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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区域医疗联合体发展趋势的中国医改走向探讨（待续）
鲍勇，许速，杜学礼

【摘　要】　目的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医疗联合体服务模式进行分析，探讨区域内医疗资源重新整合
与配置，以医疗联合体的模式为居民提供周到、方便、温馨的医疗服务，并对该区域医疗联合体的体制机制、功能定位、考

核评价等方面进行设计与规划。同时对上海市闵行区医改进行了初步总结：上海市闵行区以信息化为支撑，通过构建以

“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以基本医疗、家庭医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内部管理为主要内

容的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探索了建立区域卫生事业经费统筹和增长制度，实施卫生事业经费统筹拨付补偿

机制；建立完善公立医院监管体系等工作，强化了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和公益性，极大地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有力地提升了健康管理的水平，实现了医药卫生事业管理向精细化、数字化、科学化的转变。通过此次对闵行区公

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的评估，旨在为上海市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基础，为“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深化公立

医院改革提供借鉴启示。

【关键词】　区域医疗联合体；制度设计；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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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实施医院集团或者医院社区
联合体能在整合医疗资源、理顺资源配置、解决“看病

难和看病贵”方面起到较好的作用。本文将在研究国

际医院社区联动体制与机制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医院

社区联动的初步经验，构建医院社区联动的模式，提出

医院社区联动策略与措施［１－７］。

１　国外医疗服务体系模式介绍
１１　英国　英国是政府主导型医疗服务体系的代表。
这个“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由基本护理机构、地区医院

和中央医疗服务机构组成，分别对应初级和二、三级医

疗服务机构。英国医院有严格的转诊制度，居民需要

在初级医疗机构登记，接受一名指定的全科医生，除急

诊外，一旦生病首先需要找全科医生诊治，全科医生在

确实无法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情况下才开具转诊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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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转向二级或三级医疗服务机构。从医疗机构的性

质看，全科医生开的诊所属于私人机构，由政府通过合

同的形式购买其所提供的全部医疗服务，通过合同管

理取代了事实上的身份管理。全科医生在对公众提供

医疗服务后，可以根据就诊人数和医疗工作量申请政

府津贴。与之不同的是，二、三级医疗服务的供给主体

是公立医疗机构，通过国家财政来提供经费［８－１１］。

１２　德国　德国是政府市场复合型医疗服务体系的
代表。该体系大致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开业医生，主要

负责一般门诊检查、咨询等；二是医院，负责各种形式

的住院治疗；三是康复机构，负责经医院治疗后的康

复；四是护理机构，负责老年以及残疾者的护理。在德

国，医院服务和门诊服务是分离的，医院仅限于提供住

院服务。政府不鼓励患者直接去医院就诊，患者一般

首先到开业医生的开业诊所就医，如开业医生认为有

必要进行住院手术治疗，患者凭门诊医生的转诊手续

转至医院，治疗完毕后，或者转至康复机构和护理机

构，或者由患者的全科医生负责接回进行术后治疗。

德国的医院有三种形式：公立医院、非营利医院和私立

营利性医院。公立医院是由政府直接 （下转第１７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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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协同刺激分子 ＣＤ４６诱导 Ｔ细胞分泌 ＩＬ１０的研究
徐亚青，王峻，林丹丹，赵杨

【摘　要】　目的　探讨补体调节蛋白ＣＤ４６作为一种新的Ｔ细胞共刺激分子参与Ｔ细胞活化的作用机制。方法　磁珠
分离纯化人外周血中 ＣＤ４＋ Ｔ细胞，在加入或未加入外源性 ＩＬ２情况下，采用 ＣＤ３／ＣＤ４６或 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培养。
ＥＬＩＳＡ方法测定培养上清液中ＩＬ１０、ＩＦＮγ及ＩＬ４的浓度，用氚标记胸腺嘧啶核苷（３ＨＴｄＲ）掺入法测定细胞增殖速率。
结果　在加入外源性ＩＬ２时，ＣＤ３／ＣＤ４６或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ＣＤ４＋Ｔ细胞分泌ＩＬ１０水平较缺乏ＩＬ２时明显增加。在中
等浓度ＣＤ３刺激下，以ＣＤ４６为协同刺激分子时，ＣＤ４＋Ｔ细胞分泌 ＩＬ１０水平较以 ＣＤ２８为协同刺激分子时水平升高。
以ＣＤ４６为协同刺激分子时，ＣＤ４＋Ｔ细胞分泌ＩＦＮγ水平降低，两者均无ＩＬ４分泌。在ＣＤ３／ＣＤ４６刺激下，ＣＤ４＋Ｔ细胞
增殖能力较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下显著降低。结论　ＣＤ４６作为一种新的 Ｔ细胞共刺激分子能够刺激 Ｔ细胞活化，并导致
ＩＬ１０分泌增加。
【关键词】　ＣＤ４６；Ｔ细胞活化；ＩＬ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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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Ｄ４６；Ｔ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Ｌ１０

　　Ｔ细胞活化的双信号学说，认为第一信号是 ＴＣＲ
ＣＤ３和抗原肽ＭＨＣ复合物结合后信号的提供，第二
信号则由协同刺激受体与配体相互结合所介导。随后

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抗 ＣＤ３单抗诱导的 Ｔ细胞增殖
中，抗ＣＤ２８的抗体可以模拟协同刺激信号［１－２］，共同

导致Ｔ细胞的激活。
ＣＤ４６是一种补体调控蛋白，广泛存在于人类除红

细胞外的其他各类细胞表面，是Ｉ因子的一个辅因子，
参与对补体片段Ｃ３ｂ、Ｃ４ｂ的降解，保护正常细胞免受
补体系统的破坏。最近的研究表明，ＣＤ４６是一种新的
Ｔ细胞活化辅助刺激因子，在与 ＣＤ３单克隆抗体共同
作用的情况下可激活ＴＣＲ［３］。本文研究在 ＣＤ４６辅助
刺激途径下，Ｔ细胞的增殖与活化功能。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　人淋巴细胞分离液 Ｌｙｍ
ｐｈｏｐｒｅｐ：购自 ＡＸＩＳＳＨＩＥＬＤ公司；ＩＬ２：购自 ｐｅｐｒｏｔｅｅｈ
公司；３ＨＴｄＲ：购自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ＣＤ４＋、
微磁珠分选试剂盒：购自ＳｔｅｍＣｅｌｌ公司；抗ＣＤ３、ＣＤ２８
功能性抗体：购自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抗ＣＤ４６功能性抗
体：购自Ｌａｂｖｉｓｉｏｎ公司；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ＦＮγＥＬＩＳＡ检测
试剂盒：购自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ＰＥＣｙ５ＣＤ４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２０００２４）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６０武汉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徐亚

青）；神经外科（王峻）；肿瘤科（林丹丹）；呼吸内科（赵杨）

通讯作者：徐亚青，电子信箱：１５３９２８８５２２０＠１６３．ｃｏｍ

人荧光抗体：购自 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磁性细胞分离器：
购自法国ＳｔｅｍＣｅｌｌ公司。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正常人外周血 ＣＤ４＋ Ｔ细胞的分离　采集健
康人外周血，肝素抗凝，经 Ｌｙｍｐｈｏｐｒｅｐ密度梯度法分
离获得外周血单个核淋巴细胞（ＰＢＭＣ），采用人 ＣＤ４＋

Ｔ细胞磁珠分选试剂盒，经阴性选择获得 ＣＤ４＋ Ｔ细
胞，并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纯度大于９５％后，用
于后续实验。

１２２　ＣＤ４＋Ｔ细胞体外活化　将经磁珠分选、纯度
大于９５％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接种于９６孔板，调整细
胞总数为１×１０５／ｍｌ，每组设３复孔，加入终浓度分别
为１ｇ／ｍｌ的 ａｎｔｉＣＤ３、５ｇ／ｍｌ的 ａｎｔｉＣＤ４６、５ｇ／ｍｌ的
ａｎｔｉＣＤ２８和５ｎｇ／ｍｌ的ＩＬ２，３７℃，５％ ＣＯ２培养箱中
培养。

１２３　细胞因子测定　在上述培养结束前１６～１８ｈ，
收集培养上清液，－８０℃保存，采用 ＩＬ１０、ＩＦＮγ及
ＩＬ４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根据其提供的测定方法检测培养
上清液中ＩＬ１０、ＩＦＮγ及ＩＬ４的浓度。
１２４　３ＨＴｄＲ掺入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　经抗体刺
激的 Ｔ细胞于 ３７℃培养 ４８ｈ后，每孔加入 １μＣｉ
的３ＨＴｄＲ，继续培养１６ｈ，用多头细胞收集器将细胞
收集在玻璃纤维滤膜上，以蒸馏水充分洗涤、烘干，剪

下滤膜放入５ｍｌ闪烁液中，在液体闪烁计数仪上测量
样品的放射性活度。

·２６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数据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均数间的比较分别采用配对样
本的ｔ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ＳＮＫ法进行组间多重比
较，Ｐ＜０．０５表明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ＣＤ４＋Ｔ细胞纯度检测　免疫磁珠负选 ＣＤ４＋Ｔ
细胞纯度大于９５％，见图１。

　　注：用磁珠分选后ＣＤ４＋Ｔ细胞占ＰＢＭＣ的比例为９５．２４％。
　图１　ＣＤ４＋Ｔ细胞纯度检测

２２　在不同浓度 ＣＤ３的刺激下，ＣＤ４＋ Ｔ细胞分泌
ＩＬ１０的测定　在加入外源性 ＩＬ２时，ＣＤ３／ＣＤ４６或
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下ＣＤ４＋Ｔ细胞分泌ＩＬ１０的水平较缺
乏ＩＬ２时明显增加。在加入ＩＬ２的条件下，当ＣＤ３浓
度为１ｇ／ｍｌ时，ＣＤ４＋ Ｔ细胞分泌 ＩＬ１０的水平最高
（Ｐ＜０．０１）。当 ＣＤ３浓度为１ｇ／ｍｌ时，在 ＣＤ４６的刺
激下ＩＬ１０水平较 ＣＤ２８水平显著升高（Ｐ＜０．０１）。
以ＣＤ４６为协同刺激分子时，ＣＤ４＋Ｔ细胞分泌 ＩＦＮγ
水平较 ＣＤ２８刺激降低。无论是 ＣＤ３／ＣＤ４６或 ＣＤ３／
ＣＤ２８刺激，均无ＩＬ４分泌（见图２）。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１。
　图２　不同浓度ＣＤ３在有或无ＩＬ２的情况下ＣＤ４＋Ｔ细胞分泌ＩＬ１０
的水平

２３　在ＣＤ３／ＣＤ４６和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下ＣＤ４＋Ｔ细胞
分泌 ＩＦＮγ和 ＩＬ４的水平　在 ＣＤ３／ＣＤ４６刺激下，
ＣＤ４＋Ｔ细胞分泌 ＩＦＮγ的水平均较 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
下明显降低（Ｐ＜０．０１），各组上清中 ＩＬ４的水平均在
最低检测浓度之下。见图３。
２４　细胞增殖测定　在 ＣＤ３／ＣＤ４６刺激下，ＣＤ４＋ Ｔ
细胞增殖能力较 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下显著降低（Ｐ＜
０．０１），见图４。

３　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ＣＤ４６作为一种新发现的Ｔ细胞活
化辅助刺激因子，与传统的 ＣＤ２８辅助刺激因子相比，

可刺激ＣＤ４＋Ｔ细胞产生更多的 ＩＬ１０，这与国外前期
研究结果一致［４］。

　　注：Ｐ＜０．０１。
　图３　在ＣＤ３／ＣＤ４６和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下ＣＤ４＋Ｔ细胞组分泌ＩＦＮγ、
ＩＬ４的水平

　　注：Ｐ＜０．０１。
　图４　在ＣＤ３／ＣＤ４６和ＣＤ３／ＣＤ２８刺激下，ＣＤ４＋Ｔ细胞增殖水平

　　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 ＣＤ４６途径对 Ｔ细胞作用
时，提示只有在中等浓度 ＣＤ３刺激下，ＣＤ４６辅助刺激
途径产生ＩＬ１０的含量与 ＣＤ２８辅助刺激途径才有显
著差异，可能的原因为：在低浓度或高浓度 ＣＤ３刺激
下，Ｔ细胞活化以 ＴＣＲ第一信号所致影响较大，ＣＤ４６
或ＣＤ２８辅助性第二信号通路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弱，
从而不能显示不同辅助信号所导致的明显差别。

我们的研究还提示，ＩＬ２为诱导 ＣＤ４＋ Ｔ细胞分
泌ＩＬ１０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加入外源性 ＩＬ２情况
下，ＣＤ４＋Ｔ细胞才具有显著分泌 ＩＬ１０的能力。ＩＬ２
作为一个早已明确的促 Ｔ细胞增殖性细胞因子，同时
又作为分泌抑制性炎症因子 ＩＬ１０的必要条件，表明
其在Ｔ细胞活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矛盾性，ＩＬ２即可
作为刺激因素又能作为抑制因素参与免疫调节，这种

不同的作用可能与免疫细胞所处的细胞因子微环境相

关。

另外，在ＣＤ４６辅助刺激途径下，ＣＤ４＋ Ｔ细胞的
增殖能力较ＣＤ２８辅助刺激途径下显著低下，这说明：
ＣＤ４６辅助刺激途径下ＣＤ４＋Ｔ细胞分泌ＩＬ１０的增加
不是由于这类细胞增殖能力增强导致了细胞数目增多

所致，而是由于细胞本身分泌ＩＬ１０的能力增强。
国外研究进一步表明ＣＤ４６诱导的 Ｔ细胞活化能

导致众多细胞信号蛋白激活［５－６］，还具有影响其他免

疫细胞的活化等功能［７］。已经有研究 （下转第１７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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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兔食管的不同部位支架植入术后差异性研究
高莹，张银，王景，王翔，范志宁

【摘　要】　目的　建立新的食管支架动物模型，并选择合适的食管支架植入部位。方法　以１５只健康新西兰大耳白
兔为实验对象，随机分为３组，分别在食管的上、中、下三段植入食管支架，观察术后动物的进食及体重变化，实验周期为
６周，如动物死亡，立即解剖查找死亡原因。结果　所有的支架均成功植入动物体内，支架植入食管上段的动物，术后迅
速恢复进食，４周内一般情况良好，４周后实验动物陆续死亡，仅１只存活超过６周。食管中段植入支架的动物，在术后
基本不进食，１周内均死亡。下段食管植入支架的动物，术后１周进食量较少，１周后逐步恢复，所有的动物均健康存活
超过６周。结论　新西兰大耳白兔可以作为食管支架的动物模型，食管上段植入支架适合≤４周的短期实验，食管中段
不适合植入支架，食管下段适合周期较长的实验。

【关键词】　兔；支架；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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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ｒａｂｂｉｔｓ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ｔｈｅ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ｓｔｅｎｔ．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ｗａ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４ｗｅｅｋｓ，ｔｈｅｍｉｄ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ｉｍ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ｗａ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ａｂｂｉｔ；Ｓｔｅｎｔ；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食管支架植入术是目前治疗良／恶性食管狭窄、食
管气管瘘、食管纵膈瘘行之有效的方法［１－６］。随着生

物学工程、支架工艺学的进展，新的药物缓释支架、生

物可降解支架、放射性纳米材料涂层食管支架、组织工

程食管支架等新一代食管支架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

野［７－１０］。新型的支架在应用于临床前必须经过动物

实验，以往多选择比格犬作为实验动物，但比格犬价格

昂贵，又具有攻击性，动物房的要求较高，研究人员必

须有完善的防护措施，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比格犬在实

验中的应用。选择一种新的食管支架动物模型、更有

利于食管支架的动物实验开展。新西兰大耳白兔具有

价格便宜、宜饲养、温顺的特点，是一种理想的替代动

物。本课题通过动物实验的方法，研究在新西兰大耳

白兔食管的不同部位植入支架，观察术后动物的进食、

体重及生存情况，为食管支架的动物模型选择合适的

植入部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新西兰大耳白兔，月龄３个月，体重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１７２２６６）；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ＢＫ２０１１８５９）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１１南京市，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范志宁，电子信箱：ｆａｎｚｈｉｎｉ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１．９５～２．４２ｋｇ，平均（２．１５±０．１１）ｋｇ，雌雄不限，由金
陵种兔场提供。

１２　实验器械　Ｔ２６０支气管镜、导丝、１２Ｆ十二指肠
输送器；实验设备：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

镜中心ＰｈｉｌｉｐｓＥａｓ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Ｘ线摄片机。
１３　镍钛合金食管支架　由常州新区佳森医用支架
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自膨式镍钛合金食管支架，型号

为长２０ｍｍ，外直径１０ｍｍ，支架两端为喇叭口状，喇
叭口处的直径为１２ｍｍ，支架的中部覆聚氨酯膜，两端
喇叭口处不覆膜。

１４　支架的食管内植入　１５只健康新西兰兔，设计
随机分为Ａ、Ｂ、Ｃ组，每组５只，Ａ组支架植入食管上
段（见图１），Ｂ组支架植入食管中段（见图２），Ｃ组支
架植入食管下段（见图３）。以食管胸廓入口处的骨性
标志为定位点，将食管分为上、中、下三段，食管开口至

食管胸廓入口以上的部位为上段，跨越胸廓入口为中

段，食管胸廓入口以下的部位为下段。

　　对实验兔采用戊巴比妥按照３０ｍｇ／ｋｇ进行腹腔
麻醉。麻醉后的实验兔通过 ＢＦＴＹＰＥ２６０支气管镜，
将支架释放至预定位置。术前、麻醉、术中及术后３０
ｍｉｎ内死亡的不记入数据统计，补充新的实验动物，保
证每组实验兔为５只。

·４６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１５　实验观察　术后兔分笼饲养，记录进食量及体重
变化，每周复查 Ｘ线，确定支架是否移位及脱落，若兔
死亡，立即解剖，明确死因。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所有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多组之间比较用
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注：支架的下端位于食管胸口入

口处上方。

图１　支架植入食管上段

注：支架跨越食管胸口入口处。

图２　支架植入食管中段

　
注：支架的上端位于食管胸口入口处下方。

图３　支架植入食管下段

２　结果
２１　支架植入情况　所有支架均顺利释放到预定部
位并顺利度过手术后的第一个２４ｈ。
２２　支架植入术后的进食、体重变化及生存期　Ａ组
实验兔在麻醉作用消失后，即恢复进食，术后３ｄ内的
进食量较术前略有下降，此后进食量逐步恢复，体重增

加，４周后进食量再次下降；Ｂ组术后基本不进食，仅
进食少量的清水，体重下降明显；Ｃ组术后第２天恢复
进食，但量少，体重下降明显，６ｄ后进食量开始增加，
体重逐步恢复至术前水平。Ａ组和Ｃ组的实验兔在术
后４周内的体重比较，Ｐ＞０．０５，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Ａ组的实验兔在术后４周陆续死亡，死亡原因主
要是肺部感染，仅１只实验兔存活超过６周；Ｂ组实验
兔在术后１周内全部死亡，原因为进食量不足；Ｃ组实
验兔在６周结束均健康成长。
２３　术后并发症　所有实验兔术后均未发现有食管
穿孔和消化道出血，Ｘ线复查未发现有支架移位及脱
落。

