显著增大，说明院内感染受病房环境、空气流通情况、病

房客流量及陪护人员等因素影响。本研究发现，白细胞数目减

少是发生院内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因为广谱、高效、联合

抗菌药物的使用极易破坏宿主自身菌群的生态平衡，导致患儿

体内菌群失调，从而导致消化道等部位的感染［４］；另外，白血病

患儿常伴随不同程度的贫血，而贫血严重的患儿获得院内感染

的风险也显著加大，这可能是由于红细胞具有多种免疫功能，

能增强并调节机体内淋巴细胞对抗原的免疫应答，在贫血阶

段，患者体内红细胞数目减少，免疫功能下降，因此易引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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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对留置针引起静脉炎的临床观察
王振华，谭晓骏

【摘　要】　目的　分析留置针引起的静脉炎的原因，观察护理干预对留置针引起的静脉炎的效果，提高护理质量。方
法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胸外科静脉留置针患者２５０例，随机设对照组１１４例与实验组１３６例，观察静脉炎
的发生情况，对实验组采取预防措施，且对发生的静脉炎患者采取中药外敷、硫酸镁湿热敷、水胶体敷料及马铃薯片外敷

等护理方法。结果　采取相应护理干预措施的留置针患者１１４例，并发静脉炎２８例，未采取护理干预措施的留置针患
者１３６例，并发静脉炎１４例。结论　采取相应护理干预措施的患者（实验组）留置针引起静脉炎的概率明显小于未采取
护理干预措施（对照组）的患者（Ｐ＜０．０１），通过采取一定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预防和减少静脉留置针引起静脉炎的发
生率。

【关键词】　护理干预；静脉炎；留置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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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留置针又称套管针，目前已成为头皮针的换代产品，
我国许多医院都将静脉留置针作为临床输液治疗的主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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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１］。静脉留置针的使用可减少病人由于反复穿刺而造成的

痛苦，对血管刺激性小，并且可以随血管形状弯曲，便于肢体活

动，有利于临床用药和紧急抢救，而且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２］。

我院所采用的静脉留置针为美国ＢＤ公司生产的安全型静脉留

染［５］；鞘内注射也是院内感染的易感因素之一，这可能是由于

注射过程中无菌操作不严格所致。感染的主要类型为呼吸道

感染，这可能与儿童呼吸系统黏膜柔嫩，免疫功能差有关［６］。

３２　白血病患儿院内治疗的护理策略　为了降低白血病患儿
院内感染的发生率，我们研究了对策，具体措施为：①提高医护
人员对感染因素的认识水平，强化相关知识的培训，增强责任

意识。②在白血病患儿治疗期间，应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加强对病房环境的消毒与管理，将感染病人与非感染病人分别

安置，防止交叉感染，保持病室整洁，空气新鲜，做好陪护人员

的宣教工作，严格限制探视人员［７－８］。③做好患儿的基础护
理，鼓励患儿勤洗手，饭前饭后漱口，保持口腔清洁，每次便后

清洗肛周，防止肛周脓肿形成，女性患儿需特别注意外阴清洁，

预防泌尿道感染。④加强饮食管理，充分补充高营养、高维生
素、高蛋白低脂及含铁丰富的食物，对贫血严重患儿，遵医嘱补

充浓缩红细胞、白细胞及丙种球蛋白等，以增加红细胞和血红

蛋白的合成，增强患儿的免疫功能［９－１０］。⑤对于感染严重的患
儿合理使用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滥用导致菌群失调，各种侵入

性操作如鞘注、骨穿前，各种器械严格消毒，要做好患儿的心理

护理，做到规范化、无菌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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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针，本文将进行对相同的留置针，在通过采取不同的护理措

施后对静脉炎发生率的影响，进行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科住院
进行输液治疗的２５０例静脉留置针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
组１１４例未采取预防静脉炎发生的护理措施，只是发生静脉炎
后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治疗，其中男性６８例，女性４６例，癌症患
者９８例，其他１６例；实验组１３６例静脉留置针患者，从输液前
期开始评估，并在输液期间进行静脉保护，以及发生静脉炎后

进行及时的治疗，其中男性７６例，女性６０例，癌症患者１０８例，
其他２８例。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常规选择手背和前臂的静脉，根据静脉粗
细选择留置针的型号。留置针留置５～７ｄ，每天观察留置针周
围血管情况，对照组的１１４例患者的留置时间平均为５．３４ｄ。

实验组：①输液前对每位患者静脉情况做一个整体评估，
选择弹性较好的静脉进行穿刺，尽量选择手背和前臂的静脉，

根据静脉粗细选择留置针的型号，我科一般选用型号（２４Ｇ）较
小的留置针，降低静脉炎的发生。②输液中在留置针上方３～５
ｃｍ处贴水胶体敷料保护，康惠尔和舒康博 Ｇ两种水胶体敷料，
主要作用是促进毛细血管形成，加快局部血液循环，使炎性物

质快速吸收，减轻疼痛。③留置针留置时间为４～６ｄ。④封管
方法：将肝素钠注射液１．２５万 Ｕ加入０．９％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
中，封管时抽取５ｍｌ缓慢推注；如留置管路不通畅时，抽取同样
比例的肝素钠封管液５ｍｌ，先回抽是否有回血，如有回血再封
管；如直接将封管液推注静脉可引起静脉血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两组静脉留置针患者静脉炎发生情况，见表１。实验证明
对静脉留置针患者采取护理干预措施可大大降低静脉炎的发

生率。

表１　两组静脉留置针患者静脉炎发生情况

组别 ｎ 发生静脉炎总数（例） 静脉炎发生率（％）

对照组 １１４ ２８ ２４．５６
实验组 １３６ １４ １０．２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静脉留置针具有血管穿刺次数少、操作方便、易于固定、减
轻患者痛苦等优点，尤其在抢救危重病人、输注化疗药物和静

脉营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留置针作为血管内的异

物，并且和外界相通，容易感染，再者长期输注浓度较高、刺激

性强药物或静脉内防治时间过长，均可引起局部静脉壁发生静

脉炎。不仅给患者造成痛苦，也给继续输液带来困难。

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会将静脉炎分３级，１级：局部疼痛、
红肿或水肿，无可见线条及可触及静脉索条；２级：局部疼痛、红
肿或水肿，有可见线条，无可触及静脉索条；３级：局部疼痛、红
肿或水肿，有可见线条，有可触及静脉索条［３］。根据静脉炎的

分级，我们可以做出正确判断后采取高效的护理措施。

观察发现静脉炎的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留置时间，有资

料表明，置管时间越长，静脉炎的发生率越高［４］。美国输液护

理学会建议，静脉留置针保留时间为３～５ｄ，本实验组１３６例
患者的留置时间均控制在５ｄ以内，平均３．９６ｄ。静脉炎发生

后我们采取的护理措施有以下７种①冰敷：冰敷可使局部血管
收缩，降低血管通透性，减少渗出，可使某些药物局部破坏作用

灭活；同时冰敷可使神经末梢及细胞的敏感性降低，抑制血管

的炎性渗出和出血，从而减轻疼痛及对组织细胞的伤害［５］。②
中药外敷：用牛黄解毒片捣碎与蜂蜜调匀制成糊状，均匀涂在

静脉炎部位，厚度为１～２ｍｍ，用无菌纱布覆盖。持续外敷１～
７ｄ［６］。③硫酸镁湿热敷：镁离子能降低血管平滑肌对缩血管
物质的反应性使血管舒张，消除水肿，达到止痛目的，用保鲜膜

缠绕硫酸镁纱布达到持续的湿热敷效果会更好，每天２次，３０
ｍｉｎ／次［７］。④２％利多卡因加酒精湿敷：可通过皮肤渗透到皮
内及皮下组织的神经细胞膜内，引起细胞膜体积增大，流动性

增加，乙醇扩张局部血管、增强血液循环，可促进对利多卡因的

吸收，加强了麻醉作用，达到更好的止痛效果［８］。⑤水胶体敷
料：外敷的有康惠尔和舒康博 Ｇ水胶体敷料，通过改善局部组
织微循环，使组织接近正常生理状态，加快吸收渗出液，消除红

肿，缓解疼痛［９］。⑥２％山莨菪碱外涂，每天３次，山莨菪碱具
有扩张皮肤浅静脉的作用，可以促使局部瘀斑消散；也可选用

正红花油外涂，每天３次，正红花油有活血化瘀之功效［１０］。⑦
马铃薯片：将新鲜土豆洗干净后切成３～５ｍｍ薄片，外敷于患
处，２次／ｄ，２０ｍｉｎ／次［１１］，马铃薯含有大量淀粉、各种盐类及茄

碱，具有消肿散瘀的作用；也可将海带敷于患处，并用保鲜膜包

裹１２ｈ，然后将其打开，洗净，使患处保持清洁干燥１２ｈ，如此
反复，直至局部炎症消失为止。

综上所述，留置针引起的静脉炎是可以通过护理干预措施

降低其发生率的。这就需要我们护理工作人员做的更加细致

周到，针对不同体制的患者制定相应的护理措施来减少静脉炎

的发生，对已经发生的静脉炎根据部位和程度采取上述几种方

法治疗是可以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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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的围手术期护理
马艳

【摘　要】　目的　探讨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的围手术期护理措施。方法　回顾分析输尿
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１３２例输尿管中下段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在治疗过程中所采用的护理措施。结果　１２３例
一次碎石成功，一次碎石成功率为９３．６％。３例结石息肉包裹严重患者改开放手术，６例因术中结石移位至肾脏碎石失
败。术后均有不同程度的血尿，经过止血、对症处理后消失。术后３～５ｄ出院，恢复良好，随访３～６个月无并发症发
生。结论　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具有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是治疗输尿管中
下段结石的首选方法。而充分的术前准备和术后落实周密细致的护理措施以及必要的健康指导，是促进患者早期康复

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钬激光碎石术；输尿管中下段结石；护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６９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４７０２

　　经尿道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是近年来治疗输尿管中
下段结石的新技术，具有安全、有效、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

少、可由术者独立完成等优点，是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的首

选方法［１］，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开放手术。２０１０年 ６月 －２０１２
年６月我院行经尿道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中
下段结石患者１３２例，取得较满意效果。现将护理体会总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男性９０例，女性４２例，年龄１７～６８岁，
病程３ｄ～１１年。其中输尿管中段结石３８例，下段结石９４例，
结石直径７～１８ｍｍ。结石合并息肉６例，合并输尿管狭窄２
例。术前均经Ｂ超、尿路平片、静脉肾盂造影等检查确诊为输
尿管中下段结石。

１．２　手术方法　手术应用 ＷｏｌｆＦ９．８硬性输尿管镜和德国威
孚莱钬激光设备，腰麻或连续硬膜外麻醉成功后，患者取截石

位，碎石过程应用生理盐水冲洗。首先在摄像系统监视下将输

尿管镜经尿道轻柔缓慢置入膀胱，在导丝引导下于患侧置入输

尿管镜直至结石部位。在保证视野可见的情况下，尽量调低灌

洗液的压力和流量，手术中观察有无息肉、出血或狭窄等情

况［２－３］。在见到结石后插入钬激光光纤，调节激光器频率，能

量及总功率，术中尽量将结石击碎，较大的碎石，可考虑利用取

石钳取出，以留取结石标本行结石成分分析。最后在导丝引导

下置入Ｆ５或Ｆ６双Ｊ管，术毕，保留导尿１～２ｄ。术后４～６周
膀胱镜下拔除双Ｊ管。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心理护理　术前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安抚患者，介绍钬
激光碎石相关知识，使患者能了解手术的过程。告知患者手术

前后注意事项，特别介绍该手术具有微创、安全、可靠、术后恢

复快等优点。可介绍手术医生既往手术成功病例，以消除患者

的紧张、恐惧心理，使其能很好地配合手术。

１．３．２　术前准备　术前做好各项实验室检查及各项辅助检
查。术前８ｈ禁食，４～６ｈ禁饮，术前晚、术晨各灌肠１次。术
前３０ｍｉｎ肌肉注射阿托品０．５ｍｇ，鲁米那０．１ｇ，术前常规拍摄
结石定位片，拍片后卧于平车上，连同 Ｘ线平片一起送入手术
室。

１．３．３　术后一般护理　患者手术结束返回病房，认真交接，了
解术中麻醉方式及经过，去枕平卧６ｈ，６ｈ后可更换体位，２４ｈ
后根据患者情况可下床做适当活动。术后２４ｈ内严密观察生
命体征变化，测Ｐ、ＢＰ、Ｒ每３０～６０ｍｉｎ一次，平稳后改为每４ｈ
一次，注意体温变化，以监测有无感染。