３　讨论
　　既往关于食管支架的动物实验中多选择犬，部分
选择猪，但犬和猪的获取和饲养均有很大难度，不适于

大样本的动物实验。现在国内的很多研究已开始选择

兔作为实验动物［１１－１２］，但以往所有的实验中均未提及

支架植入食管的不同部位对兔的影响，本实验通过比

较食管上、中、下段植入支架后兔的进食、体重变化，及

生存期，为以后食管支架在兔模型中的应用选择合适

的植入部位。

在兔食管支架研究的文献中，支架直径与我们相

同的实验，均有支架移位发生，本实验无一例支架移位

的发生。分析原因由于我们选择的实验兔月龄小，体

重明显小于其他研究报道，提示月龄小的新西兰兔的

食管直径小，适合直径为１０ｍｍ的支架，月龄大的实
验兔食管的直径也相应变大，在实验中应适当的增加

食管支架的直径。我们设计的支架，两端为喇叭口状

的裸支架也有效防止了移位的发生。

本实验发现支架植入食管中段的实验兔术后３～
６ｄ内死亡，所有的动物在术后基本不进食；Ｘ摄片发
现支架释放充分，解剖也没有发现支架梗阻、食管穿孔

及出血。原因考虑是由于支架跨越食管的胸廓入口

处，周围都是骨性结构，食管的扩张受限，加重了支架

植入后兔的异物感及疼痛感，影响进食。上段食管由

于颈部的临近脏器少，因此在支架植入后，最早恢复进

食；下段食管在胸腔内，食管周围的脏器多，脏器的压

迫会影响兔的异物及疼痛感，所以进食逐渐恢复。

文献证实支架植入食管１周后，植入支架部位的
食管组织开始向管腔内生长，术后２周食管组织增生
显著，术后４周增生组织已完全覆盖支架结构，管腔明
显狭窄。我们设计的食管支架长度为２０ｍｍ，解剖发
现新西兰兔的上段食管长度在２７～３０ｍｍ，食管的入
口与气管的开口是并行的，与支架上端接触的食管黏

膜一旦发生纤维组织增生造成管腔狭窄，易造成进食

后的误吸，发生肺部感染，导致死亡。支架植入食管下

段的实验兔虽然后期也发生了纤维组织的增生，但由

于增生致狭窄的部位远离食管的开口处，不会发生食

物误入气管的现象，加之狭窄上端食管扩张，不影响进

食，因此支架植入食管下段的实验兔均健康存活至实

验周期结束。

本实验研究表明，采用新西兰大耳白兔作为食管

支架的动物模型是可行的，植入的支架不宜跨越食道

胸廓入口处，上端食管适于４周以内的短期实验，支架
的长度应≤２０ｍｍ。周期较长的实验可选择食管下段
作为支架植入的部位，如实验的创伤较大，应选择体重

较大的实验兔，以安全度过术后的第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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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ｂＭＳＣ对肾小管上皮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仙淑丽，刘英莉，方均燕，张薇

【摘　要】　目的　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ｂＭＳＣ）移植对大鼠 ＵＵＯ模型肾小管上皮细胞超微结构的改善作用及其可
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雄性Ｗｉｓｔａｒ大鼠 ｂＭＳＣ，体外 Ｂｒｄｕ标记，将 ＢｒｄｕｂＭＳＣ注入同种大鼠体内。４５只
受体大鼠随机分为３组：假手术对照组（ＳＨ组，ｎ＝１５）、ＢｒｄｕｂＭＳＣ＋ＵＵＯ组（ＢＭ组，ｎ＝１５）、生理盐水 ＋ＵＵＯ组（ＮＳ
组，ｎ＝１５）。分别在３ｄ、７ｄ和１４ｄ处死大鼠，取下肾脏组织，电镜观察肾小管上皮细胞微结构变化。采用免疫组织化
学方法检测Ｂｒｄｕ阳性ｂＭＳＣ。结果　电镜下，随着结扎时间延长肾小管上皮细胞微结构破坏逐渐加重，术后３ｄ、７ｄ
ＢＭＳＣ组肾小管上皮细胞超微结构明显改善；未在大鼠肾脏组织中发现 Ｂｒｄｕ阳性细胞。结论　ｂＭＳＣ移植可短期内改
善肾小管上皮细胞超微结构，对肾小管间质病变起到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旁分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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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ｗｉｔｈＢｒｄｕ，ｔｈｅｎ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ｌｙ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ｎｔｏＷｉａｔａｒ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ＵＵＯ．２４ｍａｌｅ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Ｗｉｓｔａｒ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ｎ＝４５）：ｓｈａ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ＳＨ，ｎ＝１５），ＢｒｄｕｂＭＳＣ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
ＢＭ，ｎ＝１５）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ｓｏｄｉｕｍ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ＮＳ，ｎ＝１５）．Ｔｈｅｋｉｄｎｅｙｓｗｅｒｅｈａｒｖｅｒｓｔｅｄａｔ３ｄ，７ｄａｎｄ１４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ｈｅＢｒｄ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ＭＳＣｉｎｋｉｄｎｅｙ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ｇａｔｕｒｅｄｔｉｍ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ｕｌａｒ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ｓｉｏｎｏｆｂＭＳＣ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ｎａｌ
ｔｕｂｕ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ｔ３ｄ、ａｎｄ７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１４ｄａｙ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ｏｆｌａ
ｂｅｌｅｄｃｅｌｌｓｒｅｓｉ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ｋｉｄｎｅ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ｓｉｏｎｏｆｂＭＳＣ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ｉｎ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ｕｂｕｌｏ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ｐａｒａｃｒｉｎ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ＭＳ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５ｂｒｏｍｏ２ｄｅｏｘｙｕｒｉｄｉｎｅ；Ｂｏｎｅ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Ｕｌｔｒａｓｒｕｃｔｕｒｅ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ｂｏｎｅ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
ｂＭＳＣ）是骨髓中非造血多能干细胞，具有多种生物学
作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分化成不同类型细胞，具有免

疫调节作用，在组织器官修复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

景［１－３］。而其在肾脏疾病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本文通过电镜下观察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超微

结构变化，来探讨 ｂＭＳＣ移植对肾间质损伤的修复作
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含１０％胎牛血清（美国 Ｇｉｂｃｏ）的 Ｌ
ＤＭＥＭ培养基（美国 Ｇｉｂｃｏ），成脂细胞诱导液及保持
液（美国Ｓｉｇｍａ），Ｂｒｄｕ（美国Ｓｉｇｍａ），小鼠抗Ｂｒｄｕ单克
隆抗体（ＮｅｏＭａｒｋｅｒｓ公司），６周龄清洁级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生产

许可证号：ＳＣＸＫ（沪）２００７０００５，使用许可证号：ＳＹＸＫ
（沪）２００７０００７。

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基金（２００９Ａ１１）；２０１０年
“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沪教委人

〔２０１０〕３８号）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１１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肾脏内科
通讯作者：张薇，电子信箱：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１０８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ｂＭＳＣ的培养及诱导分化　６周大小的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取股骨和胫骨，剪成小骨块，经吹打→滤过→离
心→培养；待传至第３代时，加入成脂诱导液和保持
液，诱导２周后，油红Ｏ染色体鉴定成脂细胞［４］。

１２２　Ｂｒｄｕ体外标记
１２２１　单层细胞爬片的制备　用同细胞传代时相
同的方法制备好细胞悬液（取 Ｐ３代）；培养皿中放入
已经消毒好的１０ｍｍ×１０ｍｍ盖玻片，在盖玻片上滴
加适量细胞悬液，最后补足新鲜培养液继续置３７℃、
体积分数５％ ＣＯ２培养箱中培养。
１２２２　Ｂｒｄｕ体外标记　镜下观察待细胞达皿底
５０％融合时，加入 Ｂｒｄｕ贮存液（调整终浓度为 １０
μｍｏｌ／Ｌ），混匀后继续培养 ４８ｈ（空白对照组为不加
Ｂｒｄｕ组），参照文献［５］，依次经漂洗、固定、阻断内源
性过氧化物酶、抗原封闭、加一抗二抗、ＤＡＰＩ复染细胞
核，最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利用专业图像处理 ＩＰＰ
６．０计算标记率。
１２３　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分组　清洁级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４５只，６周龄，体重约２００ｇ。４５只受体大鼠随机
分为 ３组：假手术对照组（ＳＨ组，ｎ＝１５）、Ｂｒｄｕ
ｂＭＳＣｓ＋ＵＵＯ组（ＢＭ组，ｎ＝１５）、生理盐水 ＋ＵＵ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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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Ｓ组，ｎ＝１５）。氯胺酮、速眠新依次麻醉动物，行腹
部正中切口，游离并双线结扎右侧输尿管。ＮＳ组和
ＢＭ组于结扎输尿管的同时经下腔静脉分别注入１ｍｌ
的ＮＳ液和１ｍｌ已制备好的同种异体ＢｒｄｕｂＭＳＣ悬液
（４×１０６／ｍｌ），最后关腹。假手术组不结扎输尿管，其
余步骤相同。

１２４　标本采集　建模后３ｄ、７ｄ、１４ｄ处死大鼠，取
部分肾脏皮质组织２％戊二醛 ＰＢＳ固定液４℃固定，
用于电镜检测；其余组织以４％多聚甲醛固定，依次脱
水，石蜡包埋，切片。

１２５　电镜检测　肾脏皮质组织２％戊二醛 ＰＢＳ固
定液４℃固定 ２ｈ后，依次经过漂洗 －后固定 －漂
洗－脱水－置换 －浸透 －包埋 －切片，经枸橼酸铅电
子染色后，于电镜下观察。

１２６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Ｂｒｄｕ阳性的 ｂＭＳＣ　
厚度为５μｍ的石蜡切片，依次经过：脱蜡水化、阻断
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抗原修复、封闭、加一抗二抗、ＤＡＢ
显色、苏木素复染、盐酸酒精分化、脱水透明封片，最后

高倍镜下观察。

２　结果
２１　电镜结果　电镜下假手术组（ＳＨ组）肾小管细
胞腔面的微绒毛排列整齐，未见肿胀和脱落，细胞核染

色质结构正常，核仁明显可见；ＮＳ组术后３ｄ肾小管
上皮细胞微绒毛排列欠齐，胞质内可见少量空泡形成，

线粒体减少，可见少量染色质边聚，术后７ｄ肾小管细
胞内可见大量空泡形成，细胞核固缩，术后１４ｄ肾小
管正常结构消失，成纤维样细胞、细胞外基质增多，肾

间质纤维化形成，而术后１周内 ＢＭ组可显著改善肾
小管上皮细胞超微结构改变。

２２　Ｂｒｄｕ体外标记　终浓度 １０μｍｏｌ／Ｌ的 Ｂｒｄｕ与
Ｐ４代ｂＭＳＣ共培养４８ｈ后，荧光显微镜可见 ＤＡＰＩ标
记的蓝色的胞核及抗Ｂｒｄｕ显示的红色荧光，利用专业
图像处理ＩＰＰ６．０计算Ｂｒｄｕ标记率约９０％（图１，见封
三）。

２３　肾脏中Ｂｒｄｕ阳性ｂＭＳＣ检测　对连续切片得到
的石蜡片行抗Ｂｒｄｕ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与生理盐
水对照组相似，未在肾脏组织切片中发现Ｂｒｄｕ标记的
阳性细胞。

３　讨论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ｂｏｎｅ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
ｂＭＳＣ）是中胚层分化而成的一种非造血成体干细胞，
是一种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可

分化为多种细胞类型。人们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肾

脏疾病中的研究逐渐深入。我们前期试验证实 ｂＭＳＣ
经静脉途径移植至ＵＵＯ模型，短时间内可抑制肾小管
上皮细胞凋亡，改善肾间质病变。本实验从细胞超微

结构角度再次证实了上述结果：ｂＭＳＣ可短期内改善
肾间质病变。为进一步探讨 ｂＭＳＣ可能的作用机制，
本实验采用了静脉途径移植 Ｂｒｄｕ体外标记的 ｂＭＳＣ，

进而观察标记的ｂＭＳＣ在肾脏的分布情况。
Ｂｒｄｕ（５ｂｒｏｍｏ２ｄｅｏｘｙｕｒｉｄｉｎｅ）为ＤＮＡ前体胸腺嘧

啶核苷（ＴｄＲ）的类似物，在细胞ＤＮＡ合成期中可竞争
性的掺入到Ｓ期细胞单链核苷酸序列替代胸腺嘧啶而
长期存在，掺入到 ＤＮＡ的 Ｂｒｄｕ可通过免疫组化染色
抗Ｂｒｄｕ单克隆抗体在组织切片或细胞爬片上显示，从
而实现对目标细胞的识别和示踪。Ｂｒｄｕ标记方法属
于荧光染料与细胞核化学性结合，容易操作，对细胞的

增殖和分化基本没有影响，是短时期体内标记示踪的

理想选择。国内外已有许多有关 Ｂｒｄｕ标记方法在干
细胞相关研究中的应用。ＤｕＴ等［６］学者利用 Ｂｒｄｕ体
内示踪方法来研究在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中，脐带角

质来源的基质干细胞对急慢性肾损伤的保护作用。

ＺｈａｎｇＭＭ等［７］通过分析体外 Ｂｒｄｕ标记 ｂＭＳＣ的情
况，以及观察被标记的 ｂＭＳＣ对胃黏膜损伤的修复作
用，指出Ｂｒｄｕ标记方法是动态观察 ｂＭＳＣ在体内迁移
的可行性方法。故本实验采用体外 Ｂｒｄｕ标记方法来
探讨ｂＭＳＣ对肾间质损伤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

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对肾外来源的干细胞在肾

脏内如何发挥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起初人们认

为是干细胞到达受损伤肾脏后，直接转分化为肾脏细

胞进而发挥保护作用。但近年来大家的研究结果倾向

于干细胞通过旁分泌机制来保护肾脏。ＪａｃｋＭＭｉｌｗｉｄ
等［８］在顺铂引起的急性肾损伤模型中，利用 ｂＭＳＣ的
条件培养液静脉途径移植入模型动物体内，结果发现

ｂＭＳＣ分泌的因子能刺激内源性抗炎程序，进而对受
损肾脏起到保护作用。同样 ＲｅｉｓＬＡ等［９］研究发现，

在庆大霉素引起的急性肾损伤中，ｂＭＳＣ可通过旁分
泌机制来修复损伤肾脏。ｖａｎＫｏｐｐｅｎＡ等［１０］则在慢

性肾脏病模型中，发现人胚胎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条

件培养液可改善慢性肾脏病动物的肾功能，说明该干

细胞是通过旁分泌机制而非直接转分化来发挥作用。

而在我们的实验中，体外Ｂｒｄｕ标记ｂＭＳＣ，其标记率达
９０％，但经移植后，未在肾脏组织内发现 Ｂｒｄｕ阳性细
胞。故我们推测移植的干细胞有可能是通过旁分泌机

制来发挥肾脏保护作用的，但这些细胞发挥保护效应

时间的长短，以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中，具体哪些有保

护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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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ＰＬＣ止点与 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关系的影像学研究
董伊隆，蔡春元，钱约男，赵章伟，姜刚毅，姜文辉，杨国敬

【摘　要】　目的　探讨后外侧角（ＰＬＣ）股骨止点和前交叉韧带（ＡＣＬ）解剖重建股骨隧道外口的位置，以获得详细的放
射学资料，并为ＡＣＬ和ＰＬＣ一期解剖重建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３０例成人尸体膝部标本。克氏针标记ＡＣＬ股骨隧道，
克氏针标记ＬＣＬ、ＰＴ止点和股骨外上髁。在侧位Ｘ线片上建立以Ｂｌｕｍｅｎｓａａｔ线为基准的矩形，用比率的方式测量 ＡＣＬ
隧道外口、ＬＣＬ和ＰＴ止点的位置。并以外上髁为原点建立坐标轴，测量各点的坐标及３点之间的距离。结果　ＡＣＬ隧
道外口均位于矩形外，ＬＣＬ和 ＰＴ止点中心均位于矩形内。ＬＣＬ止点中心在股骨外上髁近端（１．２７±３．３５）ｍｍ、后方
（２．９９±１．２９）ｍｍ。ＰＴ止点中心在股骨外上髁远端（８．８５±３．３８）ｍｍ、后方（３．８３±１．９５）ｍｍ。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在股
骨外上髁近端（１６．１２±５．３４）ｍｍ、前方（６．８４±４．１７）ｍｍ。ＬＣＬ与ＰＴ止点中心相距（９．６７±３．９２）ｍｍ，ＡＣＬ股骨隧道外
口与ＬＣＬ止点中心相距（１３．０７±４．９３）ｍｍ，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与 ＰＴ止点中心相距（２３．３７±６．１６）ｍｍ。结论　揭示了
ＬＣＬ、ＰＴ的股骨解剖中心点和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位置的解剖影像学特点，为临床一期联合解剖重建提供了影像学基础。
【关键词】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后外侧角；外侧副韧带；肌腱；解剖；Ｘ线；重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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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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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ｋｎｅｅ，ＰＬＣ）则可以开放重建。同时随着技
术的进展和异体组织库的建立，一期行膝关节多发韧

带损伤的解剖修复已经成为可能［２］。然而，目前对于

ＡＣＬ和ＰＬＣ一期解剖重建时是否发生隧道碰撞研究
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对ＡＣＬ单束解剖重建股骨隧
道外口与 ＰＬＣ股骨止点两者间关系进行放射学测量，
以获得详细的放射学资料，并以此为ＡＣＬ和ＰＬＣ一期
解剖重建提供解剖依据及术后评估骨隧道位置提供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标本及器械　选择３０例成人尸体膝部标
本，保留膝关节上下至少２０ｃｍ，排除关节明显退变、
畸形及关节损伤。本研究所有尸体标本均由温州医学

院解剖教研室提供，标本部分曾用于胫骨上段后方解

剖研究，其膝关节关节囊、交叉韧带、半月板、髌骨及膝

前、左、右软组织完整。排除畸形、骨折、发育未完全及

退行性病变。标本中男性１３例，女性１７例，其中左侧
１１例，右侧１９例，年龄在２４～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７．３
岁。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ＡＣＬ股骨隧道的标记　将标本固定于手术台
上，允许膝关节０°～１３０°范围活动。ＡＣＬ解剖重建常
规使用前外（ＬＰ）、中间（ＣＰ）和前内辅助入路（ＡＭＰ）３
个入路，其中ＡＭＰ置于内侧关节间隙以上，距离髌腱
内侧缘约２ｍｍ，该入路为器械入路，可定位股骨止点
和钻取骨道［３］。使用刨刀清理关节腔，完整显露ＡＣＬ。
兰钳剪断并逐步咬除ＡＣＬ，直到ＡＣＬ股骨止点。并在
镜下寻找ＡＣＬ解剖止点的中心（解剖足印点中心），屈
膝１２０°钻入克氏针标记，克氏针尖端系隧道外口。镜
下操作结束。

１２２　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及 ＰＬＣ股骨端止点暴露　
在膝关节股骨外髁分离出膝关节外侧副韧带（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ＬＣＬ）和肌腱（ｐｏｐｌｉｔｅｕｓｔｅｎｄｏｎ
ＰＴ），沿着韧带仔细向骨面方向做钝性分离，注意保护
韧带附丽部的完整，用记号笔标出韧带附着范围，紧贴

股骨将韧带切除，标出韧带附着区的几何中心点（图

１，见封三），并在股骨外髁面上剔除多余软组织，寻找
到关节镜下置入的克氏针。触摸股骨外侧髁，将最突

出点定为股骨外上髁，并用记号笔标记。在 ＬＣＬ止点
中心、ＰＴ止点中心及股骨外上髁插入直径为２ｍｍ的
克氏针做金属标记。

１２３　Ｘ线测量　所有标本均拍摄 ＣＲ片，包括膝关
节伸直位的正位片和侧位片，摄正位片时股骨侧以内

外股骨髁皮质突出点为旋转标记，摄侧位片时注意摄

片中保持双侧后髁和髁远端的边界在 Ｘ片上尽量精
确地重叠。在股骨侧位片上采用 ＢｅｒｎａｒｄＭ等［４］的方

法，选取２对平行标记线建立一矩形。其中 Ａ为 Ｂｌｕ
ｍｅｎｓａａｔ线；Ｂ为平行于Ｂｌｕｍｅｎｓａａｔ线且与股骨内侧髁
远端相切的直线；Ｃ为垂直于 Ｂｌｕｍｅｎｓａａｔ线且与股骨
内侧髁后缘相切的直线；Ｄ为垂直于 Ｂｌｕｍｅｎｓａａｔ线且

与股骨内侧髁前缘相切的直线（图１，见封三）。用比
率形式描述标志点在矩形中的位置，规定 Ａ、Ｃ交点为
（０，０）％，Ｂ、Ｄ交点为（１００，１００）％（见图２）。以股骨
外上髁为原点，建立 ｘ、ｙ垂直坐标轴，ｘ轴垂直股骨长
轴，坐标轴平面平行于地面，定义沿股骨长轴为远近方

向，垂直股骨长轴为前后方向。规定正值为近端和后

方，负值为远端和前方。测量 ＬＣＬ、ＰＴ的股骨解剖中
心点和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在坐标轴的坐标（见图３）。
并测量３点之间的距离。

　
图２　股骨侧位 Ｘ线片上用比

率描述 ＡＣＬ股骨隧道外
口、ＬＣＬ和 ＰＴ止点中心
的位置

图３　测量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
ＬＣＬ和 ＰＴ止点中心在坐
标轴中的位置

　　完成上述测量后，为消除膝关节标本个体差异，将
每个标本转换成标准尺寸的膝关节，即股骨内上髁与

外上髁连线距离为８０ｍｍ［５］，据此对每个标本测量值
进行标准化处理。所以本研究的结果为所转换的标准

尺寸膝关节的结果［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对 ＬＣＬ、ＰＴ的股骨解剖中心点和
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在矩形中的位置、在坐标轴的坐标
及相互间的距离以（ｘ±ｓ）表示，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
软件完成。另通过公式ＣＶ＝ｓ／ｘ计算３组坐标的变异
系数。

２　结果
　　在股骨侧位片上，ＬＣＬ和ＰＴ的止点中心均落在矩
形中，而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均落在矩形外，其中几个
标本距离Ａ线非常近。各解剖数据详见表１。ＬＣＬ附
丽部中心点在股骨外上髁近端（１．２７±３．３５）ｍｍ，变异
系数２．６３、后方（２．９９±１．２９）ｍｍ，变异系数０．４３。其
中中心点位于股骨外上髁后方占９６．７％（２９／３０），位
于前方者占 ３．３％（１／３０）；位于股骨外上髁近端占
６３．３％（１９／３０），位于远端者占 ３６．７％（１１／３０）。ＰＴ
附丽部中心点在股骨外上髁远端（８．８５±３．３８）ｍｍ，变
异系数０．３８、后方（３．８３±１．９５）ｍｍ，变异系数０．５０。
其中中心点位均于股骨外上髁远端。ＡＣＬ股骨隧道外
口在股骨外上髁近端（１６．１２±５．３４）ｍｍ，变异系数
０．３３，前方（６．８４±４．１７）ｍｍ，变异系数０．６。其中中
心点位均于股骨外上髁近端。详见表２。ＬＣＬ附丽部
中心点与 ＰＴ附丽部中心点相距（９．６７±３．９２）ｍｍ，
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与 ＬＣＬ附丽部中心点相距
（１３．０７±４．９３）ｍｍ，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与 ＰＴ附丽部
中心点相距（２３．３７±６．１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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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ＬＣＬ、ＰＴ附丽部中心点，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的各解剖数据（ｎ＝３０，％）

项目 至Ａ线距离与ＡＢ总距离百分比 至Ｃ线距离与ＣＤ线百分比

ＬＣＬ １４．８０±５．７６ ３８．０６±４．６０
ＰＴ ９．８５±６．８６ ４８．２７±８．０１
ＡＣＬ隧道外口 ６．３７±４．７４ １７．３２±５．１１

表２　ＬＣＬ、ＰＴ附丽部中心点，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的各解剖数据（ｎ＝３０，ｍｍ）

项目 Ｘ轴坐标 Ｙ轴坐标

ＬＣＬ 后方２．９９±１．２９ 近端１．２７±３．３５
ＰＴ 后方３．８３±１．９５ 远端８．８５±３．３８
ＡＣＬ隧道外口 前方６．８４±４．１７ 近端１６．１２±５．３４

３　讨论
　　目前研究结果显示［７］，一期修复多发韧带结构损

伤具有可重复性，说明适宜的重建方法能够有效恢复

膝关节的稳定性。而目前随着对 ＡＣＬ解剖功能和生
物力学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对传统过顶位单束重建存

在问题的探讨，许多学者［８－９］认识到股骨隧道定位越

接近解剖足印点中心，重建后的膝关节运动学就越正

常。然而，随着 ＡＣＬ解剖重建理念的普及，ＡＣＬ隧道
的定位更加接近于 ＰＬＣ结构。这个隧道定位能够决
定一期联合重建 ＡＣＬ和 ＰＬＣ成功与否。目前本研究
的目的是使用人体股骨标本来评估 ＡＣＬ和 ＰＬＣ重建
中ＡＣＬ和 ＰＬＣ股骨隧道碰撞的风险以及确定两种隧
道避免碰撞的最好定位。基于两隧道紧密接近，目前

有必要对 ＡＣＬ单束解剖重建股骨隧道外口与 ＰＬＣ股
骨止点两者间关系进行解剖学研究。

ＦｕＦＨ等［２］主张可经 ＡＭＰ入路单束解剖重建
ＡＣＬ，目前该理念已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本研究采用
ＦｕＦＨ的主张，直接利用关节镜进行研究。利用关节
镜的图像放大作用和镜下逐步咬除ＡＣＬ，直至 ＡＣＬ股
骨残端，然后利用残端中心来定位解剖中心点。屈膝

１２０°经 ＡＭＰ入路，钻取股骨隧道，来研究股骨隧道外
口解剖学特点。其结果更贴近临床镜下操作。对于

ＰＬＣ损伤的处理，目前临床上存在多种重建方式。但
最流行的重建方式，仍是ＬａＰｒａｄｅＲＦ等［１０］主张的严格

按照ＬＣＬ和 ＰＴ解剖附丽部中心点进行重建。同时，
本研究解剖数据与 ＬａＰｒａｄｅＲＦ等比较发现 ＬＣＬ附丽
部和ＰＴ附丽部位置变异系数更大。由于股骨外上髁
在临床上是常用并且容易被触摸到的，所以本研究选

用股骨外上髁这个骨性标记点来定位 ＡＣＬ隧道外口、
ＬＣＬ和ＰＴ的附丽部的位置，同时在研究中股骨外上髁
的确定是在完全剥离软组织后直接触摸所得。本次研

究的数据是在严格规定标本的摆放位置和坐标轴的方

向后测量所得，同时所有的数值都转化为标准膝关节

尺寸的数值。

目前国内缺乏 ＡＣＬ股骨隧道、ＬＣＬ和 ＰＴ的附丽
部的放射学研究，本研究利用矩形图和坐标轴对 ＡＣＬ
隧道外口、ＬＣＬ和ＰＴ的附丽部进行定位，其结果不仅
可以应用于ＡＣＬ和ＰＣＬ一期联合重建的骨道定位，也
可以应用于联合重建术后骨道的放射学评估。基于本

研究结果，发现ＬＣＬ、ＰＴ的股骨解剖中心点和 ＡＣＬ股
骨隧道外口位置变异系数较大，并且国人股骨偏小，我

们测量 ＬＣＬ附丽部中心点与 ＰＴ附丽部中心点相距
（９．６７±３．９２）ｍｍ，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与 ＬＣＬ附丽部
中心点相距（１３．０７±４．９３）ｍｍ，ＡＣＬ股骨隧道外口与
ＰＴ附丽部中心点相距（２３．３７±６．１６）ｍｍ。所以，临床
一期解剖重建时，术前应做个体化准备，股骨两隧道半

径和不应过大，以防止两隧道碰撞而导致手术失败。

本实验对于 ＡＣＬ单束解剖重建股骨隧道外口与
ＰＬＣ股骨止点两者间关系进行研究，可为临床一期联
合重建ＡＣＬ及ＰＬＣ提供参考，同时该研究为下一步研
究ＡＣＬ重建股骨隧道与 ＰＬＣ重建股骨隧道的碰撞研
究提供基础。但由于本实验受到标本数量、年龄等条

件的制约，使结果受到一定的局限性，仍有待更多同类

解剖研究进一步的比较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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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腹腔镜与开腹肝切除术治疗肝脏疾病的疗效比较
胡鹏，方哲平，吕尚东，朱昱，徐永富

【摘　要】　目的　比较腹腔镜肝切除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ＬＨ）与开腹肝切除术（ｏｐｅｎ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ＯＨ）治疗各种
肝脏疾病的疗效，探讨ＬＨ的可行性。方法　比较７３例ＬＨ组和７３例ＯＨ组患者术前、术中及术后指标，同时比较这两
种术式在不同肝脏疾病中疗效的差异。结果　ＬＨ术和ＯＨ术在各病种的切口长度、禁食时间、术后疼痛、术后ＡＬＴ恢复
正常时间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住院费用、并发症发生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术后血液指标、住院时间方面，不同的病种两种术式的差异有所不同。结论　ＬＨ在术中出血、手术时间、术中
损伤及术后恢复方面优于ＯＨ，该优势在不同肝脏疾病类型间表现不同，ＬＨ是肝脏疾病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腹腔镜肝脏切除术；开腹肝脏切除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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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ａｎｄ７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ｏｐｅｎ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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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ｉ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ＡＬＴ（Ｐ＜０．０５），ｂｕｔｎｏｔ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Ｐ＞０．０５）．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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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ｓｈｏｗｅｄ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ｔ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ｏｐｅｎ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Ｏｐｅｎ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肝脏外科以肝癌、肝血管瘤及肝内胆管结石发病
率较高［１－２］，其传统治疗以开腹肝切除术（ｏｐｅｎｈｅｐａ
ｔｅｃｔｏｍｙ，ＯＨ）为主，近来腹腔镜肝切除手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
ｉｃｈｅｐ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ＬＨ）因其切口小、疼痛轻等优点而广泛
开展。但对于不同种类的肝脏病变，ＬＨ与ＯＨ疗效的
比较结果是否存在差异却甚少报道。本研究比较腹腔

镜手术与开腹手术的疗效，同时探讨不同病种的比较

结果是否存在差异，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在我科行
ＬＨ的患者７３例为 Ａ组，包含肝癌１６例（Ａ１组）、肝
血管瘤３２例（Ａ２组）、肝内胆管结石１６例（Ａ３组），其
他肝脏疾病９例；同期在我科行 ＯＨ的患者７３例为 Ｂ
组，包含肝癌１９例（Ｂ１组）、肝血管瘤３１例（Ｂ２组）、
肝内胆管结石１６例（Ｂ３组），其他肝脏疾病７例；各病
例符合：①病变局限于半肝或尾状叶或位于Ⅱ、Ⅲ、Ⅳ、
Ⅴ、Ⅵ段；②病变远离第 １、第 ２肝门；③良性肿瘤直
径≤１５ｃｍ，恶性肿瘤直径≤１０ｃｍ。排除以下病例：①
肝功能ＣｈｉｌｄＢ级以上；②患者不耐受气腹及麻醉；③
因肝胆疾病复发再次手术；④腔镜中转开腹。所有病
例均经病理确诊。手术由人员组成较固定的团队完

成。Ａ１组和 Ｂ１组，Ａ２组和 Ｂ２组，Ａ３组和 Ｂ３组，Ａ
组和Ｂ组，各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术前血常规、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９Ｃ３３ＳＡ８０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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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方哲平，电子信箱：ｆａｎｇｚｐ＠ｔｚ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ｍ

生化指标、ＡＳＡ分级、病变类型、位置、肿瘤直径等方面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观察指标　切口长度、出血量、手术时间、病变范
围、肝门阻断方式；肛门排气时间、禁食时间、术后疼痛

评分、术后血常规及血生化、引流时间、住院时间、住院

费用及并发症发生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正态分布计
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或 ｔ’检验或秩
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ＬＨ组与 ＯＨ组总体的比较　ＬＨ和 ＯＨ在手术
时间、住院费用和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在出血量、切口长度、术后禁食时间、疼
痛、血液指标、引流时间和住院时间方面，ＬＨ优于 ＯＨ
（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各病种 ＬＨ组与 ＯＨ组比较　ＬＨ和 ＯＨ在各病
种的住院费用，并发症发生率，肝癌、血管瘤病种的手

术时间，肝癌和结石病种的出血量、术后２ｄ血 ＷＢＣ
和ＡＬＴ指标，结石病种的术后引流时间、住院时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各病种的切口长度，
术后疼痛、禁食时间、ＡＬＴ恢复时间，血管瘤病种出血
量、术后２ｄ血ＷＢＣ和 ＡＬＴ指标，肝癌和血管瘤病种
引流时间、住院时间，ＬＨ均优于 ＯＨ（Ｐ＜０．０５）；在结
石病种的手术时间，ＬＨ长于ＯＨ（Ｐ＜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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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随着技术成熟，ＬＨ可治疗多种类型的肝脏疾病。
ＢｕｅｌｌＪＦ等［３］的Ｍｅｔａ分析显示，ＬＨ手术对肝脏的良恶
性疾病治疗是安全的、可行的。在肝恶性肿瘤治疗方

面的应用，ＣａｓｔａｉｎｇＤ等［４］学者的研究结果提示 ＬＨ治
疗后，患者病死率、并发症发生率、术后生存率等均不

差于ＯＨ。

表１　各组患者的术中、术后参数比较

组别
切口长度

（ｃｍ）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手术时间

（ｈ）
肝门阻断方式（％）

选择性 非选择性 未阻断

肛门排气

时间（ｄ）
术后禁食

时间（ｄ）
Ａ１组 ５．８±０．７ ２００（６２，４７５） ３．４０±１．５８ ４（２５．０） ０ １２（７５．０） ２．３±０．６ ３．４±１．９
Ｂ１组 ２４．２±２．５ ３００（２００，５００） ３．１０±０．７１ ３（１５．８） ４（２１．１） １２（６３．１） ３．２±１．４ ４．７±１．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５ ０．４６９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Ａ２组 ５．９±０．８ ２４０（１１２，３８０） ３．６０±１．７０ １６（５０．０） 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９±０．６ ２．２±０．９
Ｂ２组 ２４．２±３．７ ３５０（３００，５００） ３．５０±１．３３ １２（３８．７） １７（５４．８） ２（６．５） ３．１±０．９ ４．０±１．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８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３组 ６．２±０．９ ３００（２００，５００） ５．８０±１．４８ １５（９３．８） １（６．２） ０ ２．６±０．８ ３．４±１．９
Ｂ３组 ２４．４±１．７ ３００（２００，４００） ４．３０±１．５１ １４（８７．４） １（６．３） １（６．３） ３．４±１．１ ４．７±１．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４５６ ０．００８ ０．５９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Ａ组 ５．９±０．８ ２００（１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１．９４ ３６（４９．３） １（１．４） ３６（４９．３） ２．１±０．７ ２．７±１．３
Ｂ组 ２４．１±３．３ ３００（２００，５００） ３．７０±１．４１ ３０（４１．１） ２６（３５．６） １７（２３．３） ３．２±１．０ ４．４±１．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组别
术后３ｈ疼痛
（分）▲

术后２４ｈ疼痛
（分）

术后２ｄ血
ＷＢＣ（个／Ｌ）

术后２ｄ血
ＡＬＴ（Ｕ／Ｌ）

术后ＡＬＴ恢复
时间（ｄ）

引流管放置

时间（ｄ）
住院时间

（ｄ）
住院费用

（元）

并发症发生

率（％）△

Ａ１组 ２．２±１．７ １．５±２．１ １１．６±５．２ ２２６．８±２１５．７ ６．３±２．８ ６．６±３．７ ９．０±４．４ ２４３９３．９±８３５４．９ １８．８
Ｂ１组 ３．７±２．４ ３．０±２．０ １４．６±４．３ ３４２．４±２８３．８ ９．７±２．８ ８．８±２．４ １２．７±２．８ ２３１３６．８±６０２１．６ １２．５
Ｐ值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６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８ ０．６０９ ０．６４８
Ａ２组 １．６±２．１ １．１±１．８ １４．９±５．０ １７１．５±１４８．７ ６．５±２．４ ５．４±２．５ ８．７±５．９ １８８２８．７±５３６５．３ １２．５
Ｂ２组 ２．８±２．５ ２．４±２．３ １８．１±４．４ ３７３．４±２９３．３ ８．７±３．１ ７．２±２．３ １２．８±４．２ １８６６７．５±７９８０．３ １２．９
Ｐ值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９２５ ０．９６２
Ａ３组 ２．２±２．６ １．０±１．６ １４．５±６．６ ２０７．３±１３５．４ ７．４±１．７ ９．０±２．２ １５．１±５．０ ３３５５９．０±８４１４．８ １８．８
Ｂ３组 ４．３±２．０ ２．８±１．８ １７．８±４．８ ２１１．２±１８２．２ １０．２±４．０ １０．３±５．４ １７．８±１０．４ ２８９５５．９±８７８８．８ １５．８
Ｐ值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１１８ ０．９４５ ０．０１８ ０．３７８ ０．３７０ ０．１４１ １．０００
Ａ组 １．６±２．０ １．１±１．８ １３．８±５．５ １８８．９±１８０．３ ６．５±２．６ ６．３±３．３ １０．３±５．７ ２３１００．４±９７１９．６ １５．１
Ｂ组 ３．２±２．４ ２．６±２．１ １７．０±４．５ ３２３．７±２６２．３ ９．２±３．３ ８．７±４．１ １３．９±６．４ ２３８４０．２±１２４７１．９ １３．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０ ０．８１４

　　注：▲疼痛评分：０无痛，１～３轻度疼痛，４～６中度疼痛，７～１０重度疼痛。△术后并发症包括气栓、出血、胆漏、肝功能衰竭、肠管损伤、腹腔积液、
肺部感染等。肝门阻断方式中Ｐ值代表各阻断方式构成比的差异。

　　根据国内ＬＨ手术操作指南［５］，结合本科室经验，

本研究选择的 ＬＨ和 ＯＨ病例均符合特定标准。分析
结果显示：①ＬＨ手术时间与 ＯＨ相比无差别，但对于
肝内胆管结石手术，ＬＨ比 ＯＨ时间长，这可能与肝内
胆管结石的手术类型以半肝或者肝叶切除为主有关，

由于肝创面较大，切肝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分离

组织和止血等操作，单纯的切肝过程在整个手术过程

占比较大。就单纯的切肝过程而言，腔镜操作比开腹

操作难度更大、耗时更久，因此需要术者有更强的耐心

和持久操作的能力，这与聂寒秋、屠金夫等［６－７］的研究

结果相似；但黄文峰等［８］的研究结果显示两者的手术

时间无差别；蔡秀军等［９］认为技术熟练者单纯切肝时

间可以做到和开腹手术相当，结石病例的腔镜手术时

间延长主要是一些合并的手术如胆总管切开取石时间

要比开腹明显加长；②对出血的控制是 ＬＨ的主要难
点，出入肝血流的控制技术很重要，选择性半肝血流阻

断技术大大提高了其安全性。王小东等［１０］的研究认

为左肝病变的切除建议先行左肝肝门解剖后阻断，右

肝由于肝门解剖困难，为减少出血，应行全肝门间歇性

阻断。本研究对 ＬＨ和 ＯＨ的比较显示：ＬＨ术中选择
性肝门阻断方式所占的比例不低于ＯＨ，这提示对于熟
练的操作者，选择性肝门阻断在ＬＨ与ＯＨ有相同的可

行性，而ＬＨ术中出血少于ＯＨ可能与腔镜下更多地使
用肝门阻断技术以及腔镜下更易于观察肝内血管解剖

有关；③各病种的 ＬＨ术后疼痛、肛门排气时间、禁食
时间、ＡＬＴ（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恢复正常时间均优
于ＯＨ；④无论是ＬＨ或 ＯＨ，术后２ｄ血白细胞（ｗｈｉｔｅ
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ＷＢＣ）及谷丙转氨酶（ＡＬＴ）均高于正
常范围，其升高主要表现为“一过性”，随着术后时间的