１．３．４　留置导尿管护理　术后常规放置双腔导尿管，有效固
定导尿管，防止管道受压、扭曲、脱落或折叠，保持其引流通畅。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观察尿液颜色和量的变化，做好记录。定时挤压引流管，防止

血块堵塞，引流管位置不得高于耻骨联合平面。指导患者翻身

前应将管道放好，尿管留出一定长度再转向对侧，防止管道过

度牵拉。下床活动时应拿好尿管，并相应固定。每日 ２次用
０．５％碘伏消毒尿道口及外阴，每日更换引流袋。
１．３．５　留置双Ｊ管护理　术后常规留置双Ｊ管，可使置管侧腰
部出现酸胀不适症状，本组病部分患者出现此类症状。故术后

应注意保持导尿管通畅，必要时冲洗尿管。尽早给患者取半坐

卧位。以防止由于留置双 Ｊ管导致膀胱输尿管抗反流的机制
消失，尿液随着膀胱与输尿管、肾盂的压力差反流造成的逆行

感染。加强生活护理，指导患者多饮水，保持大便通畅，尽量减

少使腹压增大因素的因素。站立排尿，不能憋尿，要定时排空

膀胱。避免做四肢及身体过度伸展动作及突然下蹲再站起动

作。腰痛时禁止捶打腰部，可以采取侧卧位，患侧向上的体位

缓解不适。

１．３．６　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　①疼痛：多由于碎石过程中组
织损伤和输尿管痉挛所致。护士应密切观察病情倾听患者对

疼痛的主诉，嘱其减少活动，给予精神安慰，必要时遵医嘱给予

解痉止痛剂治疗。②感染：可能与本身存在的尿路感染有关，
还与手术时间长，手术造成肾盂压力高，冲洗有关。主要表现

为寒战、高热、肾区疼痛，尿液中大量脓细胞，血常规有急性感

染征象。护士应注意观察体温的波动，加强抗感染治疗。同时

鼓励患者多饮水，保持引流通畅。③出血与血尿：由于术中输
尿管黏膜损伤及双 Ｊ管刺激输尿管、膀胱黏膜，患者术后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血尿，１例尿液呈鲜红色。及时报告医生，并嘱患
者卧床休息、多饮水。遵医嘱使用止血药物２～３ｄ后，血尿基
本消失。④膀胱痉挛：术后留置双 Ｊ管，部分患者会发生膀胱
痉挛。膀胱痉挛主要因放置双 Ｊ管位置不当，或移至膀胱内的
导管过长刺激膀胱三角区或后尿道所致［４］。表现为下腹部及

患侧腰部胀痛不适，尿频，尿管周围渗尿。患者常因此出现焦

虑不安情绪。症状较轻者可嘱患者变换体位，按摩及热敷膀胱

区，症状可减轻。症状较重者应及时汇报医生并遵医嘱给予解

痉药治疗。并应注意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及基础护理工作。

症状严重者可配合医师通过膀胱镜调整双Ｊ管位置。若双Ｊ管
完全脱落至膀胱内，应通过膀胱镜取出或重新置管。

１．３．７　出院健康指导　术后门诊随访，按时拔出双Ｊ管。路继
儒［５］等报道，认为置管时间以４～６周为宜，一般不超过３个
月。应嘱患者多休息，１个月内避免重体力劳动，均衡饮食，预
防大便干燥及避免能引起腹压增高的因素。避免突然下蹲、四

肢剧烈伸展的动作，以防双 Ｊ管移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时排空膀胱。留置双Ｊ管期间部分患者会出现腰痛、血尿等
情况，多为导管刺激所致，一般经多饮水，减少活动注意休息等

处理后均能缓解。告知患者４～６周后拔出双Ｊ管，否则导管可
能变质、易断裂，不易拔除。出院后定期复查，了解结石复发情

况。如出现严重血尿、高热、腰部剧痛等症状需马上就诊，根据

结石成分分析结果适当调节饮食，预防结石复发。每天至少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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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ｍｌ水，每日入睡前饮水２００ｍｌ以增加尿量，降低尿
中溶质浓度，减少晶体沉积。

２　结果
　　本组１２３例一次碎石成功，一次碎石成功率为９３．６％。３
例结石息肉包裹严重患者改开放手术，６例因术中结石移位至
肾脏碎石失败。术后均有不同程度的血尿，经过止血、对症处

理后消失。术后３～５ｄ出院，恢复良好，随访３～６个月无并发
症发生。

３　讨论
　　输尿管结石治疗方法较多，近几年来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
石术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钬激光是一种固态的脉冲激光，波长

２１００ｎｍ，它可以击碎任何成分和密度的结石，碎石碎块小，易
排出，同时它还具备有效切割和汽化软组织的功能，可处理输

尿管狭窄及息肉等［６］。钬激光进入组织后即被吸收，而对周围

组织热损伤范围小，穿透深度浅，确保在碎石过程中不发生空

腔脏器穿孔。应用钬激光碎石具有创伤小、不出血、视野清晰、

碎石速度快等优势，尤其对于大的或硬度较大的结石，应用大

功率的激光比应用其他方法碎石更方便、快捷［７］。

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以无切口、创伤小、恢复快等优

点被患者接受，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有望成为腔内碎石治疗

的“金标准”。术前进行有效的宣教及心理护理，能明显减轻患

者的焦虑感，增加治疗信心。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作为一

种新型的微创手术，术前、术后的护理和出院健康指导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做好双Ｊ管及各导管的护理尤其重要，是早期发
现问题，避免出现护理并发症使患者安全度过手术期的重要措

施。术后留置尿管可以防止早期尿液反流，避免上行感染的发

生，同时可以预防麻醉引起的排尿困难。术中置入的双 Ｊ管不
但能起到支撑、引流的作用，小结石还可沿双 Ｊ管下滑，有助于
结石排出。可防止继发性黏膜水肿、出血引起的输尿管梗阻，

尤其是排石过程中石街造成的感染或肾功能减退。但由于双Ｊ
管放置后使输尿管开口抗返流机制消失，在排尿期膀胱过度充

盈或某些原因使腔内压力增高，尿液可沿管壁返流，可致置管

侧腰部出现酸胀不适症状［８］。护理人员能够密切观察病情，并

做好双Ｊ管及各导管的护理及对患者的正确指导尤其重要，是
早期发现问题，避免出现护理并发症使患者安全度过手术期的

重要措施。本组结果显示实施正确的专科护理措施，能有效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痛苦及经济负担。

而指导患者出院后的起居饮食，嘱咐其做好自我观察，按时复

诊也是护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细致的出院健康指导有助于患

者进行自我的护理，并可促进残石尽早排出，对预防结石再次

形成很有帮助。

总之，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与其他腔内碎石如气压弹

道碎石、液电碎石相比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且创伤

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可作为治疗输尿管中下段结石的首选

治疗方法，而充分的术前准备和术后实施周密细致的护理措施

和必要的健康指导，是促进患者早期康复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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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１１８页）
对癫痫的病因和病灶进行定位［７－８］。癫痫的发作是由于脑组

织存在着某种病理改变，这种病理改变即致癫痫病灶。ＥＥＧ检
查反映的是神经细胞的电生理学改变，侧重于脑的机能。颅脑

ＣＴ检查反映的是脑的解剖结构学方面的改变，侧重于脑的结
构［４］。

癫痫患者的脑电图敏感性较高，常在ＥＥＧ检查结果中有许
多特征性的表现［９－１０］。因此通常认为ＥＥＧ对癫痫的诊断具有
更高的敏感度。本研究中患者 ＥＥＧ检查结果异常率为
８９．５５％，明显高于颅脑 ＣＴ检查结果异常率 ７９．１０％。但是
ＥＥＧ检查仅可显示脑电波的异常波形，提示神经元发生异常放
电，仅可以大致推测致癫痫病灶的位置，但不能确切定位，也无

法进行定性分析。

颅脑ＣＴ检查的敏感性相对较低，但其对颅脑内的形态、结
构、密度的诊断较为明确，不仅可以显示病变部位的组织形态

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情况，为定性分析提供依据，还可以

发现除癫痫之外无其他症状的脑肿瘤早期病变，尤其在继发性

癫痫的病因诊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１１］。

本研究结果表明，ＥＥＧ和颅脑 ＣＴ检查均对癫痫的临床诊
断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中 ＥＥＧ的敏感性较高，而 ＣＴ在癫痫病
因的检出方面更加重要，更有助于指导癫痫的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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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食管癌术后急性精神障碍的原因分析及护理
解萍，汪国文，叶枫林，黄惠，姚林，崔丽宏

【摘　要】　目的　通过观察３９６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术后发生急性精神障碍的情况，分析研究与食管癌术后发
生急性精神障碍可能的相关因素与护理对策。方法　对蚌医附院胸心外科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并行食管癌
根治术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２０例术后出现精神异常，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分析相关原因，即时执行治疗并积极采取护
理措施保障患者的安全。结果　２０例精神异常患者均痊愈，无并发症发生，出院后１～２个月随访，无一例复发。结
论　食管癌术后急性精神障碍是多因素相互交叉作用的结果，积极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是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　食管癌；精神障碍；手术后；原因分析；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７３５．１　Ｒ７４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４９０２

　　术后急性精神障碍（也称急性脑病综合症）是指术前无精
神异常的患者，术后出现大脑功能活动紊乱，导致认识、情感、

行为和意志等不同程度的活动障碍［１］。术后急性精神障碍，目

前确切病因尚不明确，通常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结果。术后精

神障碍通常发生在手术后前４天，夜间容易发生，具有晨轻夜
重的特征。术后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躁狂型和抑郁型精神障

碍。食管癌手术创伤大，身体状况往往较差，加上麻醉方面诱

因，术后管道又多，患者年龄大，术后精神障碍发生率高，严重

影响患者术后康复，延迟出院，增加经济负担，已引起临床广泛

关注。我科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５月共出现食管术后急性
精神障碍２０例，通过对其临床表现观察和相关病因分析，及时
诊断，治疗与精心护理，取得较好临床效果，现将护理体会报告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科自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进行的食
管癌手术３９６例中，术后２０例并发有精神障碍，其中男性１６
例，女性４例，年龄４３～７５岁，平均６４．３岁，６５岁以上的老年
人１８例。术前患者意识清楚，无精神障碍史，术后数分钟或数
小时发病，表现有躁狂型，主要症状：突然不安，极度躁动，胡言

乱语、抓空动作、答非所问、定向力障碍、神志欠清、幻视、幻听、

不治疗、乱抓引流管、输液器，打骂亲人，但可和医务人员交流，

表现为昼轻夜重。精神抑郁型，主要表现为多眠或失眠，情绪

低落、缄默少语、情感淡漠、食欲差。出现急性精神障碍症状及

时请神经内科会诊，确诊为术后急性精神障碍。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心理护理　术前带领患者观看监护室，感受监护室的
环境和气氛，了解食管癌术后，身上各种管道的作用，组织患者

及家属观看录像，听取手术成功患者介绍术后体会及注意事

项，使患者从心理上接受手术这一现实，真正进入病人角色，入

睡困难的，询问原因，对症处理，为患者营造一个温心、安静、温

暖适宜的环境，经常与患者交流沟通，尊重患者，使其主动敞开

内心世界。手术室护士术前访视，减轻患者对手术的恐惧。术

后出现精神障碍，及时向家属说明病情，治疗方案及注意事项，

明确告之家属该精神障碍为一过性的，可以治愈，取得家属配

合，理解和关心患者，不可冷落嫌弃患者，要维护患者自尊心，

对其荒谬的言论表示理解，不要反驳，尽量满足患者的需要，鼓

励患者增强战胜疾病自信心，减轻紧张、恐惧心理，保持最佳心

态配合治疗与护理。

１．２．２　环境护理　术后尽量为患者创造良好舒适的病房环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胸心外科
通讯作者：解萍，电子信箱：１２５５９３９２７５＠ｑｑ．ｃｏｍ