延长，两项指标均会趋于正常；ＯＨ对肝功能及血 ＷＢＣ
的影响主要与术中对肝脏的牵拉及应激反应对肝脏血

流产生影响有关，而ＬＨ对肝功能及血 ＷＢＣ的影响主
要与气腹压力、二氧化碳、麻药、电热损伤相关［１１－１２］；

本文的比较显示，ＬＨ术后 ＷＢＣ及 ＡＬＴ升幅明显小于
ＯＨ，提示 ＬＨ对肝功能及机体的应激反应影响比 ＯＨ
轻，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肝血管瘤；在肝癌及肝内胆

管结石病例，两种术式对该指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这提示当施行 ＬＨ时，尤其是肝癌及肝内胆管结
石病例，应尽可能降低气腹压、避免大面积电凝；⑤ＬＨ
的住院时间比 ＯＨ短，这主要体现在肝癌及血管瘤病
例，可能与 ＬＨ手术切口小、术后炎症反应轻、免疫功
能干扰少等优势相关；对于肝内胆管结石患者，ＬＨ的
平均住院天数比ＯＨ少，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
能与该疾病本身炎症反应重的特点相 （下转第１６９５页）

·２７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全科临床论著·

老年与青年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对比分析
毕铁男，冯杏君，兰跃福，杨磊磊，董米连

【摘　要】　目的　比较老年与青年早期胃癌（ＥＧＣ）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方法　对经手术治疗的２６８例老年及１３０
例青年早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青年组较老年组更易发生淋巴结
转移（Ｐ＝０．０２９），老年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与溃疡情况（Ｐ＝０．０１４）、肿瘤大小（Ｐ＝０．０３４）、浸润深度（Ｐ＝０．００４）及脉
管癌栓（Ｐ＜０．００１）相关，合并有溃疡（Ｐ＝０．０４２）、肿瘤浸润至黏膜下层（Ｐ＝０．０１９）及有脉管癌栓（Ｐ＝０．００６）是老年
ＥＧＣ淋巴结转移的独立性危险因素；青年ＥＧＣ淋巴结转移与性别（Ｐ＝０．０１３）、分化程度（Ｐ＝０．０２１）、浸润深度（Ｐ＝
０．０１１）及脉管癌栓（Ｐ＜０．００１）相关，女性（Ｐ＝０．０３９）、低分化（Ｐ＝０．０４８）、肿瘤浸润至黏膜下层（Ｐ＝０．０３２）及有脉管
癌栓（Ｐ＝０．０１２）是青年ＥＧＣ淋巴结转移的独立性危险因素。结论　浸润至黏膜下层及有脉管癌栓是两组患者共同的
高危因素，合并有溃疡是老年组的高危因素，女性、低分化是青年组的高危因素。

【关键词】　早期胃癌；老年；青年；临床病理特征；淋巴结转移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２　Ｒ７３０．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６７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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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ｏｕｎｇａｎｄ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ＥＧＣ）．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３９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２６８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１３０
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ｍｏｒｅ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ｔｈａ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０．０２９）．Ｔｏ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ａｎ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ｕｌｃｅｒ（Ｐ＝０．０１４），ｔｕｍｏｒｓｉｚｅ（Ｐ＝０．０３４），
ｄｅｐｔｈ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Ｐ＝０．００４）ｔｏ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Ｐ＜０．００１）．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ｕｌｃｅｒ（Ｐ＝
０．０４２），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Ｐ＝０．０１９），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Ｐ＝０．００６）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
ｔｏｒｓ．Ｔｏ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ｖａｒｉ
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ａｎ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Ｐ＝０．０１３），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２１），ｄｅｐｔｈ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Ｐ＝０．０１１）ｔｏｌｙｍ
ｐｈａｔｉｃ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Ｐ＜０．００１）．Ｉｎ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ｅｍａｌｅ（Ｐ＝０．０３９），ｐｏｏｒ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Ｐ＝０．０４８），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Ｐ＝０．０３２），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Ｐ＝０．０１２）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ｓｈａｒｅｄｃｏｍｍ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ｉｎ
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ｕｌｃ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
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ｐｏｏｒ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ａｒｌ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ｅｏｐｌ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随着内镜设备及技术的发展，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ｕｃｏｓ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Ｒ）和内镜黏膜下剥
离术（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Ｄ）已广泛应
用于早期胃癌（ｅａｒｌｙ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ＥＧＣ）的治疗［１］。

但对于已有淋巴结转移的ＥＧＣ来说，内镜治疗往往会
因为切除不彻底导致术后复发。决定 ＥＧＣ能否行内
镜下治疗的关键是判断有无淋巴结转移，国内外的相

关报道大多是对ＥＧＣ整体研究，很少有针对老年ＥＧＣ
或青年ＥＧＣ的分层研究。本文就我院及浙江省人民
医院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收治的老年及青年患
者ＥＧＣ淋巴结转移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手术病理确诊 ＥＧＣ共３９８例，均行
胃癌根治术（Ｄ１或 Ｄ２），共检出淋巴结６３５５个，平均
每例１５．９７个。年龄１７～８９岁，中位年龄５３岁。老

基金项目：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项目（Ｗ２０１２ＦＺ００６）；浙江省医学会临
床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０９ＺＹＣ５０）

作者单位：３１７０００浙江省临海市，温州医学院附属浙江省台州医院普外科
通讯作者：董米连，电子信箱：ｄｏｎｇｍｌ＠ｔｚ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ｍ

年组（年龄≥６０岁）２６８例，其中男性１５５例，女性１１３
例。青年组（年龄＜６０岁）１３０例，其中男性５２例，女
性７８例。
１２　研究方法　对两组患者性别、肿瘤部位、大体分
型、分化程度、溃疡情况、肿瘤大小、浸润深度及脉管癌

栓等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找出影

响淋巴结转移的主要危险因素。均规范取材，直径 ＜
１．０ｃｍ者全部取材，＞２．０ｃｍ者选样取材。病灶上、
下、左、右取到２ｃｍ正常胃组织，深度达浆膜或纤维
膜，以及肉眼能见到的各组全部淋巴结。常规石蜡切

片、苏木精－伊红染色。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单因素
分析采用χ２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淋巴结转移　老年组２２例发生淋巴结转移，占
９．７０％。转移淋巴结个数５１个（均为第一站），占检
出淋巴结的０．８０％。青年组２０例发生淋巴结转移，
占所有病例的５．０１％，转移淋巴结个数３８个（均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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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占检出淋巴结的０．６０％。两组淋巴结转移情
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９）。
２２　淋巴结转移潜在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老年组
淋巴结转移显著性相关潜在危险因素有溃疡情况

（Ｐ＝０．０１４）、肿瘤大小（Ｐ＝０．０３４）、浸润深度（Ｐ＝

０．００４）及有无脉管癌栓（Ｐ＜０．００１）。青年组淋巴结
转移显著性相关的潜在危险因素有性别（Ｐ＝０．０１３）、
分化程度（Ｐ＝０．０２１）、浸润深度（Ｐ＝０．０１１）及有无脉
管癌栓（Ｐ＜０．００１）。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ＥＧＣ患者淋巴结转移潜在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变量
老年组淋巴结转移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Ｐ值
青年组淋巴结转移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Ｐ值
性别 ０．９０１ ０．０１３

男 １３ １４２ ８．３９ ３ ４９ ５．７７
女 ９ １０４ ７．９６ １７ ６１ ２１．７９

肿瘤部位 ０．５３０ ０．６５８
胃上１／３ ２! ４２! ４．５５ ２! ２０! ９．０９
胃中１／３ １２! １３５! ８．１６ １０! ５２! １６．１３
胃下１／３ ８! ６９! １０．３９ ８! ３８! １７．３９

大体分型 ０．１１６ ０．２４５
隆起型 ２! ４５! ４．２６ ２! ３０! ６．２５
浅表型 １８! １４６! １０．９８ １２! ５６! １７．６５
凹陷型 ２! ５５! ３．５１ ６! ２４! ２０．００

分化程度 ０．９２８ ０．０２１
高分化 １５ １７０ ８．１１ ７ ６９ ９．２１
低分化 ７ ７６ ８．４３ １３ ４１ ２４．０７

溃疡情况 ０．０１４ ０．３８８
有 １２ ７２ １４．２９ １１ ４９ １８．３３
无 １０ １７４ ５．４３ ９ ６１ １２．８６

肿瘤大小（ｍｍ） ０．０３４ ０．１９６
１～１０ ３! ６０! ４．７６ ２! ３０! ６．２５
１１～１９ ６! １０８! ５．２６ ５! ２９! １４．７１
≥２０ １３! ７８! １４．２９ １３! ５１! ２０．３１

浸润深度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黏膜层 ３ １１１ ２．６３ ４ ５６ ６．６７
黏膜下层 １９ １３５ １２．３４ １６ ５４ ２２．８６

脉管癌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有 ２０ ６０ ２５．００ １７ ４２ ２８．８１
无 ２ １８６ １．０６ ３ ６８ ４．２３

　　注：!采用横×列表的χ２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２３　淋巴结转移潜在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合并有
溃疡（Ｐ＝０．０４２）、浸润至黏膜下层（Ｐ＝０．０１９）及有脉
管癌栓（Ｐ＝０．００６）是老年 ＥＧＣ淋巴结转移的独立性
危险因素。合并有溃疡、浸润至黏膜下层及伴有脉管

癌栓的老年患者有更多的淋巴结转移几率。女性

（Ｐ＝０．０３９）、低分化（Ｐ＝０．０４８）、浸润至黏膜下层
（Ｐ＝０．０３２）及有脉管癌栓（Ｐ＝０．０１２）是青年组淋巴
结转移的独立性危险因素。女性、低分化、浸润至黏膜

下层及伴有脉管癌栓的青年患者有更多的淋巴结转移

几率。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ＥＧＣ患者淋巴结转移潜在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组别 性别 分化程度 溃疡情况 肿瘤大小 浸润深度 脉管癌栓

老年组 ＯＲ值 １．２４６ １．１０５ ２．９８５ ２．３４１ ６．０１８ ２９．１３４
９５％ＣＩ ０．５０６～２．７７３０．４５８～２．７０４１．２１８～８．２３５１．２０３～５．２０３２．１０５～１４．７５４５．９９６～８１．４６３
Ｐ值 ０．９１３ ０．９４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青年组 ＯＲ值 ４．６８７ ３．２４５ １．５８４ １．６１２ ４．２８５ ８．７５２
９５％ＣＩ １．３６４～１７．２９８１．２３５～９．０１５０．６７５～４．５９８０．５３２～４．１２５１．４１２～１５．２３６２．６３７～３１．０４６
Ｐ值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８ ０．４２２ ０．３８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３　讨论
　　ＥＧＣ有无淋巴结转移目前尚无准确的判断方法，

术前 ＣＴ和超声内镜对淋巴结转移检测准确度仅为
５０％～７０％［２］。目前临床医生主要是结合术前检查及

临床经验来判断淋巴结转移情况，本组２６８例老年及
１３０例青年ＥＧＣ患者均是经术后病理确诊淋巴结的转
移情况。郭影等［３］回顾性分析了６０例 ＥＧＣ患者的临
床资料，发现黏膜内癌的淋巴结转移率为５％，黏膜下
层癌为３８．１％。本组资料表明，黏膜内癌的淋巴结转
移率为３．５４％，而黏膜下层癌为１４．１９％。刘靖［４］统

计了６０例 ＥＧＣ发现黏膜内癌无一例发生淋巴结转
移。

笔者前期对早期胃印戒细胞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

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筛选出了其独立危险因素，为临床

早期胃印戒细胞癌的内镜治疗提供依据［５］。本文在前

期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２６８例老年 ＥＧＣ的临床病理
资料单因素分析，发现合并有溃疡、肿瘤直径≥２０
ｍｍ、浸润至黏膜下层及伴有脉管癌栓的患者有更多的
淋巴结转移几率。与 ＬｉＨ等［６－７］报道的结果基本一

致。本研究发现潜在危险因素中，女性、肿瘤位于胃下

１／３、浅表型及低分化的老年 ＥＧＣ患者淋巴结转移阳
性率明显高于男性、肿瘤位于胃上１／３、隆起型及高分
化的患者，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通（下转第１７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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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使用微螺钉种植体压低上前牙改善露龈笑的效果观察
黄永松，王德顺，张凯

【摘　要】　目的　评价应用微螺钉种植体压低上前牙以改善露龈笑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１１例露龈笑伴前牙深覆
患者，其中男性１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１８．６～２４．３岁，平均２１．２岁，在上颌双侧侧切牙与尖牙间唇侧植入微螺钉种植
体，配合全口固定矫治器，以种植体支抗弹性牵引的方式压低上前牙，力量约为每牙３０～５０ｇ，压低时间平均约为７个
月，治疗前后拍摄全口曲面断层片进行测量对比，观察前牙的位置变化和露龈笑改善的程度。结果　１１例患者治疗后
上颌前牙平均压低３．８ｍｍ，深覆 得到有效的纠正，露龈笑明显改善。结论　利用微螺钉种植体支抗能有效地压低上
前牙改善露龈笑，实现了前牙的绝对压入，避免了使用传统支抗措施压低前牙时的副作用，是一种纠正深覆 改善微笑

曲线的较好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　正畸支抗；微螺钉种植体；露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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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是容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微笑时上切牙牙
龈的暴露量一般在２ｍｍ以内，如果超过３ｍｍ，称之为
露龈笑，严重影响患者的容貌美观。前牙深覆 露龈

笑一直是正畸治疗的难点，以往对这类病例多采用头

帽Ｊ钩高位牵引或多用途弓等方法压低上前牙，但由
于对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较高，临床疗效并不理想［１］。

近１０年来，种植体作为一种新的支抗形式在正畸临床
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我们利用种植体支抗结

合直丝弓矫治技术矫治由于上颌牙槽骨垂直向过度发

育导致的露龈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我科收治的１１例露龈
笑病例，其中男性１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１８．６～２８．８
岁，平均２２．５岁，病例入选标准：所有病例术前术后资
料完整，深覆 均在Ⅱ度以上，牙龈暴露量超过３ｍｍ，
伴有上颌前突或拥挤，矫治设计均为拔牙矫治。

１２　矫治方法　选用西安中邦公司生产的微小种植
体系统（ＭＡＳ），规格１．５ｍｍ×８．０ｍｍ，每例患者植入
２枚。所有患者粘结国产新亚直丝弓矫治器，排齐整
平３～６个月后，拍摄双侧上颌前牙区根尖片观察牙根
位置及周围骨质情况以决定种植体植入的方向及位

置，在上颌两侧侧切牙和尖牙之间的牙槽骨唇侧植入

种植体，植入方法是用先锋钻制备出与骨面垂直的钉

道，再用专用手柄拧入种植体，植入过程中如遇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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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电子信箱：ｚｋ９７８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切不可强行拧入以免损伤牙根，种植体的植入部位应

靠近根尖区尽量远离上前牙的牙槽嵴顶，以减少损伤

牙根的可能性且有利于上切牙压低时的龈向移动，术

后２周开始加力，通过链状圈结扎丝连接种植体与上
前牙使之压低，力值控制在每牙３０～５０ｇ力，嘱患者
４～６周常规复诊［２－３］。

２　结果
　　经过平均６个月的压低治疗，１１例患者上前牙被
明显压低，侧貌突度及面下１／３高度均减小，前牙覆
覆盖恢复正常，上前牙平均压低３．２ｍｍ，整个压低过
程中，患者前牙区牙龈仅有少量堆积，牙周膜间隙无明

显变化，牙髓活力测试正常，所有患者对矫治结果满

意，拆除固定矫治器后半年随诊，压低的前牙无明显复

发。

３　讨论
３１　露龈笑的病因　与露龈笑相关的因素有上唇过
短，上切牙临床冠高度不足，上颌骨前突及上牙槽垂直

向发育过度等［４］。本研究选择的是轻中度上颌骨前突

和上牙槽发育过度引起的露龈笑病例，对于严重上颌

骨前突及上牙槽发育过度的患者，不应盲目运用种植

体进行压低，正颌手术才是最佳的矫治手段，上前牙临

床冠过短者则应该通过牙龈切除术或冠延长手术来纠

正，对于覆 浅的高角病例为避免压低过程中出现前

牙开 ，应在后牙区同时植入种植体使上颌整体上抬，

可以促使下颌骨逆时针旋转降低下颌平面角。

３２　种植体支抗的优势　在拔牙病例（下转第１７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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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结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蒋正财

【摘　要】　目的　分析结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接受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
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老年结直肠癌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影响老年直肠癌术后５年复发率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　老年结直肠癌术后５年的复发率为２５．２３％（８２／３２５）。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肿瘤部位、是否发生梗阻、肿瘤直
径及肿瘤大体类型对老年结直肠癌术后５年复发率并无影响。年龄≥６５岁、围手术期接受输血治疗、病理分级低、原发
瘤为Ｔ３～Ｔ４期、有淋巴结转移以及有脉管瘤栓的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显著升高（Ｐ＜０．０５）。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术后
５年复发率显著低于未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Ｐ＝０．０２２）。Ｃｏｘ回归分析发现原发瘤为 Ｔ３～Ｔ４期、围手术期输血、有淋
巴结转移及有脉管瘤栓是导致老年结直肠癌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升高的独立风险因素。结论　加强复发高危人群的随
访工作有望早期发现复发并及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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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直肠癌（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
统恶性肿瘤。其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但目前认为

与西方化的生活饮食习惯、环境污染以及遗传等因素

相关［１－２］。随着以手术为中心的肿瘤综合治疗水平的

提高，结直肠癌的治疗效果有了长足的提高。疾病一

经诊断，手术常是唯一可以获得根治的治疗手段［３］。

虽然结直肠癌术后５年生存率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
部分患者术后因复发转移而死亡［４］。老年人群是结直

肠癌的高发人群，同样是术后复发与转移的高发人群。

肿瘤一旦出现复发转移则预后欠佳［５］。如何筛选出预

期术后复发转移率高的患者，是提前预防的前提。我

科在结直肠癌的救治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现回顾性

分析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１月在我科接受手术治疗
的老年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结直肠癌

术后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及预后，以期为此类患者的

诊疗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１
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所有患者平均年龄均≥６０岁；所有患者均经临床、影
像学及手术病理明确诊断为结直肠癌；所有患者均为

初次手术；患者无合并其它组织起源的恶性肿瘤；患者

无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每位患者至少保留有术后５年
的随访资料；患者临床资料完整。共回顾性分析患者

３７８例，其中符合研究条件的患者３２５例。其中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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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７１．２８±５．９３）岁；男性 ２１３（６５．５４％）例，女性
１１２（３４．４６％）例；病理示高分化癌１２４例，中低分化癌
２０１例；２９６例患者接受结肠癌根治术，２９例患者接受
直肠癌根治术；２０１例患者接受术后化疗。
１２　治疗方法　全麻下行结肠癌或直肠癌根治术。
结肠癌的临床分期参照国际抗癌联盟推荐的 ＴＮＭ临
床分期。每位患者术后通过电话、门诊等方式进行随