境，保持病室安静，光线柔和，温湿度适宜，减少陪护人数，合理

安排各项护理操作和治疗时间，减少睡眠周期破坏，尽量减低

监护仪的报警音量，以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２］。

１．２．３　精神障碍护理　除了加强躯体疾病如心、肺、脑、肾等
并发症和感染的治疗外，针对极度兴奋状态患者，在精心护理

基础上，遵医嘱给予丙泊酚原液以微量泵泵入镇静、抗焦虑治

疗，停用镇痛泵。抑郁型的患者，主要是加强沟通与交流为主

的心理治疗，加强看护，鼓励亲人陪护。食管癌术后出现急性

精神障碍时，及时请神经内科会诊，排除器质性疾病引起的精

神障碍后，及时执行医嘱，给小剂量镇静，抗焦虑药物治疗和心

理治疗，因患者常常出现被迫害的幻听、幻视，会做出反抗等异

常举动，需加强看护，拉起床栏保护防止坠床，严防拔管，伤人

或自伤，此类患者常有攻击行为，易怒，与患者交流注意语气、

语调，顺其表达，给予安慰，密切观察情绪变化，尽可能去除诱

发加重患者精神异常的因素，临床发现患者对天花板上的灯、

衣服上的明亮的装饰会产生幻视，去除这些因素，病情明显好

转。精神运动抑郁型的患者，医务人员要主动与其交流沟通，

鼓励患者抒发自己的想法，应以耐心缓慢和非语言的方式表达

对患者的关心与支持，抚摸患者的双手辅以亲切称呼伴以温和

语言帮助患者消除疑虑，树立自信，加强看护，特别注意防止患

者拔管。抑郁型的患者不易引起注意，临床上有患者拔出胃

管，十二指肠营养管和尿管的现象。鼓励亲属探视，耐心看护，

减少声光刺激，有抢救病人时以屏风遮挡，尽可能满足患者身

心需要。出现躁狂型精神障碍，根据医嘱给予微量泵持续静脉

泵入小剂量的丙泊酚，镇静催眠效果好，提高患者睡眠质量。

每晚给予热水泡脚，保证充足睡眠。

１．２．４　加强营养，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食管癌患者术后长期
进食困难，术后第２天开始从十二指肠营养管给予肠内营养，
逐渐加量，同时按时执行医嘱及时静脉营养。尽早实行肠内营

养，记出入量，严密观察引流液的量、颜色、性状，除了补充每日

生理需要量外，还应补充当天的缺失量。术后３ｄ每日监测电
解质的变化，及时输入胶体、液体和人体必须元素，保证能量的

供给和水、电解质平衡。

１．２．５　加强术后管理，防止低氧血症　全麻清醒回监护室后，
给予充分的氧疗，即刻给氧气面罩吸氧，流量５Ｌ／ｍｉｎ，使氧饱
和度达到９５％以上，ＰａＯ２＞９０％，密切观察呼吸节律、频率、深
浅度，妥善固定引流管确保通畅，呼吸机辅助呼吸的，加大潮气

量，维持ＰａＣＯ２在３．３３～４．６７ｋＰａ，以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
肿，术后３ｄ，每日检测血气变化，维持酸碱平衡，加强呼吸道管
理，定时湿化气道，及时体疗，保持呼吸道通畅，预防肺不张、肺

部感染，指导深呼吸，病情允许，指导患者吹气球，改善术后肺

功能，严防低氧血症，严密检测生命体征变化，及时掌握病情动

态信息，控制术后低血压，每日检测指尖血糖，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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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通过相应积极的护理措施，正确及时的药物治疗，术后急
性精神障碍无一例出现意外，出院后１～２月随访，无一例复
发。

３　讨论
３．１　患者的性格和心理因素　情感不稳定，多愁善感的患者
术后易产生急性精神障碍［３］，２０例食管癌术后急性精神障碍患
者，１６例生活中脾气暴躁，焦虑，易激怒或在家庭生活中起主导
地位，住院后，有些行为受到限制，进入“病人”角色困难，出现

角色紧张，导致心理状态失衡，术前焦虑，失眠或入睡困难，情

感不稳定，多愁善感的患者易产生。刘慧琴等［４］报道，术前精

神紧张不安是术后发生精神障碍的重要因素，认为７３％的患者
有恐惧感，６２％害怕麻醉，４５％害怕手术，２３％害怕术后不能苏
醒，１６％担心术中疼痛，５％害怕术后疼痛。
３．２　病房环境因素　监护室彻夜灯明，各种仪器声，抢救时的
嘈杂声，术后各种引流管如十二指肠营养管、胃管、胸引管的刺

激不适，监护仪连线，镇痛泵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限制患者活

动，翻身及睡眠姿势导致睡眠紊乱。

３．３　营养状况和电解质因素　食管癌患者，术前长时间有进
食哽咽，甚至困难，存在纳差，慢性营养消耗，导致术前营养情

况普遍较差，患者常常伴有贫血，低蛋白血症，可引起脑间质水

肿，脑组织缺血缺氧，可引起失眠，过度兴奋，反应迟钝。术后

长时间禁食，术中术后体液血液丢失及感染等因素，极易出现

水、电解质紊乱，患者的血 Ｋ＋、血 Ｎａ＋降低，ＡＴＰ酶活性低下，
细胞内 Ｎａ＋向细胞外转运减少，可发生低血钠，而快速发生的
低血钠易导致脑细胞水肿，出现精神神经系统症状［５］。

３．４　药物作用因素　食管癌术后常规使用静脉镇痛泵，内置
入较多量的酚酞尼，持续使用易引起阿片类药物的蓄积而产生

精神异常。老年患者有不同程度，肾功能不全，食管癌术后常

规用西米替丁或雷尼替丁，可抑制吗啡等麻醉性镇痛药的肝代

谢和摄取，使其血药浓度升高，作用增强，联合使用可致精神错

乱，有一例术后带口插管接呼吸机的患者，回监护病房就出现

躁动，医嘱给吗啡１０ｍｇ皮下注射而同时静脉滴注的正是抗酸
制剂西咪替丁，１ｈ左右，患者出现多语，语无伦次，多动，后停
用西咪替丁症状渐渐好。另研究发现，奥美拉唑、复方氨基酸

的使用与精神障碍相关［６］。

３．５　术后并发症　术后肺部并发症，高血压脑病等造成脑缺
氧，脑水肿，急性肾功能不全引起的代谢物储留，代谢性酸中毒

以及感染等，均可引发精神障碍［７］。低氧血症使脑细胞缺氧、

功能降低、代谢紊乱，造成患者定向力障碍，出现幻觉烦躁等谵

妄症状［８］。随着诊断和治疗水平的提高，食管癌手术的患者在

增加，年龄也不再受限制，目前，手术是治疗食管癌的主要手

段，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学技术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步

提高，手术的数量在增加，食管癌手术也不再受年龄限制，致使

术后急性精神障碍在老年患者发生率增加，其危害主要在于，

不配合治疗而影响术后康复，并可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并

发心血管意外，内出血，吻合口漏。如不及时处理，可能发生严

重后果。对急性手术后精神障碍患者应首先进行全面检查，排

除脏器功能损害引起的精神异常，以及缺血或术后疼痛，引流

管的刺激等因素后，再给予药物镇静治疗，而药物使用后，患者

咳痰能力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增加食管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风

险，增加死亡率。因此，对于食管癌患者术后精神障碍护理不

容忽视，了解相关因素指导医疗活动，制定护理措施，降低其发

病率，减轻症状，缩短疗程。应加强术前、术后心理护理，以预

防为主，加强沟通，消除患者对各引流管及手术过程的恐惧，术

后有效镇痛，增加睡眠时间从而降低机体应激的敏感性［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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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预见性护理在胰头癌患者术后肺部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陈豫鹛

【摘　要】　目的　探讨预见性护理在胰头癌患者术后肺部感染中的应用效果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入住医院的８０例胰头癌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ｎ
＝４０）实施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ｎ＝４０）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预见性护理模式。对比两组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效
果以及护理后的生存质量。结果　①对照组患者肺部感染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为６７５％（２７／４０），观察组为９５０％
（３８／４０），两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②对照组患者护理后生存质量总得分为（１０３±
６）分，观察组为（１３３±８）分，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生存质量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将预见性护理用
于胰头癌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的护理之中，其临床效果显著，具有较为理想的应用价值，应予以推广应用。

【关键词】　预见性护理；胰头癌；肺部感染；应用价值；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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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胰头癌的发病率呈现出逐
年上升的发展趋势。胰头癌主要为起源于胰腺头部的恶性程

度非常高的消化系统肿瘤。胰腺恶性肿瘤之中，我们通常所提

及的胰腺癌主要指的是胰腺的外分泌肿瘤，它大约占胰腺恶性

肿瘤的九成以上，约占全身恶性肿瘤的１％ ～２％［１－２］，由国内

外相关文献报道可知，近年来此比例呈现出明显增加的增长趋

势。对于胰头癌患者而言，术后存在很多并发症［３］。本文主要

对胰头癌患者术后发生的肺部感染进行研究，将预见性护理方

式应用于这类患者的临床护理之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现将研究过程及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入
住我院的８０例胰头癌术后肺部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随机均
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对照组（ｎ＝４０）患者中，男性 ２３
例，女性１７例，年龄为３３～７６岁，平均（５９８±１１２）岁；观察
组（ｎ＝４０）患者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６例，年龄为２９～７８岁，
平均（５０３±１０８）岁。对照组与观察组在年龄、性别比等方面
差异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预见性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式，观察组
在此基础上行预见性护理。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
提供安全舒适的病室环境。患者的病房环境对患者的病情的

改善及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将患者置于安静、舒适

以及整洁的病房环境之中，定期地打开窗户进行通风，采用湿

式的方式加以清扫，确保病室内的空气清新，将室内温度控制

在２０℃左右，相对湿度控制在５５％ ～６０％范围内。对人员的
探视应尽量限制，病室内的空气每天均需用紫外线进行消毒。

只有保持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才满足了患者疾病康复的首要条

件［４］。②保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胰头癌患者由于手术导致
行动不便，患者排痰障碍，呕吐物不能及时吐出。手术过程中

所产生的体液液等易被误吸而导致呼吸道梗阻、窒息甚至吸入

性肺炎，需立即清除口咽异物，用吸引器吸出口咽部分泌物及

呕吐物，应及时向患者提供氧气。在必要的时候行气管切开手

术，对中枢性呼吸功能不全者需尽早使用呼吸机，从而减少低

氧血症的发生，降低死残率［５］。③加强基础护理。ａ．由于胰头
癌患者刚行手术治疗，抵抗力非常低下，应该注意采取保暖措

施，这样就可以很好地避免患者因为受凉而发生呼吸道感染；

ｂ．积极做好对患者的口腔护理：口腔护理的基本溶液为生理盐
水，口腔黏膜受损的患者一般采用浓度为３％的双氧水进行护
理；ｃ．定时翻身、拍胸、叩背，这样能够加大肺通气量，刺激咳
嗽，帮助排痰及气管内深度咳嗽［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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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诊断标准
１．３．１　肺部感染诊断标准　排除既往肺部感染的患者，入选
胰头癌患者出现如下项目中≥３项的患者即可以确诊为肺部感
染：①出现咳嗽及咳痰等呼吸系统疾病；②双肺湿性音，呼吸
音减弱或者不同程度的肺实变体征；③体温升高至３７５℃以
上，且伴随有白细胞计数≥１０×１０９／Ｌ；④患者痰菌培养有致病
菌生长或出现。

１．３．２　患者生存质量评估标准　本研究中使用的患者生存质
量评估标准为：总共为１４４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项目：患者的
自觉症状、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心理情绪状态以及躯体生理功

能状态等。严格按照上述几个项目，对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进

行评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加以统计、处理与分
析，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肺部感染临床疗效对比　对照组患者肺部感染
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为６７５％（２７／４０），观察组为９５０％（３８／
４０），两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具体见表１。

表１　两组胰头癌术后患者肺部感染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０ ７（１７．５） １１（２７．５） ９（２２．５） １３（３２．５） ６７．５
观察组 ４０１４（３５．０） １６（４０．０） ８（２０．０） ２（５．０） ９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生存质量对比　患者生存质量总得分
对照组为（１０３±６）分，观察组为（１３３±８）分，两组生存质量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见表２。

表２　两组胰头癌术后患者护理后的生存质量比较（ｘ±ｓ，分）

组别　 ｎ自觉症状 心理情绪状态 躯体生理功能状态 日常生活 社会活动 总得分

对照组 ４０ ５６±６ １３±６ １８±７ １７±５ ２１±７ １０３±６
观察组 ４０ ６６±９ １４±７ ２４±８ ２４±６ ２３±８ １３３±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胰头癌的发病原因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但已发现某些因素

与胰腺癌的发病关系密切。大量的研究支持胰腺癌与吸烟有

确切的相关性。脂肪膳食在实验模型中被认为可能与胰腺癌

有关，且更高的体重指数也和风险增高相关。对化学物质如β
萘胺及对二氨基联苯的职业暴露也和胰腺癌发生风险升高有

关。患有糖尿病、慢性胰腺炎和胆石症的患者，胰腺癌的发病

率较正常人高２～４倍。胰腺癌患者的亲属患胰腺癌的危险性
增高，约有３５％的胰腺癌是通过遗传形成的。胰头癌患者由于
损伤较重，常伴有意识障碍并卧床，用药较复杂（如激素、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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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脱水剂的应用），接受各种侵入性检查、治疗、护理措施等均

为肺部感染的高危因素。同时因外伤后，机体免疫功能抑制，

从而易引起肺部感染，而肺部感染反过来加重继发性损害。因

此能否有效地控制肺部感染是改善患者通气，增加脑部供氧，

从而减轻继发性损害，最终改善预后、降低病死率的重要手段

之一［７－９］。

由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肺部感染临床治疗的总有

效率为６７５％（２７／４０），观察组为９５０％（３８／４０），二者临床治
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根据患者生
存质量评价标准得出：对照组患者生存质量总得分为（１０３±６）
分，观察组患者为（１３３±８）分，两组患者护理后的生存质量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综上所述，将预见性护理用于胰头癌术后肺部感染患者之

中，其临床效果显著，具有较为理想的应用价值，应予以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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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重测信度为０．８７，内部一致性平均相关系数为０．７４，判定
婚姻满意情况的准确性为８５％～９０％，本研究选用其中的夫妻
交流、性生活和婚姻满意度（分别有１０个条目）对患者婚姻生
活质量进行评估。将１～５分分别赋予以下情况：“确实是这
样”、“可能是这样”、“不同意也不反对”、“可能不是这样”及

“确实不是这样”。将得分之和计为总得分，患者的总得分越高

反映患者的婚姻生活质量越高。Ｏｌｓｏｎ婚姻质量调查问卷共进
行２次，分别于患者入院时及实施干预３月后由责任护士和患
者一对一完成。每次发放问卷时，均将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详

细向患者解释清楚，在取得患者同意和统一指导语后，嘱患者

当场填写完成调查问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数值
变量用（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干预组干预前后患者婚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进而说明对直肠癌造口术后患者
进行个性化和有针对性的综合护理干预，可明显改善患者婚姻

质量，见表１。
表１　对照组和干预组婚姻质量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夫妻交流 性生活 婚姻满意度

对照组 ２５ 干预前 ３１．８２±４．２５ ３０．２９±５．８６ ３０．２３±５．４８
干预后 ３２．２１±５．０１ ２９．５７±５．７４ ３１．４４±６．０７

干预组 ２５ 干预前 ３２．０３±５．８２ ３０．０６±５．９８ ３１．２８±５．２６
干预后 ３７．１６±６．１７ ３４．３４±６．５６ ３５．８３±６．７５

３　讨论
　　直肠癌造口术对患者是一种较强烈的创伤性经历和精神
刺激［６］。由于多数患者对直肠癌造口术缺乏一定的认识，患者

常常会有较多的不良情绪，如情绪低落、婚姻满意度和自我评

价降低等，从而降低了患者婚姻生活质量。有调查［７］显示患者

及其配偶在直肠癌造口术后有一定的心理困扰和知识缺陷。

本研究根据患者及配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并结合患者日常

生活面临的问题，通过一对一辅导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康复知识

教育，对那些存在心理障碍的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向他们讲授积极心态及情绪在抗癌斗争的重要作用、良好稳定

的情绪及增进夫妻间的情感交流可提高婚姻生活质量。

直肠癌造口术后患者常有轻重不一的心理障碍，常常表现

为自卑抑郁、情绪低落及敏感多疑等［８］，由于自身疾患给患者

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和手术造口带来的自身形象损害进

一步增加了患者的心理负担，进而致使患者对婚姻生活的期望

值和前景降低。同时，因患者患病致使其配偶一方面承担更重

的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还要其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来积极

配合配偶的治疗，这都致使患者的配偶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障

碍。由于丧失了维持较高婚姻质量所必须的条件使他们的婚

姻存在更多的危机，夫妻情感交流变得更为困难。而在很大程

度上对彼此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和睦相处和互敬互爱的夫

妻关系是保持夫妻双方身心健康的“良药”。

薛岚等［９］研究表明对癌症患者进行必要的有针对性的心

理干预，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根据他们可能存在或已

存在的不良心理问题进行必要的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采用解

释、积极暗示、劝导及支持鼓励等方式，协助他们理性表达自己

的不良情感，使他们懂得良好稳定的情绪及增进夫妻间的情感

交流可提高婚姻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对直肠癌造口术后患者采用必要的有针对性和

个性化的综合护理干预措施，不仅可充分满足患者对信息的需

求、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而且可提高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

改善患者的婚姻质量，进而达到提高直肠癌造口术患者的生活

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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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５５４．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５３０２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ｃ
ｐｕｒｐｕａ，ＴＴＰ）是一种少见的微血管血栓———出血综合征。以女
性多见，任何年龄均可发病，但大多数在 １０～４０岁［１－２］。

７４％～１００％的患者表现为“三联症”［３］（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
血、进行性血小板减少、神经系统异常），４０％ ～７３％有典型的
“五联征”［４］（合并发热和肾损害）。ＴＴＰ典型病理变化为微血
管中广泛的透明的玻璃样血栓形成。近年来血浆置换（ｐｌａｓｍ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ＰＥ）用于 ＴＴＰ治疗后，患者的预后大为改观，死亡率
已由９０％降至３％ ～２２％［５］。二尖瓣置换术后并发 ＴＴＰ者极
为罕见，国内外尚未见有详细报道。我科采用血浆置换成功治

疗二尖瓣置换术后并发ＴＴＰ１例，现报告护理体会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介绍［６］　患者，女，４１岁。因“活动后胸闷、气短 ４
年”入院。入院后查体：二尖瓣面容，心率 ７７次／ｍｉｎ，心律不
齐，心音强弱不等，心前区可闻及双期杂音，Ｐ２音亢进，脉搏短
拙。心脏彩超提示：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中度狭窄并中 －重
度关闭不全，三尖瓣轻－中度反流，肺动脉高压，心律不齐。超
声心动图显示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开口面积１．０６ｃｍ２）完善相
关检查（体温见图１，血小板计数见图２）后在全麻、体外循环、
低体温下行“二尖瓣置换术”。术中保留部分后瓣，采用

ＳｔＪｕｄｅ２７号双叶机械瓣膜行瓣膜置换术，手术转机１１５ｍｉｎ，心
脏停跳４３ｍｉｎ，手术过程顺利。术后超声心动图提示主动脉瓣
放置良好。当日患者全麻苏醒后，呼之能应，意识淡薄，躯干、

四肢少量淤斑。给予头孢西丁钠（３ｇ／ｄ，１次／ｄ）预防感染。术
后第２天，患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烦躁，呼之不应）、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症状（躯干、四肢大量

淤斑）、发热（见图１）、血小板计数减少（见图２）、给予输注血小
板（４００ｍｌ）后，病人发烧不减、血小板计数持续下降。急诊抽
血液生化检查：血清ＬＤＨ是８２１Ｕ／Ｌ，总胆红素７．７μｍｏｌ／Ｌ（直
接胆红素２．１μｍｏｌ／Ｌ、间接胆红素５．６μｍｏｌ／Ｌ）；尿液分析提示
蛋白质（３＋），白细胞（－），血红蛋白（２＋），胆红素（１＋）。
Ｃｏｏｍｂｓ实验（－）；ＰＴ、ＡＰＴＴ处于正常范围，肝脏和肾脏功能也
正常。体格检查心肺系统、腹部无特殊阳性发现。腹部超声、

颅脑ＣＴ和磁共振成像没有发现异常。请血液科会诊，高度怀
疑ＴＴＰ。给予地塞米松（１０ｍｇ）肌注，同时输入大量的新鲜冷
冻血浆和红细胞。病人症状未见好转。再次请血液科会诊，符

合ＴＴＰ诊断，给予一次血浆置换（２０００ｍｌ冰冻血浆）。８ｈ治疗
后，病人开始体温下降（见图１），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患者清
醒，呼之能点头，对光反射正常）。８ｄ后患者平稳出院，而没有
进行第２次ＰＥ。
１２　护理经验　ＴＴＰ是一种少见的微血管血栓———出血综合
征，其在血液内科就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其出现在二尖瓣置换

术后尚未见有报道，病人特殊的护理经验也未有报道。我们通

过该病人的护理总结出如下经验。

１２１　神志观察　病人全麻术后，患者神志逐渐恢复，多于术
后数小时内全麻清醒，之后依据病情选择是否拔除气管插管。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７０湖北省武汉市，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心胸外科
通讯作者：许贵华，电子信箱：４２０７３１７２４＠ｑｑ．ｃｏｍ

该病人全麻苏醒后，呼之能应，意识淡薄。未达到拔除气管插

管指针，术后第２天患者出现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烦躁，
呼之不应。行颅脑ＣＴ和次共振检查排除神经系统疾病，而又
不能以其它并发症解释。作为护理工作者，我们应报告给管床

医生，同时密切注意并记录患者神志情况。同时注意是否伴有

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症状，如呕吐、视乳头水肿等。

　图１　患者体温变化情况［６］

　图２　患者血小板计数变化情况［６］

１２２　体温测量　发热是体外循环术后早期的常见现象，早
期发热是体外循环对机体损伤的反应，多数学者认为与白细胞

介素水平反应性升高有关。同时手术后由于组织损伤，蛋白质

分解，需要机体吸收，此时会发热。同时手术本身是一种应激

作用，也会导致机体发热。但术后成人患者一般在 ３８℃左
右［７］，维持数天即恢复正常，如体温高于３８．５℃，应考虑到不
是上述正常病理生理因素所造成的。是否发生感染，是否出现

中枢性体温调节障碍？该患者术后２ｄ，血象白细胞不高，同时
排出颅脑疾病，不是常规感染或中枢神经系统障碍所致。我们

密切测量体温，同时给予物理降温措施，同时遵医嘱给予药物

降温。尽管如此，患者降温效果不佳。

１２３　皮肤观测　皮肤问题一直都是围术期护理中的重点之
一。该病人在术后第２天出现躯干、四肢大量淤斑。我们需要
与传统的压疮相鉴别。压疮是指身体局部组织长时间受压，血

液循环发生障碍，局部组织持续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而致的软

组织溃烂坏死。好发部位压疮好发部位压疮好发部位压疮好

发部位骶尾部、髋骨、左／右耳廓、肋骨、股骨粗隆、膝关节的内
外侧、内外踝处、面颊、肩峰、肘、髂嵴、足跟、坐骨结节、肩胛骨

等部［８］。该病人主要出现在躯干及四肢，没有受压的地方一样

存在，而且散在，非成块。针对以上情况，我们以多年的临床经

验感觉此患者非压疮所致，但又不能以科学的诊断诊断这一现

象时，我依然给予温水擦浴清洁患者的皮肤，５０％红花酒精倒
入掌心，从两侧由轻 －重 －轻按摩５～１０ｍｉｎ，同时应用气垫
床，给予密切翻身等对症护理。

·３５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７月 第１１卷 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７　　



１２４　出入量的观察　出入量是体外循环术后重要的观测指
标，尿的颜色，多少直接关系到患者体液、电解质的平衡，最终

影响患者内环境的稳定。本患者术后尿色泽及出入量基本正

常，但并不能从简单水平上判断患者的内环境情况。密切监测

患者肾功能、尿分析情况仍有必要。同时，动态监测患者每小

时出入量，注意出入平衡。

２　结果
　　通过上述特殊的病史、重要的护理情况、临床体征、影响学
检查及实验室检查，我们医护普遍认为该患者不是一般的麻醉

反应，也非普通的神经系统疾患。请血液内科主任医师会诊，

诊断为：符合ＴＴＰ。我们再次查阅相关文献［９－１０］，支持和赞同

这一诊断。立即给予必要的临床措施，包括血浆置换。同时结

合患者病情，给予个体化护理。患者得以顺利康复，出院。

３　讨论
　　由于心胸外科患者大手术后患者病情重、变化快、并发症
多，在临床重症监护工作中我们更深深体会到护理工作责任的

重大。不应只是简单的治愈疾病，而且更应根据病人病情的独

特现象，进行思考、总结。积极参与疾病的病情讨论，与相似疾

病进行鉴别。敢于发现术后新的并发症。本例患者出现二尖

瓣置换术后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如果没有医护共同的努

力，综合分析、及时有效的会诊及护理人员密切观察，病人就不

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在以后的我们要充分发挥护理工作

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良好的护患关系，护理质量才能得到

进一步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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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创新培训考核前后护士的考核成绩进行