访，每位患者至少随访５年时间。
１３　结直肠癌复发转移标准　判断依据 ＣＴ发现转
移灶且血清ＣＥＡ水平增高或结肠镜发现复发灶且被
病理检查证实。

１４　分析方法　分析老年结直肠癌患者术后５年复
发率，影响老年患者结直肠癌术后５年复发率的单因
素及多因素分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率的
比较使用χ２检验。术后累计复发率应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曲线计算。影响老年结直肠癌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的
多因素分析采用Ｃｏｘ回归模型。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患者术后５年内复发情况　术后５年内共有８２
例患者出现复发，复发率为２５．２３％（８２／３２５），其中局
部复发７１例，远处转移１１例，术后复发率情况见图１。
２２　影响老年结直肠癌术后５年复发率的单因素分
析　见表１。性别、肿瘤部位、是否发生梗阻、肿瘤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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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及肿瘤大体类型对老年结直肠癌术后５年复发率并
无影响。年龄≥６５岁的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显著高
于年龄＜６５岁的患者（χ２＝１８．８８０；Ｐ＜０．００１）；接受
输血治疗的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显著高于无输血的患
者（χ２＝４．４１２；Ｐ＝０．０３６）；病理分级为高分化的患者
术后５年复发率显著低于中低分化的患者（χ２ ＝
７．３１３；Ｐ＝０．００７）；原发瘤为 Ｔ１～Ｔ２期的患者术后５
年复发率显著低于 Ｔ３～Ｔ４期的患者，（χ２＝１１．４３０；
Ｐ＝０．００１）；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显
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χ２＝６．４３４；Ｐ＝０．０１１）；
有脉管瘤栓的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显著高于无脉管瘤
栓的患者（χ２＝８．４２８；Ｐ＝０．００４）；接受辅助化疗的患
者术后５年复发率显著低于未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
（χ２＝５．２４８；Ｐ＝０．０２２）。

　图１　老年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复发率情况
表１　影响结直肠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ｎ 复发 未复发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２１３ ５３ １６０ ０．０４０ ０．８４２
女 １１２ ２９ ８３

年龄 ≥６５岁 １８７ ６４ １２３ １８．８８０ ＜０．００１
＜６５岁 １３８ １８ １２０

肿瘤部位 结肠 ２９６ ７７ ２１９ １．０７７ ０．２９９
直肠 ２９ ５ ２４

梗阻 有 １５８ ３９ １１９ ０．０４９ ０．８２５
无 １６７ ４３ １２４

输血 有 ９７ ３２ ６５ ４．４１２ ０．０３６
无 ２２８ ５０ １７８

肿瘤直径 ≥５ｃｍ １８７ ４８ １３９ ０．０４５ ０．８３３
＜５ｃｍ １３８ ３４ １０４

大体类型 隆起型 １８９ ５１ １３８ ０．７３６ ０．３９１
溃疡型 １３６ ３１ １０５

病理分级 高分化 １２４ ２１ １０３ ７．３１３ ０．００７
中低分化 ２０１ ６１ １４０

原发瘤 Ｔ１～Ｔ２ ２１６ ４２ １７４ １１．４３０ ０．００１
Ｔ３～Ｔ４ １０９ ４０ ６９

淋巴结转移 有 １２８ ４２ ８６ ６．４３４ ０．０１１
无 １９７ ４０ １５７

脉管瘤栓 有 ２４ １２ １２ ８．４２８ ０．００４
无 ３０１ ７０ ２３１

辅助化疗 有 ２０１ ４２ １５９ ５．２４８ ０．０２２
无 １２４ ４０ ８４

２３　影响老年结直肠癌术后５年复发率的多因素分
析　见表２。Ｃｏｘ回归分析发现原发瘤为 Ｔ３～Ｔ４期、

围手术期输血、有淋巴结转移及有脉管瘤栓是导致老

年结直肠癌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升高的独立风险因
素。

表２　影响结直肠癌术后复发转移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 ９５％ＣＩ

原发瘤Ｔ３～Ｔ４ １．２４６ ０．６２１ ５．４５１ ０．０１５ ０．１５５ ０．０３１～０．６１９
输血 ０．６３２ ０．３１１ ４．６３３ ０．０３２ １．５２１ １．０５６～２．２３３
淋巴结转移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８ ４．８３７ ０．０１８ １．２７４ ０．３８３～２．０８１
脉管瘤栓 １．２９１ ０．５３８ ５．０８９ ０．０２６ ０．９８３ ０．３９２～１．０６３

３　讨论
　　结直肠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之一，老年人群
尤为高发，严重威胁老年患者的生命健康。虽然大多

数患者可通过手术获得根治，但术后仍有一定比例的

复发转移率［６－７］。因此，分析可能影响老年结直肠癌

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的影响因素，有望发掘具有高复
发倾向的患者，以便临床医生可以做到及早预防、及早

治疗［８］。我们的研究发现，老年结直肠癌术后５年的
复发率为２５．２３％（８２／３２５），提示我们提早预防术后
复发是十分必要的。

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肿瘤部位、是否发生梗阻、

肿瘤直径及肿瘤大体类型对老年直肠癌术后５年复发
率并无影响。但年龄≥６５岁、围手术期接受输血治
疗、病理分级低、原发瘤为Ｔ３～Ｔ４期、有淋巴结转移以
及有脉管瘤栓的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显著升高（Ｐ

"

０．０５）。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术后５年复发率显著低
于未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Ｐ＝０．０２２）。Ｃｏｘ回归分析
发现原发瘤为Ｔ３～Ｔ４期、围手术期输血、有淋巴结转
移及有脉管瘤栓是导致老年直肠癌患者术后５年复发
率升高的独立风险因素。

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以及肿瘤分化程度低影响

患者预后并无特异性，可见于各种肿瘤［９－１０］。围手术

期输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免疫系统，这可能是导致

术后复发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脉管瘤栓提示肿瘤在接

受手术治疗时已然发生转移，提示患者预后不良。而

辅助化疗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预后，但多因素

分析并未证实这一结论。复习国内外文献，影响结直

肠癌术后复发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肿瘤的临床分期、是

否有淋巴结转移等，与我们的研究相吻合［１１－１２］。

本研究老年结直肠癌术后５年复发率为２５．２３％
（８２／３２５）。原发瘤为Ｔ３～Ｔ４期、围手术期输血、有淋
巴结转移及有脉管瘤栓是导致老年直肠癌患者术后５
年复发率升高的独立风险因素，加强复发高危人群的

随访工作有望早期发现复发并及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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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阑尾炎的效果观察
徐晓东，杨有名

【摘　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阑尾炎的临床效果。方法　从青州荣军医院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期间住院手术治疗的阑尾炎患者中，选择腹腔镜阑尾切除术５０例和常规开腹阑尾切除术５０例患者，分别设为Ａ组和
Ｂ组，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结果　Ａ组患者中有４例行腹腔镜手术失败，中转开腹，其中急性化脓性阑尾炎３例，坏疽
穿孔性阑尾炎１例。Ａ组较Ｂ组具有手术时间短、出血量少、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的优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腹腔镜手术费用高于常规开腹手术。结论　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治疗阑尾炎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对于急性化脓
性及坏疽穿孔性阑尾炎患者腹腔镜手术操作困难，应酌情选择术式。

【关键词】　腹腔镜；常规开腹；阑尾切除术；临床效果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６．８　Ｒ５７４．６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６７８０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　Ｘ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ＹＡＮＧＹｏｕｍ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
ＱｉｎｇｚｈｏｕＲｏｎｇｊｕ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Ｑｉｎｇｚｈｏｕ２６２５００，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０
ｃａｓｅｓ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ａｎｄ５０ｃａｓｅ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ｎ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ａｍｐｌ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ｓｅｔｉｎｔｏ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ａｉｌ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ｏｏｐｅ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ｒｅ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ｓｕｐ
ｐｕｒ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ｇａｎｇｒｅｎｏｕ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ｉｎ１ｃａ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ｏｕｐＢ，ｇｒｏｕｐＡｈａ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ｆｅｗ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
０５），ｂｕｔ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ｓｍｏｒｅｃｏｓｔｌｙｔ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ｏｒ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ｈａ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ｂｕｔ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ｓｕｐｐｕ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ｇａｎｇｒｅｎｏｕ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ａｐｐｅｎｄｉ
ｃｉｔ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ｙ；Ａｐｐｅｎｄｅｃｔｏｍ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不断进步，腹腔镜下阑尾
切除术已经成为治疗包括急性阑尾炎在内的所有阑尾

炎的第一选择［１］。本研究通过分析我院 ２０１０年 ２
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采用腹腔镜阑尾切除和常规开腹阑
尾切除治疗阑尾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两种术式的

优势。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住
院手术治疗的阑尾炎患者中抽签法随机选取腹腔镜阑

尾切除术５０例（Ａ组）和常规开腹阑尾切除术５０例
（Ｂ组），Ａ组男性２８例，女性 ２２例，年龄 ＜１９岁 １２
例，１９～６０岁３１例，＞６０岁７例；慢性阑尾炎１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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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单纯性阑尾炎２０例，急性化脓性阑尾炎１４例，坏
疽穿孔性阑尾炎３例。Ｂ组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４例，年
龄＜１９岁１３例，１９～６０岁３０例，＞６０岁７例；慢性阑
尾炎７例，急性单纯性阑尾炎２３例，急性化脓性阑尾
炎１５例，坏疽穿孔性阑尾炎５例。两组患者除慢性阑
尾炎例数差别较大外其他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基本手术方法　Ａ组：采取硬膜外或全身麻醉；
三孔法进镜及手术器械；置患者头低脚高并向左侧倾

斜１５°位置。探查有腹腔粘连者用超声刀或电凝钳给
予分离；于回盲部找到阑尾后提起，用上述器械分离阑

尾系膜，阑尾动脉的近端用组织闭合夹或钛夹夹闭后

在其远侧切断，远端电凝即可；在离回盲部０．５ｃｍ处
用钛夹或组织闭合夹夹闭，于其远侧剪断，残端予以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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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阑尾用标本袋盛装后取出体外；对阑尾化脓、坏疽

穿孔致回盲部、肠间和／或盆底有渗液或脓液者，用甲
硝唑或替硝唑盐水稀释液冲洗干净；对脓肿形成者常

规放置腹腔引流管。

Ｂ组：麻醉方式同Ａ组；右下腹麦氏切口或剖腹探
查切口，依探查情况，顺行或逆行切除阑尾，对阑尾化

脓、坏疽穿孔致回盲部、肠间和／或盆底有渗液或脓液
者，同样用甲硝唑或替硝唑盐水稀释液冲洗干净；对脓

肿形成或自认为冲洗不彻底者放置腹腔引流管。

查阅两组患者手术操作过程均无违背无菌原则；

对每例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并发症等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汇总。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两组的计量资料比较用
ｔ检验，两组计数资料的比较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手术结果　Ａ组患者中有４例行腹腔镜手术失
败，中转开腹，其中急性化脓性阑尾炎３例，坏疽穿孔
性阑尾炎１例。Ａ组较 Ｂ组具有手术时间短、术中出
血量少，疼痛轻、进食早、住院时间短的优点，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术后并发症比较　Ａ组术后切口感染和肠
粘连腹痛的发生率明显低于 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论
　　阑尾炎一般急性发作，资料报道如果延误诊治或
者治疗方式不当，则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造

成死亡［２－３］。超声设备可以提示阑尾本身和邻近区域

的炎性改变情况，提高了阑尾炎的早期诊断率及临床

治疗效果，推动了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开展［４］。

表１　两组阑尾炎患者的手术结果比较

组别 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镇痛剂（次） 进食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住院费用（元）

Ａ组 ５０ ７９．７±３１．２ ２０．２±１４．０ ２．２±１．６ ２．６±２．０ ８．３±５．９ ４２５６．１５±２３５．６１
Ｂ组 ５０ ９４．５±４２．６ ８１．２±４２．０ ５．２±２．８ ３．６±２．４ １４．８±１０．２ ３３０９．７８±１５２．５１
ｔ值 １．９８２ ９．７４３ ６．５７８ ２．２６３ ３．９０１ ２３．８４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表２　１００例阑尾炎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年（％）

组别 ｎ 阑尾残端漏 伤口感染 腹腔内脓肿 肠粘连腹痛

Ａ组 ５０ ０ ０ ０ ０
Ｂ组 ５０ ０ ６（１２） １（２） ７（１４）
χ２值 － ４．４３３ － １４．９３
Ｐ值 １．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５００ ＜０．０１

　　注：“－”确切概率法。

　　传统开腹手术创伤大、出血多、恢复慢和住院时间
长，且对于阑尾化脓、坏疽穿孔致不同范围腹膜炎或周

围脓肿形成的患者来说，术后切口感染、腹腔脓肿、肠

粘连腹痛的发生率较高。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切口小

不足１ｃｍ长，切开皮肤后钝性穿刺进入腹腔，有套管
与腹壁组织隔离，不但基本不损伤腹壁组织还避免了

与坏疽穿孔阑尾和／或脓液接触，腹腔镜在腹腔的视野
大、视觉清晰可调，为能够充分冲洗腹腔的每个角落提

供了便利，而且腹腔镜具有放大的作用，能够将最低处

或隐蔽处的脓液清洗干净，相关资料报道，这样不仅缩

短手术时间，还有效预防腹腔脓肿和术后伤口感染的

发生［５－６］，有效防止残余脓肿形成，进而达到防止感染

的效果［７－８］；阑尾根部用钛夹或组织闭合夹夹闭后再

切断，这样安全可靠，未见发生残端漏的报道［９－１０］。本

研究中Ａ组患者中有４例行腹腔镜手术失败，中转开
腹，其中急性化脓性阑尾炎３例，坏疽穿孔性阑尾炎１
例，可能是由于急性化脓性及坏疽穿孔性阑尾炎患者

腹腔镜手术操作困难造成的。

结合相关资料报道和我院两组阑尾炎患者治疗效

果的观察，可以看出，腹腔镜手术治疗各型阑尾炎的效

果明显优于常规开腹手术，尤以慢性和急性单纯性阑

尾炎为最佳，值得在各级医院推广，对于急性化脓性及

坏疽穿孔性阑尾炎患者腹腔镜手术操作困难，应酌情

选择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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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拮抗剂在不孕症患者微刺激周期中的应用与效果
孟绿荷，赵军招，林金菊，黄学锋，周颖

【摘　要】　目的　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ＧｎＲＨ拮抗剂）配伍 ＨＭＧ方案对不孕症患者微刺激周期的效果。
方法　对收治的８４例不孕患者，根据随机原则分为两组，其中拮抗剂组使用ＧｎＲＨ拮抗剂＋ＨＭＧ方案，共１１２个周期，
非拮抗剂组仅采用ＨＭＧ方案，共１４５个周期。对两组患者的年龄、不孕年限、基础黄体生成素（ＦＳＨ）、基础窦卵泡数
（ＡＦＣ）、Ｇｎ用量及天数，ＨＣＧ日血清中雌二醇（Ｅ２）水平、获卵数、受精率、临床妊娠率和胚胎种植率等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拮抗剂组的ＨＣＧ日Ｅ２、Ｇｎ使用天数和剂量均显著高于非拮抗剂组，黄体生成素（ＬＨ）、孕酮（Ｐ）的水平显著低于
非拮抗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拮抗剂组的卵子成熟率、卵裂率、优质胚胎率和种植胚胎率分别为
９０．５％、９６．８％、７３．２％、１１．７％，显著高于非拮抗剂组（８５．２％、９１．３％、６３．６％、５．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ＧｎＲＨ拮抗剂联用ＨＭＧ治疗方案对于卵巢低反应患者可有效促排卵，效果较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ＧｎＲＨ拮抗剂；高龄；卵巢储备功能低下；微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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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孕已成为一类常见问题，拮抗剂是指能
够减弱或阻止另一种分子或者信号转导途径的药物、

酶、抑制剂或激素类分子，在微刺激周期中可显著避免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１－２］。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我院生殖中心行微刺激
方案的不孕患者，使用拮抗剂进行辅助治疗，获得了较

好的周期结局，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于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收治的８４例不孕患者，为高龄（大于３８岁）或卵
巢储备功能低下（基础 ＦＳＨ大于１５Ｕ／Ｌ）者。所有患
者均施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根据随机原
则，将８４例患者分为两组，其中拮抗剂组３８例，共１１２
个周期，平均年龄为（３８．４６±４．８７）岁，不孕年限为
（６．８６±２．８７）年，平均 ＦＳＨ水平为（１６．５５±６．０９）Ｕ／
Ｌ，平均ＡＦＣ为（５．８３±２．７３）个；非拮抗剂组４６例，共
１４５个周期，平均年龄为（３８．０１±４．９２）岁，不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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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６．７１±２．５６）年，平均 ＦＳＨ水平为（１６．３６±
６．４５）Ｕ／Ｌ，平均 ＡＦＣ为（５．５１±２．４８）个。两组患者
的上述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８４例患者在进入ＩＶＦ治疗周期
的前３个月内，在自然周期或撤退性出血的第２～５天
清晨抽取静脉血，之后采用全自动微粒化学发光免疫

法对血清中的黄体生成素（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和
雌二醇（Ｅ２）水平进行检测。在 ＩＶＦ治疗周期第３天
内阴道Ｂ超检查计数基础窦卵泡数目（ＡＦＣ）。

非拮抗剂组在月经周期第 ２～３天开始用 Ｇｎ
（ＨＭＧ，丽珠）促排卵，每日用量１５０～３００ＩＵ，并根据
卵泡发育情况调整用药剂量。拮抗剂组在非拮抗剂组

的基础上，当至少有一个卵泡直径达１４ｍｍ时，注射
ＧｎＲＨａｎｔ（思则凯，默克雪兰诺，德国）０．２５ｍｇ／ｄ诱发
排卵直至ＨＣＧ日。两组患者中当有１个主导卵泡直
径超过１８ｍｍ时，即停用所有药物，于当晚注射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１００００ＩＵ，３６ｈ后采卵，体外受
精，７２ｈ后行胚胎移植。按照本中心常规标准对卵子
和胚胎质量进行评估。对两组患者的ＨＣＧ日Ｅ２、Ｌ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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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Ｐ）的水平、Ｇｎ使用天数和剂量、内膜厚度以及
ＥＴ周期结局等指标进行统计和比较。两组患者怀孕
后均给予黄体期支持：即黄体酮６０ｍｇ／ｄ至孕４６ｄ，之
后减量为４０ｍｇ／ｄ至孕６０ｄ。
１３　疗效判定［３］　优质胚胎的标准为：卵裂球大小比
较均匀、形状规则、折射性好、透明度高、碎片较少。移

植、妊娠确定：所有组均于ＩＶＦ受精后７２ｈ进行移植，
移植胚胎数２～３个。移植后２周测血ＨＣＧ。ＨＣＧ水
平＞１０Ｕ／Ｌ即可诊断为妊娠。移植后４周行阴道超
声检查，宫内见孕囊诊断为临床妊娠，未见孕囊或血清

中ＨＣＧ水平呈下降趋势者诊断为生化妊娠。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对本研究
的数据进行统计，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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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治疗后，拮抗剂组与非拮抗剂组的内膜厚度
相差不大（Ｐ＞０．０５），但拮抗剂组的ＨＣＧ日Ｅ２水平、
Ｇｎ使用天数和剂量均显著高于非拮抗剂组，然而ＬＨ、
孕酮（Ｐ）的水平显著低于非拮抗剂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ＨＣＧ日Ｅ２、ＬＨ、Ｐ、Ｇｎ天数和用量以及内膜厚度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ＨＣＧ日Ｅ２（ｎｍｏｌ／Ｌ） ＬＨ（Ｕ／Ｌ） Ｐ（ｎｍｏｌ／Ｌ） Ｇｎ天数（ｄ） Ｇｎ量（ＩＵ） 内膜厚度（ｍｍ）