比较，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对传统培训组（２０１１年）和创新培训组（２０１２年）参加操作
考试的护士考核成绩进行比较（优秀≥９５分，合格≥９０分，不
合格＜９０分），见表１。
表１　传统培训组与创新培训组护士护理技术操作考核成绩比较（人，％）

组别 总人数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传统培训组 ３７４ １３０（３４．８） ２２３（５９．６） ２１（５．６）
创新培训组 ３９８ １７９（４５．０） ２１１（５３．０） ８（２．０）

　　注：两组间比较检验统计量是ｕ＝３．３１１，概率 Ｐ＝０．００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３　讨论
３．１　传统培训的不足　由于每次参加培训的护士人数较多，
大多数人不能看清示范教师的操作演示，使得培训效果不

佳［３］。而在创新培训中，通过规范的示教，科室骨干操作护士

的操作技术可达到规范化，由他们对科室护士进行再培训，使

每一位护士都可以近距离地学习并掌握技术操作的要领，从而

提高全院护理技术操作的培训效果［４］。

３．２　两种培训考核方式的对比　传统培训采用全院护士每年
仅完成一项操作考核的方法，由于培训项目多，护理人员必须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备考，加之工作压力大，极易使其产生

反感情绪，影响考核效果［５］。新的考核模式，一是每月对１项
操作进行培训及考核，二是对医院当年培训过的操作，年底由

各科依据科室自身的专业特点及临床实际工作需求，自行选取

２项操作由院部集中考核，易被临床护士接受，因与自身经济收
入及评先评优挂钩，大大激发了临床护士操作训练的主动性及

学习热情，从而保证护理质量。

３．３　创新培训方法的优势　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是对护理
工作最公正、最客观的评价［６－７］。创新培训方法要求护士主动

贴近临床、贴近患者，有利于提高患者满意度及护理质量。另

外，示教室老师在制定各项操作流程时，特别注重对患者的病

情观察、沟通交流、人文关怀等方面的示范指导，使护士操作流

程统一化、规范化，增加了患者在护理过程中的信任感，提高了

护理服务的质量［８－９］。

３．４　创新培训及考核方法有利于改进护理技术及更新知识　
传统培训方法每年集中进行一次操作项目的随机抽考，参加考

试的护士压力大，容易应付了事。创新后的考核将考核任务分

配至每月，且护理部每月提前将考核项目及流程下发，操作组

成员有充足的时间对护理技术及流程进行完善，并能及时将知

识的更新告知每一位临床护士，也促进了专科护士的培养与发

展［１０］。本文统计数据也表明，创新培训组技术操作考核优秀

率由传统组的３４．８％上升为５９．６％，不合格率由５．６％下降为
２．０％。以骨干操作员为主的培训、考核模式有利于提高护理
人员操作训练的主动性及操作能力，为护理质量的提升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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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血液透析患者并发感染性心内膜炎１例的护理
朱学敏，韩婷，闫萍，仲继红

【关键词】　血液透析；感染性心内膜炎；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５４２．４２　Ｒ４５９．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５５０２

　　肾移植术后需用免疫抑制剂进行抗排异治疗，导致患者免
疫力低，感染发生率高，而移植肾失功后在进行再次肾移植之

前必须血液透析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是血液透析患者致命

的合并症，一旦发生，病死率高达５０％［１］。２０１２年８月，本科
收治一例肾移植术后１４年，移植肾失功后血液透析并发感染
性心内膜炎患者，通过加强对患者有针对性地实施围手术期护

理，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男，４５岁，因尿毒症于１９９８年８月行右
侧同种异体移植术，术后持续免疫抑制剂治疗。２０１１年２月患
者出现咳嗽、纳差，当地医院诊断为“肺部感染、移植肾失功”，

２０１１年６月曾来本院肾脏科行移植肾术前检查，出院继续规律
透析等待肾移植。患者于２０１２年７月开始出现胸闷、气促，透
析期间明显，偶有干咳、呼吸困难，未予重视，２周后胸闷、气促
加重，并出现端坐呼吸，间断有褐色痰液咳出，且在透析期间出

现低血压、心率增快，透析未能顺利进行。７月３０日曾出现高
热（３９℃），静滴抗生素治疗后好转。８月１３日行末次血液透
析，透析１ｈ下机，急诊拟“移植肾失功”收入本院肾脏科行对
症支持治疗并行实验室及器械检查，明确诊断为“感染性心内

膜炎”，于８月２３日收住本科进行手术治疗，术后恢复良好，于
９月２０日出院。
１．２　手术方法与结果　患者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在全身麻醉
及体外循环下行主动脉瓣＋二尖瓣置换术。方法：胸骨正中切
口，建立体外循环，以 ２７ＭＨａｎｃｏｃｋⅡ生物瓣置换二尖瓣，以
２３ＡＨａｎｃｏｃｋⅡ生物瓣置换主动脉瓣。手术历时４ｈ，主动脉阻
断７１ｍｉｎ，体外转流１０８ｍｉｎ，手术过程顺利，术毕带气管插管安
返本科ＩＣＵ。

２　护理
２．１　术前护理　按心胸外科术前护理常规完善各项术前准
备。

２．１．１　心理护理　责任护士通过医院焦虑抑郁量表（ＨＡＤ）发
现，本例患者得分为８分且有情绪低落的症状，立即通知本科
室心理健康护理学组骨干并上报心理学组组长。原因分析：该

患者肾移植后１４年，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如今移植肾失功只
能血液透析维持，等待再次肾移植过程中需行心脏手术，长期

疾病折磨，大量的财物付出，非理性的认知、评价、信念和态度

可导致消极的情绪和行为［２］。心理骨干主动关心体贴患者，进

行心理访谈和疏导，运用ＡＢＣ情绪疗法改变其不合理的信念及
认知从而改变其抑郁状态，与家属进行沟通，告知家属２４小时
陪护并在告患者陪护书上签字，对该患者的心理状态每班评

估、记录、交班，启动自杀风险预案。该患者后重新树立战胜疾

病的勇气和信心，积极配合各项治疗与护理。

２．１．２　发热护理　正确测量体温，每４ｈ测量１次，严密观察
体温变化并记录，把体温真实变化反映在体温单上［３］。高热时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２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心胸外科
通讯作者：仲继红，电子信箱：１３９１３９９７９７８＠１６３．ｃｏｍ

卧床休息，调节病房合适的温度及湿度，大量出汗后及时用温

水擦拭皮肤，更换衣服和床单，适量的水分摄入，通过血液透析

和抽血检验，保证水、电解质的平衡。体温在３８５～３９０℃之
间给予冰袋物理降温；体温 ＞３９０℃时给予低温治疗仪降温，
同时每日行血液透析治疗时根据患者体温调节透析液的温度。

２．１．３　用药护理　及时采取血培养标本，采血时间宜选在寒
战或体温升高时和应用抗生素之前，根据血培养及药物敏感试

验结果选用抗生素，根据抗生素的浓度依赖性和时间依赖性合

理分配静脉治疗的时间，同时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万

古霉素输注时间应大于１ｈ，间隔时间不少于１２ｈ，使用留置针
按照美国输液学会静脉留置针留置时间为３ｄ的规定，每３ｄ
更换留置针。用填好日期的胶布固定三叉接口，为换药、拔针

提供依据［４］。

２．１．４　血液透析的护理　患者入科后即行右颈内静脉置管并
床边血液透析治疗，稳定内环境并缓慢脱水，每日定时称体重，

做好出入量记录。透析前后均严格无菌操作，透析过程中监测

血压每小时１次，颈内静脉导管接头处用无菌纱布包裹，外用
无菌治疗巾覆盖，护士每天床边评估颈内静脉置管，观察穿刺

部位有无红、肿、热痛、分泌物或血液渗出等感染迹象或者危险

因素［５］。

２．２　术后护理
２．２．１　严密监测血流动力学变化　患者术后早期应用正性肌
力药物（多巴胺、盐酸肾上腺素、米力农）持续注射泵深静脉给

药以维持血压和改善心功能，续药时动作迅速及时，按照先走

泵后换药的原则，以防血压波动过大。采用连续有创及无创血

压监测，有创血压采用桡动脉内插管测压，妥善固定，准确记

录。

２．２．２　心律失常的监测与护理　患者术前口服胺碘酮稳定心
律，术后早期发生室性心律失常，密切监测心电图变化，勤查血

气分析，防止因电解质紊乱而导致心律失常。遵医嘱予艾司洛

尔４ｍｇ＋５％葡萄糖稀释成５０ｍｌ，经深静脉微量泵入３ｄ，后改
为美托洛尔片２５ｍｇ口服每日１次，给药前监测心率，低于６０
次／ｍｉｎ不给药并汇报医生。
２．２．３　气道护理　患者术前已有肺动脉高压（肺动脉压 ７５
ｍｍＨｇ）及双下肺炎症，因此术后严格监测潮气量、呼吸频率、
气道压力，根据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及时调整呼吸机参数［６］。做

好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ＡＰ）的预防：①抬高床头３０°～４５°；②
每日口腔护理２～３次；③接触患者前后洗手；④吸痰时使用手
套；⑤帮助和协助患者早期活动，经常性变换体位；⑥加强气道
湿化，降低分泌物粘度；⑦气囊压力保持在２５～３０ｃｍＨ２Ｏ（１
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⑧用声门下可吸引导管直接吸出气囊上
的分泌物；⑨呼吸机湿化罐的液体２４ｈ更换，呼吸机管路更换
间隔＞４８ｈ；⑩履行在上午１０时日常镇静中断，评价神经功能
状态。患者辅助通气时间为４０ｈ，拔除气管插管后给予面罩吸
氧，吸氧流量为５Ｌ／ｍｉｎ，密切监测患者呼吸情况及血氧饱和
度，及时抽查血气分析，指导患者深呼吸和有效咳嗽的方法，遵

医嘱定时雾化吸入３次／ｄ，配合给予静脉滴注沐舒坦，有利于
痰液排出。

２．２．４　低血容量性休克的预见性护理　血液透析过程中容易
发生低血压，若未能及时补充有效循环量可迅速发展为低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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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休克，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同时低血容量性休克发生

的影响因素较多，因此在透析治疗过程中采取预见性护理措

施，有效地防止了低血容量性休克的发生。护理措施有：①掌
握患者透析前的用药情况，部分降心率药物同时有降血压的作

用，应及时汇报医生；②每小时监测生命体征并记录，脉搏是休
克观察的重要指标，脉搏频率快慢的变化往往在血压下降之

前［７］；③透析过程中避免患者突然变换体位而引起回心血量的
变化；④在透析早期注意透析液流速，必要时可降低血液流速
及透析液流速［８］；⑤及时治疗腹泻；⑥观察患者有无头晕、黑
、恶心、胸闷、呼吸困难的症状。

２．２．５　出院指导　为患者提供心脏生物瓣膜置换术后的健康
教育手册，指导其注意休息，避免劳累，加强营养，预防上呼吸

道感染，合理饮食，限制水分，定期门诊复查。心理骨干指导患

者在出院后等待再次肾移植过程中保持健康心态、阳光心情的

方法。

该患者在移植肾失功后血液透析过程中并发感染性心内

膜炎，病情发展快，病程长，对护理要求高。术前对症护理，加

强心理护理，改变负性心理。术后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加强气

道管理，针对血液透析过程中常发生的低血容量性休克采取预

见性护理，同时做好出院指导是术后康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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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而鼻腔填塞的方法影响患者正常通气、引流或吞咽，可

能造成黏膜糜烂继发感染，在填塞或抽取纱条时，患者虚脱休

克的现象时有发生，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４］。特别对老年鼻

出血患者有心血管疾病史，一般情况较差，由于反复出血，患者

常伴有情绪紧张，反复鼻腔填塞过程中可能发生意外，该类患

者行鼻腔填塞后出现血氧分压下降，二氧化碳分压升高，进而

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５］。而微波治疗无需填塞鼻腔，可缩短

疗程，减轻痛苦。

总结临床治疗与护理体会如下：①治疗的基本原则：只有
准确查找出血部位才能达到迅速有效的止血。静止期出血部

位一般呈火山口样隆起，或呈同心圆样点状，周围有或没有血

迹，轻触之可诱发出血［６］，而有的出血部位呈片状黏膜糜烂或

条状扩张的毛细血管。②注意事项：操作时动作要稳、准、轻，
范围不可过大、过深，特别是鼻中隔位置的止血或需双侧同时

治疗的患者尤其要注意操作的要领，以防鼻中隔穿孔等严重并

发症的发。③心理护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要做好相应的心理
护理，因鼻出血患者可直接看到血液从鼻孔中流出，同时又惧

怕治疗中的痛苦，所以大多数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情绪紧张、

恐惧等不良心理，而这种不良情绪可导致患者血压增高而加重

出血。对于患者出血量大或反复出血多次，无论是心理上还是

身体上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容易出现恐惧、焦虑、悲观的心理

反应［７］，所以治疗前稳定患者的情绪是必要的，应向患者介绍

以往成功的治愈病例，并告之微波治疗的简单过程和可能出现

的一些不适，让患者了解治疗过程中痛苦小、时间短、安全有效

等优点，消除患者紧张恐惧的心理，使其积极配合治疗。治疗

过程中让患者尽量放松，采用腹式呼吸，在可能的情况下和患

者进行适当的交流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如果是儿童患者可让

其父母陪同以稳定其情绪，帮助完成治疗。④健康教育：通过
健康教育，调动患者治疗的积极性，提高自我保健能力，降低鼻

出血的复发率［８］。给以常规健康宣教的同时还应根据不同类

型鼻出血病人给予相应有针对性的健康宣教措施。尤其针对

反复鼻出血的病人，做好预防鼻出血的教育措施，通过发放健

康教育手册和护士口头宣传教育方式，让病人了解鼻出血的原

因、处理方式和注意事项［９］。治疗结束后嘱咐患者饮食应清淡

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以富有营养的高蛋白食物为主，多吃蔬

菜和水果、多饮水，特别是老年患者要注意保持大便通畅；嘱患

者不要用力擤鼻，不可用手挖鼻；儿童患者尤其要注意以上问

题。如果是在干燥的环境如秋、冬季或使用空调的房间中可增

加空气的湿度，以防鼻腔黏膜干燥。如鼻腔黏膜过于干燥可用

油性的复方薄荷滴鼻液或适量涂抹金霉素眼药膏以防止术后

继发性出血。还应教会患者或家属发生鼻出血时的应急处理

办法：首先采用舒适、自然、放松、安静的仰卧位，头部抬高

１０°～１５°［１０］。用手指捏紧两侧鼻翼约１０ｍｉｎ，同时可用冰袋或
冷水毛巾敷前额，需放松心情、避免紧张情绪。口腔内如有血

液应吐出不要咽下，防止血液刺激消化道，并可估计出血量的

多少。如果仍不能止血且出血量较大，应及时去医院就诊，防

止病情加重或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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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染禽流感 Ａ（Ｈ７Ｎ９）１例诊治分析
宋克义，马景贺，张友桂，张贺，郭秀荣，李敏

【关键词】　禽流感；Ｈ７Ｎ９；重症肺炎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１　Ｒ５６３．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５７０３

　　人感染Ｈ７Ｎ９是由Ｈ７Ｎ９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自２０１３年２月以来，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
省先后发生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病例，病死率较高。早发现、早

报告、早诊断、早治疗，加强重症病例救治，中西医并重，是有效

防控、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关键。本院收治１例Ｈ７Ｎ９感
染患者，系安徽省省内收治的首例病例，成功治愈出院，现报道

如下。

１　病例介绍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５５岁，系“咳嗽、咳痰伴发热６ｄ”，
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入院。入院前６天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咳嗽
咳痰并发热，体温最高３９．５℃；咳嗽呈阵发性，黄色脓痰，量中
等，并伴有咯血；无肌肉酸痛、无头痛、无腹痛腹泻等症状。在

当地对症治疗后（具体用药不详），症状无好转，并逐渐出现痰

中带血，胸闷，呼吸困难，入住我院呼吸内科。入院时查体：Ｔ
３９．５℃ ，Ｐ９０次／ｍｉｎ，Ｒ２０次／ｍｉｎ，ＢＰ１６０／１００ｍｍＨｇ（１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神志清楚，精神差，喘息貌，推入病房；听诊
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中等量湿音，余未见明显阳性体征。４
月１日我院胸部ＣＴ示：两肺肺炎，右肺为主；血常规示白细胞
１．２１×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 ０．７６×１０９／Ｌ；血气分析，ｐＨ７．５３，
ＰａＣＯ２２２．９ｍｍＨｇ，ＰａＯ２：５５．８ｍｍＨｇ（吸氧情况下，氧流量３
Ｌ／ｍｉｎ）。既往“高血压病史”６年，从事贩卖家禽职业。
１２　诊疗经过　入院后诊断考虑重症肺炎并发ＡＲＤＳ、高血压
病（２级 高危）。患者高热，咳黄脓痰，白细胞计数降低，肺部
ＣＴ两肺肺炎，予以万古霉素（１．０ｇ静滴，每１２ｈ一次）联合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４．５ｇ静滴，每６ｈ一次）抗感染、祛痰、平喘、
吸氧、小剂量激素（甲强龙４０ｍｇ静推，每１２ｈ一次）、控制血压
等处理。肺部ＣＴ提示双肺渗出性病变，呈磨玻璃样，主要累及
肺间质（见图１），参照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合并肺炎的影像表现［１］，

结合患者从事贩卖家禽职业，不能排除病毒感染可能，故给予

奥司他韦抗病毒（７５ｍｇ口服，２次／ｄ），同时予以单间病房隔
离，留取咽拭子送病毒学检查。４月４日亳州市疾控中心报甲
型流感病毒核酸引物检测阳性，未分型，标本送省疾控中心检

测。５日重取咽试子送省及国家 ＣＤＣ，同日将奥司他韦加量
（１５０ｍｇ口服，２次／ｄ），并加用免疫球蛋白（５ｇ／ｄ）。

　
　图１　４月１日肺部ＣＴ

　　４月６日复查肺部 ＣＴ示病灶较前加重扩大，尤其是左肺
（见图２），考虑病情危重，转入 ＩＣＵ单间隔离病房加强监护治
疗，免疫球蛋白改为１５ｇ／ｄ应用。７日省疾控中心及国家ＣＤＣ
检测报告结果为禽流感Ｈ７Ｎ９亚型。继续使用奥司他韦抗病毒
（１５０ｍｇ口服，２次／ｄ），结合抗感染、营养支持及免疫调节，同
时按照中医辨证施治原则辅以宣肺、化痰等中药汤剂治疗，患

者症状逐渐好转，体温趋于正常。４月７日再次送检咽试子，８

作者单位：２３６８００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ＩＣＵ
通讯作者：张友桂，电子信箱：ｑｉｕｚｈｉ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日结果示禽流感病毒ＰＣＲ检测阴性。

　
　图２　４月６日肺部ＣＴ

　　４月９日复查肺部ＣＴ示病灶较前吸收，左肺吸收较为明显
（见图３），抗病毒治疗疗程已达８ｄ，结合８日结果禽流感病毒
ＰＣＲ检测阴性，故停用奥司他韦。抗生素疗程已经８ｄ，故同时
停用万古霉素及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根据我科院内感染常见菌

株为鲍曼不动杆菌，故选用头胞哌酮舒巴坦控制感染。激素疗

程已经８ｄ故停用激素。当日痰培养示曲霉菌，痰涂片见到真
菌菌丝，尿培养见白假丝酵母菌，考虑患者应用广谱抗生素８
ｄ，不能排除真菌感染可能，予伏立康唑控制真菌。免疫球蛋白
减量为１０ｇ／ｄ应用，４月１１日免疫球蛋白停用。

　
　图３　４月９日肺部ＣＴ

　　４月１１日上午患者腹部出现红色斑丘疹，后皮疹较多，延
及到大腿及背部，下午出现高热３９．５℃，考虑药物热、药物皮
炎；予口服扑尔敏、盐酸左西替利嗪，停止其他所有药物治疗，

密切观察患者体温及皮疹情况。后患者体温逐渐正常，呼吸平

稳，全身皮疹基本消退，无脱屑。考虑患者仍有少量咳嗽咳白

色稀薄痰，４月１３日予以磷霉素抗感染；４月１５日停用所有药
物治疗，４月１６日停止吸氧。４月９日及１１日送检咽试子结果
均示禽流感病毒ＰＣＲ检测阴性。病程中患者心肌酶学示乳酸
脱氢酶升高，最高至１１４７Ｕ／Ｌ；肝功能轻微异常，总蛋白最低为
５３．８ｇ／Ｌ，白蛋白最低为２８．５ｇ／Ｌ，谷丙转氨酶高至６９Ｕ／Ｌ；电
解质有低钠、低钙血症。治疗上给予营养心肌（二磷酸果糖及

中成药黄芪、丹参），护肝（还原型谷胱甘肽），纠正电解质紊乱，

经治疗上述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４月１５日复查肺部 ＣＴ示病灶继续较前好转吸收（见图
４），临床症状、体征较前亦逐渐好转，１７日患者精神状态明显好
转，饮食正常，全身皮疹消失，轻微活动无明显胸闷气促，咳嗽

较前明显减轻，痰较少，为白色，能咳出，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

稳。查体双肺呼吸音粗，双下肺可闻及少量细湿性音。复查

血常规：白细胞５．３９×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６３．９％；淋巴
细胞百分比２３．４％；血气分析示氧分压６８．２ｍｍＨｇ（未吸氧情
况下）；根据国家卫计委第二版标准，准予患者转出ＩＣＵ。
　　在普通病房继续停药观察病情，观察２ｄ后病情平稳，恢复
顺利，根据国家卫计委第二版标准予以出院。住院期间患者体

温、白细胞、ＣＲＰ、氧分压变化趋势见图５～８。出院诊断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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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Ｈ７Ｎ９病毒感染）并发 ＡＲＤＳ、肝功能损害、心肌损
害；②高血压病（２级、高危）。出院后电话随访，患者一般情况
可，无发热，无明显咳嗽咳痰，一般活动下无胸闷气促表现。

　
　图４　４月１５日肺部ＣＴ

２　讨论
　　Ｈ７Ｎ９病毒呈现对禽低致病、对人高致病性的特点，发病
急，病情进展快。患者一般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如发热、咳嗽、

少痰、可伴有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重症患者病情发展

迅速，多在５～７ｄ出现重症肺炎，体温大多持续在３９℃以上，
呼吸困难，可伴有咯血痰；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脓毒症、感染性休克，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部分患者可出现纵

隔气肿、胸腔积液等，与重症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性肺炎临床特
征相似［２］。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白细胞总数一般不高或降低，重

症患者多有白细胞总数及淋巴细胞减少，可有血小板降低。血

生化检查多有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Ｃ反应蛋白升高，肌红蛋白可升高。
胸部影像学检查可见肺内出现片状影像，重症患者病变进展迅

速，呈双肺多发磨玻璃影及肺实变影像，可合并少量胸腔积液。

本例患者诊断按照 ＡＲＤＳ柏林标准［３］已经为中度 ＡＲＤＳ，发生
ＡＲＤＳ时，救治困难，目前临床救治的主要手段是保护性通气策
略，在常规通气仍不能满足氧合时，可采取俯卧位通气或高频

振荡通气。２０１０年发表的一项Ｍｅｔａ分析指出俯卧位通气能够
提高严重ＡＲＤＳ患者的生存率［４］。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重症患
者预后差，影响预后的因素可能包括患者年龄、基础疾病、合并

症等。

本例患者起病主要以发热、咳嗽咳痰为主，伴有胸闷，呼吸

困难。经治疗中体温逐渐下降至正常范围内，后再次出现高热

伴皮疹，考虑系药物皮炎、药物热。白细胞计数很快升到正常

范围内，治疗早期升高明显，考虑与抗病毒治疗有效和应用激

素有关。入院时ＣＲＰ较高，治疗后很快下降，后再次升高且较
明显，考虑与药物热有关。治疗后氧分压恢复较为理想，但每

日下午患者活动后仍出现氧分压下降，但都在６０ｍｍＨｇ以上，
具体变化可见图５～８。病毒性肺炎主要累及肺间质，可发生一
侧肺，也可发生双侧肺，本例患者起病后到我院行肺部ＣＴ检查
示双肺病变，主要累及右肺，４月６日复查肺部 ＣＴ示病灶较前
扩大，４月９日复查示病灶有所吸收，尤其是左肺，１５日复查示
双肺病灶大部分吸收，具体见图１～４。至发稿时随访未再次复
查肺部ＣＴ，病毒性肺炎肺部影像学上的吸收可能需要很长时
间，甚至一部分患者可终生遗留病灶肺叶或肺段肺纤维化表