拮抗剂组 ３．４０±２．５１ ５．８２±２．３４ ２．２６±１．１５ ８．５３±３．３４ １４０７．０１±８４９．４０ ８．２３±２．５６
非拮抗剂组 ３．１４±２．８５ ７．８３±２．５２ ２．５９±１．５８ ７．２６±３．３７ １１２７．３４±８５０．０５ ８．２７±２．２１
ｔ值 ２．３５１ ２．００９ ２．１６４ ２．１３４ ２．４５８ ０．９１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拮抗剂组取消周期数为１１例，
包括低反应期７例，已排卵期３例，早发ＬＨ峰期１例；
非拮抗剂组取消周期数为８例，包括低反应期６例，已
排卵期１例，卵泡萎缩期１例，两组患者的周期取消率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拮抗剂组的卵子
成熟率、卵裂率、优质胚胎率和种植胚胎率分别为

９０．５％、９６．８％、７３．２％、１１．７％，显著高于非拮抗剂组
（８５．２％、９１．３％、６３．６％、５．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受精率、临床妊娠率、生化
妊娠率和流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ＥＴ周期结局的比较

组别 ｎ 取消周期率（％） 移植周期数 平均获卵数 成熟率（％） 受精率（％） 卵裂率（％）

拮抗剂组 １１２ ９．８（１１／１１２） ６６ ２４２ ９０．５（２１９／２４２） ７０．３（１５４／２１９） ９６．８（１４９／１５４）

非拮抗剂组 １４５ ５．５（８／１４５） ９８ ６６２ ８５．２（５６４／６６２） ７０．９（４００／５６４） ９１．３（３６５／４００）

分组组别 ｎ 优质胚胎率 移植胚胎数 种植胚胎率（％） 临床妊娠率 生化妊娠率 流产率

拮抗剂组 １１２ ７３．２（１０９／１４９） １２０ １１．７（１４／１２０） ７８．６（１１／１４） ２１．４（３／１４） ２３．１（３／１４）
非拮抗剂组 １４５ ６３．６（２３２／３６５） ３１５ ５．７（１８／３１５） ６６．７（１２／１８） ３３．３（６／１８） ２７．８（５／１８）

　　注：与非拮抗剂组比较，χ２＝４．２９３，５．０２７，４．３６０，４．５１８，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的 ＨＣＧ阳性率均为１００％，其中分娩时
拮抗剂组中足月产数５例，继续妊娠２例，异位妊娠０
例；非拮抗剂组中足月产数５例，继续妊娠１例，异位
妊娠１例。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ＩＶＦＥＴ又称为试管婴儿，其简要流程主要包括：
①药物诱导多卵泡发育；②经阴道超声取卵；③体外受
精和胚胎培养；④胚胎移植；⑤黄体支持［４－５］。目前在

ＩＶＦＥＴ中使用的药物主要为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
（ＨＭＧ）联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但应用此类
药物在促排卵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激动作用，导致卵巢

过度刺激，产生许多卵泡，分泌大量雌二醇，从而使得

部分患者出现胸腹水、体内电解质紊乱、肝肾功能受损

等症状［６－７］。因此，选择一种温和有效的 ＣＯＨ方案尤
为重要。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ＧｎＲＨａｎｔ）是
一类人工合成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一般用

于卵泡发育的中晚期，而ＨＭＧ中含有ＬＨ成分，将Ｇｎ
ＲＨａｎｔ与ＨＭＧ联用可协同补充使用拮抗剂后患者体
内的ＬＨ急剧下降对卵泡发育过程的不利影响，并且

显著避免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效果温

和［８－９］。

本研究将ＧｎＲＨａｎｔ联合ＨＭＧ应用于高龄或卵巢
储备功能低下的不孕症患者，结果发现拮抗剂组的

ＨＣＧ日Ｅ２水平、Ｇｎ使用天数及剂量、卵子成熟率、卵
裂率、优质胚胎率和种植胚胎率均显著高于非拮抗剂

组，而ＬＨ、孕酮（Ｐ）的水平显著低于非拮抗剂组，这是
由于ＧｎＲＨａｎｔ能够竞争性地与人体脑垂体中的 Ｇｎ
ＲＨ受体结合，从而使得脑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减少，
进一步对人体内 ＬＨ值进行调节，临床上多用于抑制
自发性的ＬＨ峰［１０］；有效地避免了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激动剂引起的ｆｌａｒｅｕｐ作用，避免了卵泡早期ＬＨ、雄
激素过度释放和分泌而导致的卵子质量以及胚胎质量

的下降，并且该方案用药时间短，可有效避免提前排

卵，从而增加获卵数以及优质胚胎数，进一步提高妊娠

几率。

综上所述，ＧｎＲＨ拮抗剂与 ＨＭＧ配伍使用，对于
高龄以及卵巢储备功能低下的患者具有很好的促排卵

效果，获卵数多，优质胚胎率、种植胚胎率高，值得在临

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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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患儿合并医院感染临床特征观察
周均华

【摘　要】　目的　分析浙江省诸暨市妇幼保健院医院感染患儿资料，研究其发病规律，探讨预防对策。方法　回顾性
分析３２４０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观察医院感染发生率、部位、病原菌及构成比、相关因素、对预后的影响。结果　医院感染
率为４．３２％；呼吸道占５５．７１％；１１０例送病原学检查，６４例培养阳性，其中革兰氏阳性球菌共３４例，革兰氏阴性杆菌２２
例，真菌８例；医院感染组患儿年龄≤７岁６３．５７％、实施侵袭性操作５５．７１％、预防应用抗生素４５．００％、重症监护病房
２２．１４％，高于无医院感染组的４２．５８％、１４．６５％、３３．８４％、１５．１０％（Ｐ＜０．０５）；医院感染组患儿病死率１０．７１％、住院时
间（２８．３２±５．２３）ｄ，高于无医院感染组的１．３９％、（１２．７６±３．３２）ｄ。结论　儿科患儿是医院感染高危群体，影响因素复
杂，对预后有不良影响，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和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　儿科；医院感染；因素；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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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４５％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ｕｓｅ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２２．１４％ ｗａｓ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ｗａｒｄ，
ｗｈ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ｎ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４２．５８％，１４．６５％，３３．８４％，１５．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１０．７１％）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２８．３２±５．２３）ｉｎｔｈｅ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ｎ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３９％，１２．７６±３．３２ｄａｙ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ａｙ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ａ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ａｖｏｉｄ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医院感染是指患儿在入院４８ｈ之后发生的感染，
儿科患儿由于年龄小，不具备自理能力或者处理能力

欠缺，加上免疫功能相对低下容易发生院内感染，应积

极预防和控制儿科医院感染［１］。本文就我院医院感染

患儿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其发病规律，探讨预防对策，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收治的
３２４０例患儿，其中男１６７０例，女１５７０例；年龄０～１５
岁，平均（７．５２±４．４１）岁；基础疾病有支气管肺炎、缺

作者单位：３１１８００浙江省诸暨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血缺氧性脑病、急性胃肠炎、急性肾炎及其他等。

１２　医院感染诊断　依照临床表现、常规检查、影像
学诊断，临床治疗情况参照相关标准［２］进行诊断。

１３　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３２４０例患儿的临床资
料，观察医院感染发生率、医院感染病原菌及构成比、

医院感染相关因素、医院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两组均数间（ｘ±ｓ）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医院感染发生情况　合并医院感染１４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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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１４０／３２４０）；１４０例感染患儿中男８８例，女５２
例；感染部位呼吸道 ７８例（５５．７１％），胃肠道 ３４例
（２４．２９％），口腔１６例（１１．４３％），皮肤及附属器官１２
例（８．５７％）。
２２　医院感染病原菌及构成比　１４０例医院感染患
儿中１１０例送病原学检查，６４例培养阳性，革兰氏阳
性球菌共３４例（５３．１３％），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为主；革兰氏阴性杆菌共 ２２例
（３４．３８％），以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为主；真菌８
例（１２．５０％）。
２３　医院感染相关因素　医院感染组患儿年龄≤７
岁、实施侵袭性操作（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留置胃管、

静脉置管、脑脊液转流术）、预防应用抗生素、重症监护

病房高于无医院感染组（Ｐ＜０．０５），这些因素是引起
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见表１。

表１　引起患儿医院感染相关因素比较（例）

组别 ｎ 年龄≤７岁侵袭性操作 预防应用抗生素 重症监护

医院感染组 １４０ ８９ ７８ ６３ ３１
无医院感染组 ３１００ １３２０ ４５４ ９８７ ４６８
χ２值 １７．８６ ２５．７２ １０．５４ ９．４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医院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１４０例医院感染患儿
死亡１５例（１０．７１％），住院时间（２８．３２±５．２３）ｄ，高
于３１００例无医院感染的 ４３例（１．３９％）、（１２．７６±
３．３２）ｄ（χ２＝８．６７，ｔ＝５．０５，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各系统器官尚未发育成
熟，儿科不同系统疾病及疾病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

患儿混杂同住一室，因此儿科病房是医院感染高危科

室［３］，文献报道［４－５］儿科医院感染率为３．６９％～
１５．２２％，本文报道结果为４．３２％，与文献报道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儿科医院感染具有下列特点：①
感染部位以呼吸道感染最多，占５５．７１％，与儿科病房
工作人员、陪护和探视人员流动量大，导致空气污染增

加；病房比较拥挤，空气不流通，特别是冬季长时间应

用空调而不开窗通风，加重空气污染，易造成呼吸道交

叉感染有关［６］。②病原菌中革兰氏阳性球菌５３．１３％，
革兰氏阴性杆菌３４．３８％，真菌１２．５０％；主要病原菌
为革兰氏阳性球菌，说明儿科医院感染以外源性感染

为主，与文献报道相似［７］。③医院感染相关因素复杂：
医院感染组患儿年龄≤７岁占６３．５７％，高于无医院感
染组的４２．５８％（Ｐ＜０．０５），与年龄小、器官尚未发育
健全，抵抗力也较弱有关。医院感染的发生与侵入性

操作有很大关系，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侵入性操作越

来越多，如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留置胃管、静脉置管、

脑脊液转流术等，这些器械为微生物侵入机体提供了

途径，增加了医院感染的危险性［８］。预防性使用抗菌

药物在医院儿科中相当普遍，医师仅凭经验和习惯应

用抗生素，忽略了在使用抗生素前进行病原学检查和

药敏试验，且较多地采用联合用药的方式，使患儿机体

正常菌群紊乱，出现继发感染［９］；重症监护室的患儿有

较严重的基础病，抵抗力低，医院感染发生率也随之上

升。④医院感染的发生加重原有疾病，延长住院时间，
重者可引起高热、抽搐、顽固性腹泻、脱水甚至死

亡［１０］，本文结果显示医院感染患儿死亡占１０．７１％、住
院时间（２８．３２±５．２３）ｄ，高于无医院感染的１．３９％、
（１２．７６±３．３２）ｄ（Ｐ＜０．０５）。

总之，儿科患儿是医院感染高危群体，除通过建立

完善的医院感染管理控制体系，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

严格执行消毒隔离、无菌操作制度等，应针对上述危险

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本院医院感染病原菌的分

布特点，掌握选用抗菌药物的基本原则，对抗生素实行

分级管理［１１］；严格掌握侵袭性操作的指证，尽量减少

侵袭性操作，如病情需要应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动

作要轻柔，减少黏膜的损伤，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

气管插管、吸痰管等采用一次性物品，缩短各种管道留

置时间［１２］；严格执行探视规章制度，限制探视人员的

次数及时间，家属有病暂停陪护探视；提高患儿机体的

免疫力，加强低龄患儿营养支持管理及免疫球蛋白的

应用，促进疾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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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舒芬太尼复合凯纷用于预防开胸手术全麻苏醒期躁动的临床观察
邵光明，梁启胜，林学武，陈玲

【摘　要】　目的　探讨舒芬太尼复合氟比洛芬酯（凯纷）用于预防开胸手术全麻苏醒期躁动的临床效果与副反应情况。
方法　选择择期开胸手术患者９０例，ＡＳＡⅠ级或Ⅱ级，随机均分为三组，分别于术毕前２０～３０ｍｉｎ静脉注射舒芬太尼
０．１５μｇ／ｋｇ（Ａ组），舒芬太尼０．１μｇ／ｋｇ＋氟比洛芬酯５０ｍｇ（Ｂ组），２ｍｌ生理盐水（Ｃ组）。观察术后躁动程度，自主呼
吸恢复时间，拔管时间以及恶心呕吐、呼吸遗忘、嗜睡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结果　Ａ、Ｂ两组躁动发生率和不良反应发
生率明显低于Ｃ组（Ｐ＜０．０５）。结论　舒芬太尼复合氟比洛芬酯可以显著减少开胸手术全麻苏醒躁动的发生，并降低
不良反应发生率。

【关键词】　舒芬太尼；氟比洛芬酯；全麻苏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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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４，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ｓｉｄ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ｌｕｒｂｉｐｒｏｆｅｎｅｓｔｅｒ
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ｏｐｅｎｃｈｅｓ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ｒｅｖｉｖ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ｅｎｃｈｅｓ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９０ｃａｓｅｓ，
ＡＳＡⅠ ｌｅｖｅｌａｎｄⅡ 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０．１５μｇ／ｋｇ２０－３０ｍｉｎｕｔｅｓｂｅｆ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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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ｔｕｂ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ｔｉｍｅ，ｎａｕｓｅａ，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ｓｌｅｅｐ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ｏｆ
ＡａｎｄＢ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ｌｕｒｂｉｐｒｏｆｅｎｅｓｔｅｒｃａｎ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ｐｅｎｃｈｅｓ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Ｆｌｕｒｂｉｐｒｏｆｅｎａｘｅｔｉ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ｒｅｖｉｖ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舒芬太尼是一种高选择性，高强度的阿片受体激
动剂在国内临床麻醉中已收到较好效果。而氟比洛芬

酯微球注射液是一种新型的非甾体类抗炎镇痛药，通

过特异性脂微球技术，使药物靶向聚集在手术切口部

位产生镇痛作用。研究显示，手术结束前给予芬太尼

或舒芬太尼可以降低术后躁动的发生率，但苏醒时间

延长［１］。本研究采用舒芬太尼复合氟比洛芬酯用于全

身麻醉下开胸手术结束前使用，观察苏醒期躁动情况，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期开胸手术男性患者９０例，术
前常规检查均正常，ＡＳＡⅠ级或Ⅱ级，年龄２０～６５岁，
体重５０～６５ｋｇ，手术种类包括肺叶切除术、食管癌根
治术等。术前１２ｈ内未使用过任何阿片类或其他镇
痛药。随机均分为三组，舒芬太尼组（Ａ组）、舒芬太
尼复合氟比洛芬酯组（Ｂ组）和对照组（Ｃ组）。三组
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手术时间、麻醉时间及术后静脉

自控镇痛的药物配制等均具有可比性。

１２　麻醉方法　三组患者术前半小时均常规肌注地
西泮０．１ｍｇ／ｋｇ，盐酸戊乙奎醚０．０１ｍｇ／ｋｇ。入室后
常规开放静脉通道，监测心电图（ＥＣＧ）、无创血压
（ＢＰ）、心率（ＨＲ）和动脉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采用气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３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邵光明，邮箱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ｋ＠１６３．ｃｏｍ

管内全麻，静脉推注咪唑安定０．１ｍｇ／ｋｇ，丙泊酚１．５～
２．０ｍｇ／ｋｇ或依托咪酯０．３ｍｇ／ｋｇ，芬太尼４μｇ／ｋｇ，顺
式阿曲库铵０．２ｍｇ／ｋｇ诱导，气管插管后接麻醉机控
制呼吸，潮气量１０ｍｌ／ｋｇ，呼吸频率１２次／ｍｉｎ，呼吸比
１∶２，维持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３０～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麻醉维持：持续吸入１．５％ ～２．５％
七氟醚，根据需要间断静脉推注维库溴铵０．０２５ｍｇ／ｋｇ
维持肌松，瑞芬太尼０．２～０．４ｍｇ／ｋｇ维持麻醉，调整
丙泊酚浓度，术中ＭＡＰ、ＨＲ小于基础值２０％时用麻黄
碱／或阿托品处理。手术结束前约２０～３０ｍｉｎ，Ａ组静
脉注射舒芬太尼０．１５μｇ／ｋｇ，Ｂ组静脉注射舒芬太尼
０．１μｇ／ｋｇ，同时静脉氟比洛芬酯５０ｍｇ，Ｃ组注射２ｍｌ
生理盐水。手术结束前约１０ｍｉｎ停止丙泊酚输注，手
术结束时停用瑞芬太尼。待患者有呼吸时拮抗残余肌

松药，拔出气管导管，患者意识清醒后送回病房。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诱导前，拔管前，拔管时，拔管后
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及术后１ｈ的ＭＡＰ、ＨＲ、躁动程度及躁动
发生率、拔管时间、自主呼吸恢复时间，术后恶心呕吐

（ＰＯＮＶ）及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根据双盲原则制定
专人对患者术后躁动情况的程度进行评定分为轻度、

中度、重度，①轻度：在吸痰等强刺激下发生躁动，一旦
刺激停止，躁动即停止；②中度：在无刺激下发生躁动，
但无需制动；③重度：需药物和物理方法制动的不自主
运动。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采用 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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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秩和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三组患者在年龄、体重、麻醉时间、手术时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组患者拔管前后，ＨＲ和 ＭＡＰ
均明显高于诱导前（Ｐ＜０．０１）。与 Ｃ组比较，拔管前
Ａ、Ｂ组ＨＲ和 ＭＡＰ更加平稳（Ｐ＜０．０５）。Ａ、Ｂ组患

者术后均无重度躁动发生，躁动发生率低于Ｃ组（Ｐ＜
０．０１）。Ａ组自主呼吸恢复时间明显长于 Ｂ组与 Ｃ
组，同时拔管时间延长，且 Ｂ组明显长于 Ｃ组（Ｐ＜
０．０１），见表１。Ａ组术后呼吸遗忘明显多于Ｃ组（Ｐ＜
０．０１），见表２。

表１　三组患者发生术后躁动情况及苏醒情况

组别 例数
躁动程度（例）

轻度 中度 重度
躁动发生率（％） 自主呼吸恢复时间（ｓ） 拔管时间（ｍｉｎ）

Ａ组 ３０ ４ ３ ０ ２３ ２６５±５０＃△ １４．４±４．８＃△

Ｂ组 ３０ ３ ２ ０ １７ １４９±３５＃ １０．６±５．２＃

Ｃ组 ３０ ８ ６ ４ ６０ １２１±２３ ７．９±４．１

　　注：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１。

表２　三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例）

组别 例数 ＰＯＮＶ 呼吸遗忘 嗜睡

Ａ组 ３０ ５ ４ ３
Ｂ组 ３０ ３ １ １
Ｃ组 ３０ ６ ０ １

　　注：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开胸手术全麻患者苏醒期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躁
动，引起呼吸和／或循环功能的紊乱，甚至发生心脑血
管意外，必须预防和及时处理。致痛因素与手术种类，

患者的年龄、性别、术中镇痛药物的用量、术后肌松药

的残留和术后各种引流管的刺激等有关，而切口疼痛

是引起术后躁动的主要因素。术后有效的镇痛可以使

患者增加深呼吸和充分咳痰，减轻应激反应，减少肺部

并发症的发生，对于改善和纠正患者呼吸功能不全具

有重要意义［２］。

复合瑞芬太尼的全身麻醉苏醒躁动除与瑞芬太尼

镇痛作用消失快，导致切口疼痛，还和其所致的痛觉过

敏有关。文献报道，在手术结束前给予舒芬太尼可以

有效降低复合瑞芬太尼的全麻术后苏醒躁动。从表１
中Ａ、Ｂ两组与Ｃ组比较可以看出，在手术快结束时给
予舒芬太尼０．１５μｇ／ｋｇ可以明显降低术后发生躁动的
几率，同时Ｂ组和 Ａ组，术后自主呼吸恢复时间明显
缩短。舒芬太尼是芬太尼的衍生物，其与阿片受体亲