现。本例患者尚需定期随访复查肺部 ＣＴ，明确肺部后继影像
改变。

　图５　体温变化趋势

　图６　白细胞变化趋势

　图７　ＣＲＰ变化趋势

　图８　ＰａＯ２变化趋势
　　本例患者救治成功，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①患者年龄相
对较轻，既往除“高血压病史”外，无特殊病史，提示既往免疫状

态较好。痰涂片见到真菌菌丝，尿培养见白假丝酵母菌，伏立

康唑应用３ｄ后停用，患者无发热，无尿频、尿痛等尿路感染症
状，故现分析真菌感染不成立，因此当时应用伏立康唑可能不

太合理，但很快停用了伏立康唑，措施果断及时；②患者入院后
立即予以奥司他韦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措施得当及时。依

据４月７日送检咽试子结果ＰＣＲ检测阴性，疗程８ｄ立即停用
奥司他韦抗病毒治疗。虽然停药时总病程已经１４ｄ，但我们根
据病毒核酸检测阴性后停用抗病毒药物更合理［５］；③早期小剂
量激素应用，尽管目前有争议，但早期小剂量应用，可以抑制早

期的炎症反应，又可以避免相关的不良反应。２００９年的一项研
究［６］表明对于早期的ＡＬＩ或ＡＲＤＳ患者，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
在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同时可以降低病死率；④患者高热，咳嗽
咳黄浓痰，入院时考虑病毒性肺炎，可能合并细菌感染，早期广

谱抗生素的应用，治疗中反复查痰涂片及培养，仅痰涂片见革

兰阳性球菌，未培养出细菌，可能存在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我

们在抗生素使用上及时降阶梯，很快停用，避免了后继严重的

二重感染问题，为治疗成功奠定了基础；⑤免疫球蛋白的应用，
调节了机体的免疫力，综合评价患者既往免疫状态，短疗程应

用后迅速停用；⑥中西医结合，急性期给予血必净静滴；继之中
医辨证施治并辅以宣肺、化痰等中药汤剂治疗；有研究表明血

必净注射液能改善ＡＲＤＳ患者呼吸功能及器官功能状态，缩短
机械通气和住ＩＣＵ时间［７］；⑦重症肺炎治疗原发病因前提下，
呼吸功能支持至关重要，必要时无创、有创呼吸支持治疗可以

提高抢救成功率。本例治疗中只要氧分压保持在６０ｍｍＨｇ以
上，氧饱和度保持在９０％以上，仅面罩吸氧氧疗，未使用无创、
有创通气支持；在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前提下，严格机械通气治

疗指证，避免了过度医疗及相关并发症；⑧本例患者入院后存
在重症肺炎、ＡＲＤＳ，由于及时抗病毒、免疫调理、中西医结合及
振动排痰等方法得当合理，病情没有继续恶化而出现多脏器衰

竭的表现，是治愈成功的保障。总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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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应用抗病毒药物是治疗成功的首要关键因素。

（志谢：本例人感染 Ｈ７Ｎ９重症肺炎系安徽省省内治疗首
例患者。在该患者的救治过程始终，安徽省卫生厅多次选派蚌

埠医学院一附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一附院和安徽

中医学院相关专业专家不辞辛苦到亳州市人民医院现场进行

指导；专家们敏锐的临床观察、独到的医学临床思维、严谨的治

学态度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为患者成功救治起到关键作用。

感谢每位专家对我们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专家们在学术上谦虚

谨慎的作风、孜孜不倦的精心指导将使我们受益终生，在此一

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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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１３５　治疗后护理　患者治疗后２４ｈ应对患处采取避光措
施，注意多饮水，避免食用光感性及刺激性食物，保持局部清洁

干燥。如照光部位出现轻度红肿疼痛及糜烂，多可自行缓解，

也可采用冷湿敷的方法减轻症状，程度严重者及时就医。告知

患者治疗期间穿着的衣裤不易过紧，穿宽松的全棉内裤，保护

创面，减少摩擦，透气性好有利于创面愈合。避免性生活或采

取安全措施并定期复查，让性伙伴做好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１４　疗效及复发判断　所有患者均在末次治疗后１～２周复
查，临床痊愈为疣体完全消退、黏膜恢复正常。治疗结束后随

访１２周，观察疣体复发情况及不良反应，复发为临床治愈后在
原发部位又出现新生疣体。

２　结果
２１　疗效与复发情况　４２例经３～４次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皮损
完全消退，其中４例患者复查发现复发，治疗后复发率９．５２％
（第４周复发２例，第６周复发１例，第８周复发１例）。再次进
行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无复发。
２２　不良反应　４例患者光照时局部有轻度灼热或刺痛感，可
耐受；２例患者治疗后有轻度水肿，１～２ｄ后出现红斑或浅表糜
烂，３～４ｄ后自行缓解；所有患者无瘢痕形成，无尿道狭窄。

３　讨论
　　尿道是尖锐湿疣的好发部位之一，由于其解剖位置隐蔽，
病变部位暴露困难，治疗较棘手。ＣＯ２激光是治疗 ＣＡ常用的
方法之一，可以快速清除可见的疣体，而无法清除疣体周边可

能广泛存在的亚临床感染和潜伏感染，因此该方法复发率高，

反复激光治疗还容易引起皮损处继发感染，甚至造成尿道粘

连、狭窄、排尿不畅等并发症出现［４－５］。ＡＬＡＰＤＴ是近年来新
兴的一种治疗尿道ＣＡ的方法［６－７］，尿道内 ＨＰＶ感染所产生的
临床皮损和亚临床状态增生活跃的黏膜细胞可选择性吸收

ＡＬＡ，细胞内ＡＬＡ经过一系列酶反应后，在有氧条件下，通过线
粒体内膜上原卟啉Ⅸ（ｐｒｏｔｏｐｏｖｐｈｙｒｉｎⅨ，ＰｐⅨ）氧化酶作用而最
终形成ＰｐⅨ。ＰｐⅨ是一种光敏剂，经波长为６３５ｎｍ的红光照
射后可以产生活性氧，从而导致增生活跃的细胞死亡，且光动

力疗法通过特制激光光纤可直接插入尿道，使尿道内隐蔽的病

灶充分暴露在光照下，对疣体周边可能存在的亚临床感染和潜

伏感染有较强的预防和治疗作用［８－１０］。因此，两者联合，既可

快速地将疣体去除，又可显著降低ＣＡ的复发率，是目前治疗尿
道ＣＡ的有效疗法。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尿道ＣＡ具有安全、高效的优

点，护理工作贯穿于治疗的整个过程，护理的关键在于治疗前

应充分消除患者的紧张和疑虑，做好心理护理，并做好对患者

的健康宣教，使患者能积极配合后续的治疗。敷药操作过程应

严格按照标准操作方案进行，做到敷药时间准确，照光到位，及

时发现不良反应并给予相应的处理。治疗后告知患者术后注

意事项及应急处理措施，并对患者进行定期回访。我们通过对

４２例尿道ＣＡ患者采用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的同时，
给予精心的护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疣体清除率为９５．２３％，
复发率为７．１４％，无瘢痕形成、尿道狭窄等副作用发生，可见良
好的护理措施是保证治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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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道·

利多卡因治疗乌头碱中毒所致顽固性室性心动过速１例
徐朝辉，杨克琴，付亮

【关键词】　利多卡因；乌头碱中毒；顽固性室性心动过速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９５．７３　Ｒ５４１．７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７１１６００２

　　顽固性室性心动过速在临床过程中属恶性心律失常，须急
诊处理，若处理不及时可危及患者生命。而中药乌头碱中毒所

引起的顽固性心动过速报告病例不多，需引起临床工作者重

视，以便及时有效的诊治。现将１例由乌头碱中毒所致顽固性
的室性心动过速诊治报告如下。

１　病例介绍
　　患者，男，６０岁，因口服中药“生川乌”２０ｇ后出现心悸头
昏，间断黑鏤，恶心呕吐，大汗淋漓，濒死感等症状，于２０１２年７
月９日傍晚１９：３０急诊入院。既往曾有强直性脊柱炎病史，否
认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脏病史。否认类似发作史。入院查体：Ｔ
３６℃，Ｐ２００次／ｍｉｎ，Ｒ２５次／ｍｉｎ，ＢＰ８０／５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神志谵妄，急性面容，大汗淋漓，皮肤黏膜无黄染，
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双侧瞳孔不等大等圆，左侧４ｍｍ，右
侧２ｍｍ，且呈椭圆形，对光反射消失。颈软，双肺呼吸音粗糙，
未闻及干湿音。ＨＲ２００次／ｍｉｎ，律齐，心音低钝，未闻及病理
性杂音。腹平软，肝脾肋下未及，无压痛反跳痛。四肢肌力尚

可。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入院后立即行心电图示

室性心动过速。在心电监护下给予利多卡因１００ｍｇ缓慢静脉
注射，后患者心电监护出现心室率降至１６０次／ｍｉｎ左右，频发
成对室性早搏及ＲｏｎＴ现象，此时血压恢复至９０／６０ｍｍＨｇ，并
于２０：００再次出现室性心动过速，患者出现间断黑鏤，恶心、呕
吐，濒死感，立即再次给予利多卡因 ５０ｍｇ缓慢推注，并予以
５％葡萄糖２５０ｍｌ＋利多卡因２５０ｍｇ以１～２ｍｇ／ｍｉｎ缓慢静滴
维持，于２１：４０患者神志转为清楚，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动过速，
偶发室性早搏，后继续予以维持电解质平衡，促进毒物排泄，预

防并发症及支持对症治疗。化验结果显示：血常规 ＷＢＣ
１４．９０×１０９／Ｌ，ＲＢＣ４．７２×１０１２／Ｌ，ＨＧＢ１０６ｇ／Ｌ，ＰＬＴ４４２×
１０９／Ｌ，Ｎ０．８０８Ｌ０．１５１；生化检查示：ＴＢ５．６９μｍｏｌ／Ｌ，ＤＢ１．０５
μｍｏｌ／Ｌ，ＡＬＴ２５Ｕ／Ｌ，ＡＳＴ３４Ｕ／Ｌ，ＧＧＴ３９Ｕ／Ｌ，Ｋ＋３．８７ｍｍｏｌ／
Ｌ，Ｎａ＋ １４４ｍｍｏｌ／Ｌ，Ｃｌ－１０２ｍｍｏｌ／Ｌ，ｉＣａ１．０４ｍｍｏｌ／Ｌ，ＢＵＮ
１２．１１ｍｍｏｌ／Ｌ，Ｃｒ１２４．９０μｍｏｌ／Ｌ，ＵＡ５１３μｍｏｌ／Ｌ，Ｇｌｕ９．７６
ｍｏｌ／Ｌ，ＣＫ６９Ｕ／Ｌ，ＬＤＨ３４９Ｕ／Ｌ，ＡＭＹ１４１Ｕ／Ｌ，ＣＨＥ４７０５Ｕ／
Ｌ，头颅ＣＴ示未见明显异常。心电图见图１、图２。
　　目前诊断考虑为：①急性口服中药“生川乌”中毒（重度）；
②室性心动过速，中毒性心肌炎。给予维持生命体征，抗心律
失常，促进毒物排泄及预防并发症等治疗２ｄ，患者痊愈出院。

２　讨论
　　生川乌为毛茛科植物乌头未经炮制的母根，主要化学成分
为丰富的糖类化合物及生物碱，其中有效及有毒成分为乌头原

碱类双酯型生物碱［１］，口服０．２ｍｇ即可中毒，３～４ｍｇ就会致
死。生川乌功能与主治为祛风除湿，温经止痛。本例患者既往

曾有强制性脊柱炎病史，故口服生川乌治疗。

乌头碱中毒临床表现主要在于神经和心血管系统。神经

系统表现为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的先兴奋后抑制效应；

心血管系统主要表现为严重且复杂多变的心律失常。乌头碱

导致心律失常的主要机理是对迷走神经的强烈兴奋效应，从而

作者单位：４３２１００湖北省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五内科
通讯作者：徐朝辉，电子信箱：５６５１４９３３３＠ｑｑ．ｃｏｍ