和力强，作用强度时芬太尼的１０倍，故其镇痛作用强，
镇痛时间长的特点，且呼吸抑制作用弱，安全性能好。

在麻醉诱导、心脏麻醉和术后镇痛都表现出一定的优

越性［３－４］。术后苏醒期躁动主要是由于疼痛时由损伤

刺激直接导致的原发性疼痛和致痛物质介导的继发性

疼痛，继发性疼痛与前列腺素（ＰＧ）有关。氟比洛芬酯
是非甾体类抗炎药，由氟比洛芬经酯化后制成的可以

静脉注射的酯微球靶向制剂，静注后药物靶向聚集在

手术切口和炎症部位，水解生成氟比洛芬，形成较高血

药浓度从而抑制前列腺素（ＰＧ）的合成，具有较强的消
炎镇痛作用，能有效抑制切口疼痛，减少术后躁动的发

生率［５－６］。但其作为 ＮＳＡＩＤｓ，具有“天花板效应”，单

独应用并不能充分缓解术后的急性疼痛［７］。研究表

明：氟比洛芬酯与舒芬太尼合用，发挥平衡镇痛的优势

增强阿片类药物镇痛作用，达到多模式镇痛效果，不影

响麻醉深度及术后苏醒时间，不抑制呼吸和循环，且作

用时间持久［８］。从表２可以看出使用氟比洛芬酯组恶
心呕吐有所降低，术后发生呼吸遗忘和嗜睡比例下降，

提示氟比洛芬酯降低了术后恶心呕吐［９］。ＬｉｕＺＦ
等［１０］研究认为氟比洛芬酯的镇痛作用还与其增加体

内β内啡呔有关。
综上所述，舒芬太尼复合氟比洛芬酯可以显著减

少开胸手术全麻苏醒躁动的发生，使患者苏醒期生命

体征更加平稳，并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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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代谢肿瘤体积对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
黄宪平，周伟鹤，章岳峰，胡哲

【摘　要】　目的　评估代谢肿瘤体积（ＭＴＶ）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的复发预测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１２例行
完全性切除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前均行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检查，术后进行追踪随访。应用ＲＯＣ曲线分析ＭＴＶ对
复发的预测性能。应用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探讨复发与相关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　ＲＯＣ曲
线比较表明，ＭＴＶ２．５较ＳＵＶｍａｘ有更好的预测复发的性能。ＭＴＶ２．５较小的患者具有更高的无复发生存率。多因素分析显
示ＭＴＶ２．５和ＴＮＭ分期是影响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ＭＴＶ是判断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的重要预后因素。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复发；代谢肿瘤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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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ＭＴＶ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ａｎＳＵＶｍａｘｆ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ｅｒ
ＭＴＶ２．５ｓｈｏｗｅｄｌｏｎｇｅ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ＭＴＶ２．５ａｎｄＴＮＭｓｔａｇｅ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ＴＶｗ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ＮＳＣＬ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ｔｕｍｏｒｖｏｌｕｍｅ

　　非小细胞肺癌（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
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其术后

总的５年生存率仅为２０％～４０％［１－２］。准确预测患者

预后有助于制定合理的临床治疗决策。随着功能影像

学技术的发展，１８Ｆ脱氧葡萄糖（ｆｌｕｏｒｏｄｅｏｘｙｇｌｕｃｏｓｅ，
ＦＤＧ）ＰＥＴ／ＣＴ已经证明是ＮＳＣＬＣ诊断、分期和指导治
疗的准确和必要的方法［３－５］，同时有研究表明，反映肿

瘤摄取ＦＤＧ程度、代表肿瘤代谢水平的指标标准摄取
值（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ｕｐｔａｋｅｖａｌｕｅ，ＳＵＶ）可以作为预测
ＮＳＣＬＣ预后的因素［６］，但是反映异常代谢肿瘤细胞多

少的指标代谢肿瘤体积（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ｔｕｍｏｒｖｏｌｕｍｅ，ＭＴＶ）
在预测 ＮＳＣＬＣ术后复发情况的研究却很少。本研究
的目的是评估 ＭＴＶ对已行手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的复发预测价值，为ＮＳＣＬＣ患者的预后评价提供
理论支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入住我院接受外科治疗的肺癌患
者。入选标准：①非小细胞肺癌患者；②行完全性切除
术；③手术前后未行放化疗。排除标准：①具有肺癌和
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患者；②术后 ３０ｄ内死亡的患
者。共有１１２例患者符合标准纳入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均行胸片、胸部 ＣＴ、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胸外科
（黄宪平，周伟鹤，章岳峰）；影像科（胡哲）

通讯作者：黄宪平，电子信箱：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ｐｉｎｇｑ＠１６３．ｃｏｍ

中枢磁共振成像、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检查和全身骨扫
描显像等检查。查阅病历和数据库获得临床、影像和

病理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相关
数据、手术方式、切除标本大小（病理确定的最大肿瘤

直径）、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和病理分期。分期根据

国际抗癌联盟的ＴＮＭ分期第７版进行。
图像分析采用视觉和半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目测病灶１８ＦＦＤＧ摄取程度，在ＰＥＴ图像上对可疑病
灶以ＳＵＶ＝２．５为阈值逐层自动勾画感兴趣区［７］。结

合ＣＴ图像勾画代谢活性区域边界，得到每层面积，乘
以层厚得到每层体积，将每层体积相加得到 ＭＴＶ。如
果原发肿瘤的ＳＵＶｍａｘ＜２．５，则其ＭＴＶ为０。

所有患者从接受手术当天开始随访。术后２年每
３个月至门诊复查一次，２年后每６个月复查一次。本
研究的主要观察终点是肺癌复发，随访于２０１２年６月
３０日结束。复发的诊断主要基于查体、影像学检查和
血液学检查，当临床允许时可做组织学检查确诊。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做统计分析。两
组和多组之间的 ＭＴＶ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或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ＳＵＶｍａｘ与 ＭＴＶ之间应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分析。接收者工作特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
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曲线用于确定 ＭＴＶ判断复
发的最佳临界值。不同 ＲＯＣ曲线之间的比较采用 Ｚ
检验。生存曲线采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估算，并应用ｌｏｇ
ｒａｎｋ检验评估统计学差异。将Ｃｏｘ单因素分析中Ｐ＜
０．０５的变量应用 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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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所有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对象一般临床病理特点　男性 ７６例
（６７．９％）。平均年龄６５岁（４２～８１岁）。大部分（９２
例，８２．１％）患者行肺叶切除术，其次为肺段切除术（８
例，７．２％）。肿瘤直径为３．５ｃｍ（０．８～１５ｃｍ），病理
类型以腺癌居多（６４例，５７．１％），其次是鳞癌（３８例，
３３．９％）。病理分期包括Ⅰ ～ⅢＡ期，Ⅰ期最为多见
（６７例，５９．８％），其次为Ⅱ期（２９例，２５．９％）。中分
化是最常见的分化类型（４６例，４１．１％），其次为低分
化（３８例，３３．９％）。
２２　不同临床病理特点患者的ＭＴＶ２．５比较　

１８ＦＦＤＧ
ＰＥＴ／ＣＴ检查到手术的时间中位数为９ｄ（３～３５ｄ）。
ＭＴＶ２．５中位数１４．７６ｃｍ

３（０．００～１９５．３５ｃｍ３）。男性、
非腺癌患者、肿瘤直径较大患者、分期较高的患者和低

分化肿瘤具有较高的 ＭＴＶ２．５，见表 １。ＭＴＶ２．５与
ＳＵＶｍａｘ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６２３，Ｐ＝０．０２２）。

表１　不同临床病理特点肺癌患者的ＭＴＶ２．５比较

变量 中位数（全距） Ｔ或Ｈ值 Ｐ值

性别 男性

女性

２０．１５（０．００～１９５．３５）
４．７９（０．５０～６６．６３）

４．１６５ ０．００４

年龄（岁）
≥６５
＜６５

１４．９５（０．５０～１１１．２４）
１４．５２（０．００～１９５．３５）

０．６２０ ０．５１７

手术类型 楔形切除术 ５７．２５（０．５０～７６．４９）
肺段切除术 ３８．１５（４．３８～５５．１９）
肺叶切除术 １２．２５（０．００～１３５．２７） ６．７５１ ０．２１８
双肺叶切除术 ２１．３７（７．２８～１９５．３５）
全肺切除术 ５５．３４（２２．２６～１４０．６６）

病理 腺癌 ５．９９（２．３２～１１．１８）
鳞癌 ３６．４５（５．２９～１９５．３５） ７．２１５ ０．０２９
其他 ５５．６８（０．００～１３５．２７）

肿瘤直径（ｃｍ） ≥３．５
＜３．５

４２．２５（２．３２～１９５．３５）
５．８８（０．００～１４０．６６）

４．３３９ ０．００３

分期 Ⅰ １０．２６（０．００～７６．４９）
Ⅱ ４０．３５（２．３２～１３５．２７） ９．４４８ ０．００８
ⅢＡ ２２．５０（０．５０～１９５．３５）

分化程度 高分化 ４．５２（０．００～５７．２５）
中分化 ２２．２７（０．５０～１９５．３５） ８．９４７ ０．０１７
低分化 ２０．１８（４．３８～１２８．３９）

２３　ＲＯＣ曲线分析　ＲＯＣ曲线比较表明，与ＳＵＶｍａｘ
相比，ＭＴＶ２．５对于复发有更好的预测性能（Ｚ＝６．２５９，
Ｐ＝０．０４２）。ＭＴＶ２．５的最佳临界值为１３．９６５，此时灵
敏度为０．７７４，特异度为０．５８０，曲线下面积为０．７１６。
２４　复发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随访时间中位
数为 ２４个月（３～５４个月）。随访期间，有 ３１例
（２７．７％）复发，３例死于其他疾病，５例失访。无复发
生存期的中位数为１８．８个月（１．８～５３．８个月）。根
据ＭＴＶ２．５的最佳临界值 １３．９６５将患者分为两组，
ＭＴＶ２．５较小患者具有更高的无复发生存率。表２为无
复发生存率的单因素分析结果。在单因素分析中，能

够预测复发的传统的预后因素包括ＳＵＶｍａｘ、ＭＴＶ２．５、肿
瘤直径≥３．５ｃｍ、Ｔ分期、Ｎ分期和 ＴＮＭ分期。多变

量分析证实，ＭＴＶ２．５（ＨＲ＝４．２７５，９５％ＣＩ：１．３４９～
１３．６２３，Ｐ＝０．０３２）和 ＴＮＭ病理分期（ＨＲ＝６．２７７，
９５％ＣＩ：１．３５９～１６．３５８，Ｐ＝０．０２１）为预测复发的独立
因素。

表２　ＮＳＣＬＣ术后患者无复发生存率的Ｃｏｘ单因素分析

变量 ＨＲ（９５％ ＣＩ）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性别（男／女） １．９２８（０．８１５～４．８２６） ２．３５８ ０．１６４
年龄≥６５岁 ０．７２７（０．３３５～１．５２８） ０．７４６ ０．４１１
ＳＵＶｍａｘ ４．２５９（１．３２４～２０．２１６） ７．２１０ ０．００７
ＭＴＶ２．５ ３．３７９（１．５５６～８．７３５） １０．２３５ ０．００１
手术类型 １．２１４（０．６７５～２．４０５） ０．７２１ ０．４５９
病理（腺癌／非腺癌） ０．５３９（０．３７６～１．１１４） ３．６４２ ０．１１３
肿瘤直径≥３．５ｃｍ ３．３９９（１．５５６～７．４２２） ９．６４７ ０．００３
Ｔ ２．１５７（１．３４８～３．３７６） ６．３３８ ０．０１８
Ｎ １．９６０（１．２６８～３．４４３） ６．４５３ ０．０１５
ＴＮＭ分期 ２．７５４（１．６９５～４．２２１） ８．１６８ ０．００５
分化程度 １．２６６（０．７３４～２．５６８） １．１３９ ０．３５３

３　讨论
　　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是近年开展的新的医学功能成
像技术，可以从分子水平检测和识别活体内各状态下

先于解剖结构变化而发生的代谢改变，并且可以提供

肿瘤组织的代谢信息，从而使准确地反映肿瘤负荷成

为可能［８－９］。ＭＴＶ是由ＰＥＴ／ＣＴ得出的一个衡量具有
较高糖代谢活性的肿瘤细胞多少的定量参数，其特点

是将肿瘤体积与功能代谢相结合，可以更准确地反映

肿瘤负荷。在本研究中，ＭＴＶ和某些临床病理特点具
有明显关联，表现为男性、直径较大、分化较差的肿瘤、

非ＡＤＣ患者以及分期较高的患者具有更高的ＭＴＶ２．５，
这与以前的研究相似［１０］。这些因素常常是判断预后

的传统因素，提示ＭＴＶ可能具有重要的判断预后的作
用。ＳＵＶｍａｘ是近些年常常用于评估预后的因子

［６，１１］，

而ＭＴＶ２．５与其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提示ＭＴＶ可能是
重要的预后预测因子。

ＳＵＶ是衡量肿瘤摄取１８ＦＦＤＧ的半定量指标，能
够反应肿瘤的代谢状态。前面研究报道过ＳＵＶｍａｘ和预
后之间的关联，ＳＵＶｍａｘ越高，预后越差

［６，１１］。本研究

ＲＯＣ曲线比较表明，与 ＳＵＶｍａｘ相比，ＭＴＶ是更好的生
存预测因素，差异具有显著意义。经 Ｃｏｘ多因素分析
证实，治疗前原发灶的 ＭＴＶ２．５，而非 ＳＵＶｍａｘ，是预测
ＮＳＣＬＣ患者复发的独立因素。原因可能是 ＳＵＶｍａｘ仅
代表最高代谢区的代谢程度，无法估计肿瘤的总体代

谢情况和肿瘤体积影响，不能准确估算肿瘤负荷。而

ＭＴＶ为将肿瘤体积与功能代谢相结合的指标，能反映
高代谢细胞的多少，ＭＴＶ较高意味着具有更高侵袭性
和转移倾向的肿瘤细胞较多，因而肿瘤复发的可能性

就较大。因此 ＭＴＶ较 ＳＵＶ有更好的预测性能，为判
断术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素。本研究对 ＮＳＣＬＣ患者
进行长期随访，分析原发灶 ＭＴＶ２．５与复发的关系，发
现ＭＴＶ２．５较高的患者无复发生存率较低，也进一步证
实了这一点。

目前并无直接计算肿瘤负荷的好方法，因此寻找

一个能够间接测量肿瘤负荷的无创的方法可以为评估

肿瘤患者的预后提供可靠的依据。ＰＥＴ／ＣＴ融合了解
剖成像和功能成像的优点，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肿瘤

负荷。这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术后复发高危人群的筛选

和随访、预测复发和判断预后具有重要（下转第１７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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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危重症患儿应激状态下胰岛素抵抗对心肌酶和肌钙蛋白 Ｉ的影响和意义
龙江艳

【摘　要】　目的　探讨危重症患儿应激状态下胰岛素抵抗对心肌的损伤作用。方法　根据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
ＩＲ），将１１５例危重症患儿分为胰岛素抵抗组（５７例）和非胰岛素抵抗组（５８例），同期选择５０名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
所有研究对象均检测胰岛素水平、血糖、心肌酶和心肌肌钙蛋白Ｉ（ｃＴｎＩ）。结果　三组研究对象的心肌酶指标和ｃＴｎＩ均
差异明显（Ｐ＜０．０５），其中胰岛素抵抗组 ＨＯＭＡＩＲ、心肌酶指标和 ｃＴｎＩ均显著高于胰岛素非抵抗组与对照组（Ｐ＜
０．０５）。相关性分析显示，胰岛素抵抗组的ＨＯＭＡＩＲ与心肌酶、ＣＴｎＩ水平均呈正相关（ＬＤＨ：ｒ＝０．６８４；ＡＳＴ：ｒ＝０．６３８；
ＣＫ：ｒ＝０．７２５；ＣＫＭＢ：ｒ＝０．７７５；αＨＢＯＨ：ｒ＝０．３７８；ＣＴｎＩ：ｒ＝０．８３１），其中 ＨＯＭＡＩＲ与 ＣＴｎＩ的相关性最密切。结论　
危重症患儿胰岛素抵抗对心肌有损伤作用，应注意给予心肌保护治疗。

【关键词】　应激状态；胰岛素抵抗；心肌酶；胰岛素抵抗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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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ＡＩ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ｎｚｙｍｅｓ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Ｉ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ｎ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ＨＯＭＡＩＲ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ｎｚｙｍｅｓ，ＣＴｎＩ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ＬＤＨ：ｒ＝０．６８４；ＡＳＴ：ｒ＝０．６３８；ＣＫ：ｒ＝０．７２５；ＣＫＭＢ：ｒ＝０．７７５；αＨＢＯＨ：ｒ＝
０．３７８；ＣＴｎＩ：ｒ＝０．８３１）．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ＨＯＭＡＩＲａｎｄＣＴｎＩｗｅｒｅｍｏｓｔ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ｌ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ｎｚｙｍｅ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危重症患儿在应激状态下往往会因为代谢紊乱而
造成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会导致患儿无法产生

正常剂量的胰岛素，从而造成外周靶器官的损伤。虽

然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报道了胰岛素抵抗导致各种靶器

官损害，但针对出现胰岛素抵抗的危重症患儿是否会

对其心肌造成损害的研究仍鲜有临床报道，大部分研

究都偏向于基础实验［１－３］。本研究通过研究危重症患

儿胰岛素抵抗与心肌酶和肌钙蛋白 Ｉ（ＣＴｎＩ）之间的相
关性，旨在探讨危重症患儿应激状态下胰岛素抵抗对

心肌的损伤作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我院
儿科重症监护室（ＰＩＣＵ）收治的患儿进行研究，所有研
究对象均根据《小儿危重病例评分法》［４］进行危重症

评定，评分≤８０分定为危重症，排除患有糖尿病、心肌
炎以及其他代谢性疾病和糖尿病家族史的患儿，最终

筛选出１１５例危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胰岛素
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ＨＯＭＡＩＲ＝空腹血糖水平
ＦＢＧ×空腹胰岛素水平 ＦＩＮＳ／２２．５），进行分组：ＨＯ
ＭＡＩＲ＞１定义为抵抗组，ＨＯＭＡＩＲ≤１定义为非抵抗
组［５］，另选择同期在我院接受体检的健康儿童５０例作
为对照组。三组研究对象的年龄、体重及性别比例差

作者单位：８３５０００新疆伊宁市农四师医院儿科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仪器与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静脉采血，化学荧
光法检测胰岛素水平，葡萄糖氧化酶法检查血糖，通过

ＨＯＭＡＩＲ的计算公式计算 ＨＯＭＡＩＲ，去自然对数后
进行比较分析，ＨＯＭＡＩＲ的正常值 ＞１说明胰岛素抵
抗。所有研究对象均通过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Ｂｅｃｋ
ｍａｎＤｘ８００）检测乳酸脱氢酶（ＬＤＨ）、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ＡＳＴ）、肌酸激酶（ＣＫ）、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
ＭＢ）、α羟丁酸脱氢酶（αＨＢＤＨ）与 ＣＴｎＩ，并进行比
较。心肌酶的正常参考范围如下：ＬＤＨ：１３５．０～２１５．０
Ｕ／Ｌ；ＡＳＴ：０～４０Ｕ／Ｌ；ＣＫ：３８～１７４Ｕ／Ｌ；ＣＫＭＢ：０～
２５Ｕ／Ｌ；αＨＢＤＨ：９０～２２０Ｕ／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完全随机设计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多个样本均数间两两比较

采用ｑ检验。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判断ＨＯＭＡＩＲ与
心肌酶、ＣＴｎＩ水平的相关性，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三组ＨＯＭＡＩＲ、心肌酶指标以及 ｃＴｎＩ比较　三
组ＨＯＭＡＩＲ、心肌酶和ｃＴｎＩ均有显著差异，其中胰岛
素抵抗组ＨＯＭＡＩＲ、心肌酶指标和ｃＴｎＩ均显著高于胰
岛素非抵抗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非抵抗组和对照组的 ＨＯＭＡＩＲ无统计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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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Ｐ＞０．０５），但心肌酶指标和 ｃＴｎＩ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ＨＯＭＡＩＲ及心肌酶等指标的比较