抑制窦房结和房室结；并且乌头碱可直接作用于心室肌，使其

产生高频异位节律，形成折返激动，使心脏各部位心肌的不应

期、传导性能不协调，复极不一致，形成多重折返，导致室速、室

颤的发生［２－４］。本例患者正是因乌头碱所致心血管损害。

　
　　注：示“室性心动过速”。

　图１　患者入院时体表心电图

　
　　注：示“室速得以纠正”。

　图２　患者经利多卡因治疗后的心电图
　　治疗乌头碱中毒重点在于尽早有效的纠正心律失常。作
为Ｉｂ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利多卡因增加细胞膜对 Ｋ＋的通透
性，抑制细胞膜对Ｎａ＋的通透性，显著抑制自律性，尤其是束支
及浦肯也纤维自律性［５］；可缩短 ＡＰＤ（动作电位时程）与 ＥＲＰ
（有效不应期），使ＥＲＰ／ＡＰＤ比值相对增加，控制因心肌局部传
导减慢而形成的折返激动，可选择性抑制心肌传导性，降低自

律性，提高室颤阈值，消除异位节律，纠正室性心律失常［６－７］。

本例患者在第一次静推利多卡因虽未能及时转复为窦性心律，

但明显减慢了心室率，改善了血流动力学，避免了因电除颤而

造成心肌损伤，后经维持利多卡因后转复为窦性心律。此外利

多卡因的中枢镇静效应也非常明显，且无抑制呼吸、降低意识

水平的作用，因此可有效对抗乌头碱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作

用，防止肌肉强直、抽搐导致的窒息及呼吸衰竭，改善预后，进

一步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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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早期正确应用利多卡因治疗因乌头碱中毒所致

的顽固性室性心律失常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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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１３６页）
压管，有一定硬度，为减轻膀胱测压管对尿道壁黏膜的刺激和

损伤，使测压管更易顺着尿道入膀胱，可将膀胱测压管浸泡在

７０℃的无菌生理盐水中２～３ｓ。③确定测压管放入膀胱后，在
尿道口胶布固定测压管，测定残余尿量。④腹压测压管套上避
孕套插入直肠，置入深度约１０～１５ｃｍ。腹压管插入直肠后再
排空气，注入生理盐水８ｍｌ排气，此时膀胱压、腹压值波动在±
（１～２）之间，调节压力省时。⑤膀胱灌注液体为０．１％呋喃西
林，呋喃西林具有杀菌、消毒作用，灌注速度不宜过快或过慢，

通常采用５０ｍｌ／ｍｉｎ或根据病人身高体重、膀胱容量换算，如有
不稳定膀胱或逼尿肌反射亢进可降至２５ｍｌ／ｍｉｎ，灌注液体温
度以３７℃最适宜，温度过高或过低对膀胱测压均有一定影响。
因此，在冬天可适当给灌注液加温。⑥在灌注过程中，随时询
问并记录病人膀胱的初感觉、初急迫感、强急迫感出现的时

间［４］。当病人出现强急迫感觉时，停止膀胱灌注，嘱咐排尿，排

尿期间保护好测压导管，防止用力排尿时被尿液冲出尿道。排

尿期患者会因排尿环境的改变、紧张、测压管的存在等原因不

能正常小便，这些因素都会对患者真实的排尿状态产生一定的

偏差，此时应尽量满足病人排尿习惯，改变体位，可采取诱导法

（听流水声），护士应耐心等待病人排尿，不要催促、不讲刺激性

语言，耐心等待病人排尿［５］。另外，在检查过程中每隔１ｍｉｎ让
患者咳嗽来检测测压管信号的敏感性并激活膀胱活动，若患者

咳嗽时膀胱压和腹压没有出现相应的峰值波动，有可能是管道

阻塞或有气泡，应及时检查测压导管的连接、是否有空气或测

压管滑出尿道［６］。若出现非真实图像，应排空膀胱重新灌注检

查。⑦在测压过程中，患者憋气，腹部用力，蹬腿，不适当的收
缩肛门等动作对检查有一定影响。因此，在检查中应细心倾听

患者心中的疑问，使患者主动配合［７］。

１．３．６　检查后护理　检查完毕，拔出膀胱测压管及腹压管，协
助患者下床防止摔倒，询问患者有无不适症状，告知患者有可

能出现１～２ｄ的尿频、尿急、尿痛，腰部不适等尿路刺激症状，
甚至可能出现血尿，这是由于测压管刺激尿道黏膜所致，指导

患者回去后多饮水，以达到冲洗膀胱及尿道的目的，上述症状

都能自行缓解［８］。并注意体温变化，必要时按医嘱口服１～２ｄ
抗生素，大量残余尿量患者，检查结束后应留置导尿管。

２　结果
　　患者积极配合自由尿流率及压力 －流率联合检查，经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自由最大尿流率与自由平均尿流率呈相
关，测压期最大尿流率与测压期平均尿流率呈相关，自由最大

尿流率与测压期最大尿流率及最大尿流率时压力呈相关，详细

见表１。
３　讨论
　　尿动力检查用以了解排尿功能及机制，以及排尿功能障碍
疾病的检查项目，目的是通过检查将患者的尿路症状用图形和

数据表现出来，为临床制定正确治疗方案和客观评估治疗疾病

转归提供依据［９］。由于该检查受精神因素、环境因素、操作技

术因素等影响，且检查对象多是年老患者，存在文化差异，感觉

表１　ＢＰＨ患者的尿动力学检测指标相关（ｍｌ／ｓ）

项目 ｘ±ｓ ｒ值 Ｐ值

自由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１３．２±７．９
自由平均尿流率（ｍｌ／ｓ） ５．２±３．３ ０．８８４ ０．０００
测压期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９．７±８．８
测压期平均尿流率（ｍｌ／ｓ） ３．２±２．１ ０．８１５ ０．０００
最大尿流率时压力（ｍｌ／ｓ） ４９．９±３９．５
最大压力时尿流率（ｍｌ／ｓ） ３．２±４．２ ０．１０９ ０．２５４
自由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１３．２±７．９
测压期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９．７±８．８ ０．２７１ ０．０１５
自由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１３．２±７．９
最大尿流率时压力（ｍｌ／ｓ） ４９．９±３９．５ ０．４３４ ０．０００

反应能力下降及患者对尿动力检查的恐惧和对操作者存在疑

虑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检查时要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检查

环境，在检查前、检查中与病人进行全程知识宣教及指导配合，

使患者达到最愉快的状态，或缩短、降低不愉快的程度自然状

态下完成排尿过程，并在检查过程中持续观察记录事件及测压

信号，对测压信号进行纠正和分析，从而使尿动力检查结果更

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助于提高临床诊治水平［１０］。因

此，在检查中正确的全程知识宣教及患者的主动的配合对尿流

测值的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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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例染色体大片段平衡易位致流产及家系分析
黄金林，陈碧艳

【关键词】　自然流产；平衡易位；大片段易位；遗传咨询；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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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色体平衡易位是由两条非同源染色体之间发生染色体
片段的交换，没有发生染色体物质的丢失或增加的易位，是最

常见的一种染色体结构畸变异常。由于染色体平衡易位具有

其自身的独特性，通常以小片段的平衡易位为常见，然而染色

体大片段易位却非常少见。现将病例报道如下。

１　病例介绍
１．１　基本情况　先症者，女，３２岁，农民。孕５产０，因反复流
产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１日夫妇俩到我院优生遗传门诊咨询。该女
身高１５６ｃｍ，体重５７ｋｇ，表型智力无异常，既往月经规则，初潮
１３岁，（３～５）／（２８～３０）ｄ，量正常，无痛经史。结婚５年，从未
采取避孕措施。自述曾经怀孕过５次，其中４次流产均发生在
停经３９～５２ｄ，一次是在停经１４周左右，因有阴道少量流血，
行Ｂ型超声检查发现胚胎停育，刮出宫内容物病理检查诊断
为：绒毛蜕膜组织，结合临床符合稽留流产。优生优育生物病

毒（ＴＯＲＣＨ）四项（ＰＣＲ检测方法）均阴性，否认有不良接触史
及慢性病史。

１．２　细胞遗传学检查　抽取先症者及丈夫、父亲、母亲、哥哥
外周血常规方法培养外周血淋巴细胞，制备染色体 Ｇ显带，在
油镜下进行众数分析，３０个，用北昂染色体核型分析软件分析
染色体核型 １５个。先症者染色体核型为：４６，ＸＸ，ｔ（１；１０）
（ｑ２１；ｑ２５），丈夫等家庭成员染色体核型分析均为正常。核型
分析结果见图１。

　
　图１　先症者及家庭成员１号、１０号染色体核型图

２　讨论
染色体平衡易位是人类染色体结构畸变异常最常见的一

种之一［１－２］。由于染色体平衡易位没有发生遗传物质丢失或

增加，所以染色体平衡易位携带者通常表型是正常的，往往在

生育年龄发生了流产现象引起重视，才被发现［３－５］。染色体平

衡易位的发生可分为家族性或自发性，家族性是指患者双亲的

某一方也带同样或与之有关的异常染色体，具有一个家系中上

下传递的异常染色体。自发性是指双亲任何一方体细胞中都

作者单位：５３３０００广西百色市妇幼保健院细胞遗传室
通讯作者：陈碧艳，电子信箱：ｂｓｔｅｓｔ２００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不存在的染色体畸变，其多在生殖细胞减数分裂过程以及胚

胎，胎儿生长早期从卵裂开始到细胞团形成之前的体细胞有丝

分裂过程，受遗传或外界因素造成的。本例染色体平衡易位携

带者通过对其父母及兄长的核型分析结果均未见异常，说明其

突变系自发性的。

对检出染色体核型为平衡易位的自然流产的夫妇进行遗

传咨询，评估子代的遗传效应及风险，可根据：①非平衡染色体
片段的大小；②非平衡染色体片段在染色体上基因的分布；③
平衡易位在染色体的部位；④易位染色体在有丝分裂过程中的
分离方式；⑤非平衡染色体片段在常染色体单倍体长度
（ＨＡＬ），当ＨＡＬ值 ＞２％的单体或 ＨＡＬ值 ＞４％的三体存活机
会罕见，而ＨＡＬ值＜０．５％的非整倍体片段胎儿存活机会就高。
因此，非平衡片段越小，所含基因越小，胎儿存活的机会就越

高。本例染色体平衡易位携带者的染色体核型为：４６，ＸＸ，ｔ（１；
１０）（ｑ２１；ｑ２５）。最大的特点是：在１号染色体长臂的２区１带
发生了断裂，重排接到１０号染色体长臂的２区５带上，而１号
染色体长臂的ＨＡＬ为４．６３％，短臂为４．６１％，１０号染色体长
臂的ＨＡＬ为３．２４％，短臂为１．４８％，属大片段的易位片段，在
染色体平衡易位的病例中是非常罕见的。由此产生的非平衡

衍生染色体均为易位大片段。１号染色体是人类染色体中最大
的一条，包含许多重要的基因。因而大片段的易位片段任何一

种分离方式均不可能发育成为正常个体，妊娠的结局往往是胚

芽或胚胎的停育或死亡。本例染色体平衡易位携带者多次发

生流产，且多是发生在孕早期，即便能妊娠到中期也是胚胎停

育，流产难免［６－９］。因此，对本例的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进行

遗传咨询、指导生育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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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组肾组织 蛋白的表达（免疫组化，×200）Nephrin
注：图1 为 组；图1 组；图1 1组；图1 2组；图1 3组。A NC B DM C DR D DR E DR为 为 为 为

B C D EA

B C D EA
注：图2 为 组；图2 组；图2 1组；图2 2组；图2 3组。A NC B DM C DR D DR E DR为 为 为 为

图2 各组肾组织 蛋白的表达（免疫组化）MCP-1

B C D EA
注：图2 为术 前腰椎 ， 示腰5峡部裂；图2 为术 中置入内 固定情况； 图2 为术 后1周 腰椎侧位片 ；图2 、2 为 术后10个月腰 椎A CT B C D E
CT,示椎弓峡部已骨性融合。

图2 腰5峡部裂典型病例影像

（见正文第1008页）

注：图1 示癌旁组织强阳性表达（×400）；图1 ；图1 ；图1A B C D示癌旁组织阴性表达（×100） 示癌组织中等阳性表达（×400） 示癌
组织阴性表达（×100）。

图1 癌组织及癌旁组织 29表达情况（免疫组化，×200）ERp

B C DA

（见正文第1022页）

注： 2在累 腺灶中 心部呈 弱阳性，MMP
形态类圆形，边缘钝。

图 1 2在 Ⅲ 累 腺 中 的 表 达MMP CIN
（ 染色，×100）IHC

注： 2表达 阳性增 强，边 缘部阳性MMP
也增强，形态呈犄角状。

图2 2在 中的表达（ 染MMP MIC IHC
色，× 00）2

（见正文第10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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