组别 ｎ ＨＯＭＡＩＲ ＬＤＨ（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ＣＫ（ＩＵ／Ｌ） ＣＫＭＢ（Ｕ／Ｌ） αＨＢＤＨ（Ｕ／Ｌ） ＣＴｎＩ（ｎｇ／ｍｌ）

抵抗组 ５７ １．７１±０．４１＃ ４５８±１０３＃ １８５．８±３２．６＃ ４５８±１２０＃ ９２±２８＃ ４８２±６２＃ ０．８５２±０．０８５＃

非抵抗组 ５８ ０．５３±０．３２ ３０８±７２ １３８．３±１３．９ ２９３±７５ ３８±１１ ２６３±３９ ０．３２５±０．０３８

对照组 ５０ ０．２２±０．１９ １８７±３２ ３３．８±５．９ １３４±２１ １６±６ １５３±１７ ０．０１４±０．００９
Ｆ值 ８３．２４５ ３１．６９７ ８６．１４７ ４３．２１９ ４５．３８５ ７５．０２５ １５．６３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注：ＬＤＨ为乳酸脱氢酶，ＡＳＴ为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ＣＫ为肌酸激酶，ＣＫＭＢ为肌酸激酶同工酶，αＨＢＤＨ为α羟丁酸脱氢酶。与对照组比
较，Ｐ＜０．０５；与非抵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胰岛素抵抗组 ＨＯＭＡＩＲ　与心肌酶、ＣＴｎＩ的相
关性分析 抵抗组 ＨＯＭＡＩＲ与心肌酶、ＣＴｎＩ的散点图
见图 １。相关性分析显示，抵抗组的 ＨＯＭＡＩＲ与
ＬＤＨ、ＡＳＴ、ＣＫ、ＣＫＭＢ和 αＨＢＤＨ，以及 ＣＴｎＩ水平均
呈正相关（ＬＤＨ：ｒ＝０．７１０，Ｐ＝０．００３；ＡＳＴ：ｒ＝０．６１５，
Ｐ＝０．００２；ＣＫ：ｒ＝０．７１５，Ｐ＝０．０００；ＣＫＭＢ：ｒ＝０．７９０，
Ｐ＝０．００８；αＨＢＯＨ：ｒ＝０．４７０，Ｐ＝０．０００；ＣＴｎＩ：ｒ＝
０．９０９，Ｐ＝０．０００），其中ＨＯＭＡＩＲ与ＣＴｎＩ的相关性最
密切，详见表２。

　图１　抵抗组ＨＯＭＡＩＲ与心肌酶、ＣＴｎＩ的散点图分析
表２　抵抗组ＨＯＭＡＩＲ与心肌酶、ＣＴｎＩ的相关性

变量 ｒ值 Ｐ值

ＬＤＨ ０．７１０ ０．００３
ＡＳＴ ０．６１５ ０．００２
ＣＫ ０．７１５ ０．０００
ＣＫＭＢ ０．７９０ ０．００８
αＨＢＤＨ ０．４７０ ０．０００
ＣＴｎＩ ０．９０９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感染、休克、呼吸衰竭、心跳骤停等急危重症可导
致机体出现应激反应，机体的应激反应会导致内分泌

系统的代谢紊乱。

危重症患儿常会因为呼吸衰竭、休克等因素造成

机体出现应激反应，而应激反应继而会导致机体出现

内分泌紊乱［６－８］。笔者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危重症患

儿常表现出胰岛素抵抗，虽然目前对胰岛素抵抗的形

成机制仍不确定，但是胰岛素抵抗会对机体靶器官造

成不同程度的损害［９－１０］。目前针对胰岛素抵抗与心肌

损伤的临床研究仍鲜有报道，王珏等［２］通过离体研究

发现，大鼠心脏在高胰岛素刺激下会表现出胰岛素抵

抗，且心肌损伤的程度随着胰岛素含量呈正比。所以，

为了探讨危重症患儿胰岛素抵抗对心肌的损伤作用，

在治疗危重症患儿原发疾病时保护患儿的心肌，本研

究对危重症患儿的 ＨＯＭＡＩＲ、心肌酶、ＣＴｎＩ进行分组
研究。

心肌酶是广泛分布于心肌内的多种酶的总称，其

包括ＬＤＨ、ＡＳＴ、ＣＫ、ＣＫＭＢ和 αＨＢＤＨ，其中 ＣＫＭＢ
几乎仅分布在心肌细胞内。当心肌受损时这类心肌酶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所以是诊断心肌损害的特异

性指标。然而因为仍存在一些其他因素会导致心肌酶

出现变化，所以临床常联合 ＣＴｎＩ来辅助诊断心肌损
伤，因为ＣＴｎＩ仅能在心肌细胞中被发现，具有更高的
特异性和敏感性。

本组资料显示，抵抗组的心肌酶指标均显著高于

非抵抗组与对照组，同时非抵抗组心肌酶指标和 ｃＴｎＩ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应激状态下的危重症患儿其

心肌酶指标和ｃＴｎＩ均高于健康儿童，说明应激状态下
的危重症患儿的确存在心肌损伤的风险，而若出现胰

岛素抵抗的患儿其心肌酶指标和 ｃＴｎＩ甚至高于应激
状态下未出现胰岛素抵抗的危重症患儿，说明应激状

态下胰岛素抵抗的患儿出现心肌损伤的危险程度更

大。这与孙景辉等［１１］的研究结果近似。心肌酶指标

显著升高的可能原因是危重症患儿处于应激状态，导

致体内大量释放炎症介质，造成细胞膜通透性增高，向

血液中释放各种酶，最终导致心肌酶活性上升。危重

症患儿出现心肌损伤的机制尚不清楚，可能的原因之

一是因为危重症患儿循环功能差，所以组织灌注低，心

肌缺氧所以受损。也有可能危重症患儿体内无法清除

过量的自由基，导致过氧化损伤，损害心肌。

抵抗组的心肌酶指标均显著高于非抵抗组，且抵

抗组的ＨＯＭＡＩＲ与心肌酶谱、ＣＴｎＩ水平均呈正相关，
说明随着ＨＯＭＡＩＲ逐渐升高，心肌的损伤程度越重。
提示危重症患儿胰岛素抵抗确实会造成患儿心肌的损

伤。其中的机制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但笔者猜测可

能是由于患儿在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下必然会表现出糖

脂代谢障碍，这时心肌细胞就无法通过葡萄糖来提供

能量，而只能通过脂肪酸氧化来保证供给。所以极容

易出现心肌能量的供给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造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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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降钙素原在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中的意义
徐家新，李娟，王磊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ｐｒｏｃａｌｅ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对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的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
析新生儿科收治的６１例患儿，按出院诊断分成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其中感染组有３５例，非感染组有２６例，人院当天应
用抗生素治疗前采３ｍｌ静脉血作ＰＣＴ检测，用酶联荧光免疫技术测定其ＰＣＴ值，以ＰＣＴ≥０．５ｎｇ／ｍｌ为阳性，对两组患
儿降钙素原检测结果进行对比，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６１例新生儿中，感染组的 ＰＣＴ阳性率为
９４．２９％，非感染组的ＰＣＴ阳性率为１１．５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ＰＣＴ对新生儿细菌感染性疾病诊断
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对新生儿细菌感染引起全身性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优势明显。

【关键词】　降钙素原；细菌感染；早期诊断；新生儿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２．１３　Ｒ４４６．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６９００２

Ｒｏｌ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ＸＵＪｉａｘｉｎ，ＬＩ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ｅｉ．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
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ｏｌ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ｏｎ６１ｎｅｏｎ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３５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２６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３ｍｌｖｅｎ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ｗａ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ＰＣＴｔｅｓ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ｔｔｈｅ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ＣＴｗ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ＰＣＴ≥０．５ｎｇ／ｍｌｗａｓ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ＰＳＳ１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Ｃ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４．２９％，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１．５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ＣＴ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ｅｘ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ｌｓｏ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Ｎｅｗｂｏｒｎ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是新生儿期常见的一种疾病，
目前细菌感染患者非常常见，病死率较高，细菌感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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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且新生儿缺乏特异体征

及症状，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早期诊断比较困难，患儿

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会引起不良预后。特别是感

染诱发的休克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已成
为危重患者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其发病迅速，因此早期

准确诊断和及时正确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１］。现为寻

肌细胞受损。同时，脂肪酸氧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中

间产物。这类物质已被证明能够直接破坏细胞膜的完

整性，同时影响细胞器的正常功能，导致心肌供能出现

异常。另外，胰岛素本身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

用，出现胰岛素抵抗时大量的炎症介质也会对心肌造

成损害。其中部分离体实验已经证明，ＴＮＦα或 ＩＬ６
浓度升高能够促使心肌细胞凋亡［１２］。

总之，临床可通过ＨＯＭＡＩＲ进行心肌受损严重程
度的监测，在治疗危重患儿时需要同时给予心肌的保

护，以有效防止胰岛素抵抗造成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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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一种能早期、准确、及时地诊断出新生儿感染性疾

病，主要是细菌感染的方法，让患儿能得到及时有效的

治疗，减少病情的延误，降低新生儿的病死率，并且能

更加合理的应用抗生素，减少细菌耐药。本研究通过

对既往病例的回顾，来探讨血清 ＰＣＴ早期诊断新生儿
细菌感染性疾病的临床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以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期间我
院儿科住院的６１例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其中男３４例，
女２７例；平均日龄７．８ｄ（１ｈ～２８ｄ），平均胎龄３８＋５

周（３７～４２周）。按出院诊断分为感染组（均为细菌感
染）３５例，其中败血症１２例，细菌性肺炎１８例，胎粪
吸入综合症 ２例，肠炎 ２例，脐炎 １例；非感染组 ２６
例，其中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１７例，新生儿高胆红
素血症５例，新生儿硬肿症１例，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１例，新生儿尿布皮炎１例，足月小样儿１例。两组
新生儿在年龄、性别等方面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入院当天应用抗生素治疗前采３ｍｌ
静脉血作ＰＣＴ检测，ＰＣＴ检测试剂采用德国 ＢＲＡＨＭＳ
公司提供的酶联免疫法定量试剂盒，操作严格按照说

明书进行，结果分为 ４个等级，ＰＣＴ＜０．５ｎｇ／ｍｌ，０．５
ｎｇ／ｍｌ≤ＰＣＴ＜２ｎｇ／ｍｌ，２ｎｇ／ｍｌ≤ＰＣＴ＜１０ｎｇ／ｍｌ，１０
ｎｇ／ｍｌ≤ＰＣＴ，以ＰＣＴ≥０．５ｎｇ／ｍｌ为阳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
进行处理，两组间阳性率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两组间检测结果比较见表１。表１结果显示，以
ＰＣＴ≥０．５ｎｇ／ｍｌ为阳性，感染组阳性率为９４．２９％，非
感染组阳性为１１．５４％，两组间检测结果比较，感染组
ＰＣＴ阳性率显著高于非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１　感染组和非感染组降钙素原检测结果（ｎ，％）

组别 ｎ
ＰＣＴ（ｎｇ／ｍｌ）

０＜ＰＣＴ＜０．５ ０．５≤ＰＣＴ＜２ ２≤ＰＣＴ＜１０ １０≤ＰＣＴ 合计

感染组 ３５ ２（５．７１） １５（４２．８６） １２（３４．２９） ６（１７．１４） ３３（９４．２９）
非感染组 ２６ ２３（８８．４６） ２（７．６９） ０ １（３．８５） ３（１１．５４）

３　讨论
　　ＰＣＴ是一种无激素活性的糖蛋白，是降钙素前肽，
主要在甲状腺 ｃ细胞中生成并裂解出降钙素［２－３］，健

康人体血中 ＰＣＴ含量极低，Ａｓｓｉｃｏｔ等于１９９３年在实
验室中发现严重细菌感染者血中 ＰＣＴ含量较无感染
者明显升高。国内学者研究表明，病毒感染和局部炎

症反应的患者体内 ＰＣＴ浓度保持低水平，而全身细菌
感染ＰＣＴ浓度明显升高，是区别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
最灵敏的指标［４］。有报道称，儿童血浆 ＰＣＴ浓度高于
０．５ｎｇ／ｍｌ意味着有急性期感染，全身细菌感染时ＰＣＴ
浓度更加显著升高。本研究中感染组患儿的 ＰＣＴ的
阳性率达到９４．２９％，非感染组阳性为１１．５４％，两组

间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现临床上使用较多的指标为 ＷＢＣ、ＣＲＰ和血培

养，ＷＢＣ升高在临床上诊断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时一直
是个很重要的指标，但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某些新生儿

在感染细菌后，其ＷＢＣ计数仍在正常范围，分类也不
显著，不能为临床诊断提供有效证据［５］。ＣＲＰ属急性
的炎性反应物质，对炎症、组织坏死、恶性肿瘤等的诊

断和疗效观察有重要价值，是临床中广为应用的诊断

细菌感染的指标之一，但是有报道称由于 ＣＲＰ的半衰
期较短，部分患儿在就诊时体内的 ＣＲＰ水平已经降至
正常水平；新生儿个体差异较大，影响 ＣＲＰ的表达；部
分细菌感染性疾病其ＣＲＰ仍处于低水平；新生儿肝脏
合成ＣＲＰ能力弱，其基础ＣＲＰ值低下，故ＣＲＰ难以及
时为新生儿细菌感染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而且在非

细菌感染情况下，如分娩、组织损伤、缺氧缺血性脑病、

胎粪吸人、抽搐、颅内出血等情况时，ＣＲＰ也可升高，故
其作为新生儿感染的指标无特异度［６］。血培养由于临

床上抗生素的使用而阳性率低，耗时长，不利于早期诊

断及治疗。而ＰＣＴ不受母体、应激、抽搐、缺氧等因素
的影响［７］，因此，ＰＣＴ的测定更能早期反映机体全身性
感染情况［８－９］。同时新生儿在出生后４８ｈ内血浆ＰＣＴ
值会生理性升高［１０］，故在临床应用时需注意这点。

综上所述，ＰＣＴ测定具有简便、快速等特点，可作
为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细菌感染）诊断的标志物，早期

诊断、早期治疗，可降低新生儿的病死率，且避免滥用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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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Ｃ反应蛋白和癌胚抗原水平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
章岳峰，张静，周伟鹤，黄宪平

【摘　要】　目的　探讨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癌胚抗原（ＣＥＡ）对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６５例肺癌患者作为肺癌组，同期收治的６０例良性肺部疾病患者作为良性肺病
组，同期行常规体检的健康人５０例作为健康对照组。３组研究对象抽取静脉血，对血清中的ＣＲＰ和ＣＥＡ含量进行检测
和分析。结果　血清ＣＲＰ和ＣＥＡ水平肺癌组显著高于良性肺病组，良性肺病组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均＜０．０５）；肺癌患者中血清ＣＲＰ和ＣＥＡ表达水平Ⅳ期显著高于Ⅱ期＋Ⅲ期，Ⅱ期＋Ⅲ期又显著高于Ⅰ期，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ＲＰ与ＣＥＡ联合检测诊断肺癌的敏感性为６７．７％，特异性为９５．４％，准确性为８１．５％，
均优于单个指标对肺癌的诊断。结论　血清ＣＲＰ和ＣＥＡ水平对于肺癌的诊断有重要的价值，两者联合检测肺癌具有敏
感性高和特异性好等优点，显著提高了肺癌诊断的准确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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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多数起源于支气管
的黏膜与腺体，是肺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大多在４０
岁以上发病，老年人中发病率较高，男性发病率高于女

性。肺癌发病率高、发现晚、生存率低、预后较差，是一

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疾病，因此对其早期诊断

与治疗尤为重要［１－２］。血清Ｃ反应蛋白（ＣＲＰ）是一种
急性期蛋白，感染或组织损伤时其在血浆中的浓度会

急剧升高，ＣＲＰ可以清除入侵机体的病原微生物和损
伤，在机体的天然免疫过程中有重要作用［３］。癌胚抗

原（ＣＥＡ）是正常胚胎组织产生的成分，出生后会逐渐
消失，或者存量甚微，当人体内有细胞发生癌变时，该

类抗原显著增多。本研究对人体血清中的 Ｃ反应蛋
白和癌胚抗原（ＣＥＡ）水平进行检测，探讨其在肺癌诊
断中的临床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于
我院就诊的肺癌患者６５例，经过 ＣＴ、ＭＲＩ和病理切片
确诊，其中男性３８例，女性２７例，年龄２１～７９岁，平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２７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胸外科
（章岳峰，周伟鹤，黄宪平）；血透室（张静）

通讯作者：章岳峰，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ｙｆｗｚ＠１６３．ｃｏｍ

均年龄为（５８．１±７．８）岁，按照病理分期，Ⅰ期９例，Ⅱ
期１０例，Ⅲ期１１例，Ⅳ期３５例；选择同期我院收治的
患有肺部良性疾病的患者６０例，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３２例，肺结核 ５例，肺囊肿 １５例，肺炎 ８例，男性 ３５
例，女性２５例，年龄１９～７８岁，平均年龄为（５７．３±
８．２）岁；选择同期于我院行常规体检者５０例作为健康
对照组，其中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４例，年龄２３～７６岁，
平均年龄为（５６．９±７．４）岁。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等一般资料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空腹抽取静脉血５
ｍＬ，于－８０℃冰箱中统一保存，检测血清中的ＣＲＰ和
ＣＥＡ水平，血清 ＣＲＰ采用 ＩＭＭＡＧＥ８００免疫蛋白分析
仪根据速率散射比浊法进行检测，ＣＥＡ采用放射免疫
法（ＲＩＡ）进行检测，采用ＳＮ６９５型智能放射免疫 测量
仪（上海核能日环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１３　阳性检测判断标准［４］　ＣＥＡ＞５ｎｇ／ｍＬ，ＣＲＰ＞５
ｍｇ／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包对本研究
的数据进行检测，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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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肺癌组中的血清 ＣＲＰ和 ＣＥＡ水平显著高于良性
肺病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良性肺病
组中的血清 ＣＲＰ和 ＣＥＡ水平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肺癌组、良性肺病组和健康对照组的ＣＲＰ和ＣＥＡ水平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ＣＲＰ（ｍｇ／Ｌ） ＣＥＡ（ｎｇ／ｍＬ）

肺癌组 ６５ ２６．１２±９．８ ９．１８±１．８１
良性肺病组 ６０ ９．５６±４．７ １．８４±０．６５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０．８５±０．３１＃ ０．４２±０．１９＃

　　注：与肺癌组比较，ｔ＝３．４１１，２．５６８，Ｐ＜０．０５；与良性肺病组比

较，＃ｔ＝２．９４４，２．４８９，＃Ｐ＜０．０５。

　　肺癌患者血清中 ＣＲＰ和 ＣＥＡ表达水平随着临床
分期的增加而逐步升高，其中Ⅳ期的 ＣＲＰ和 ＣＥＡ水
平显著高于Ⅱ期 ＋Ⅲ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Ⅱ期＋Ⅲ期的 ＣＲＰ和 ＣＥＡ水平显著高于Ⅰ
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血清ＣＲＰ及ＣＥＡ表达水平与肺癌临床分期之间的关系

组别 ｎ ＣＲＰ（ｍｇ／Ｌ） ＣＥＡ（ｎｇ／ｍＬ）

Ⅰ期 ９ ９．１５±１．６５ ３．５６±１．３２
Ⅱ期#Ⅲ期 ２１ １５．７８±３．２９ ７．１９±２．１１

Ⅳ期 ３５ ２９．１５±８．５６＃ １４．３８±６．４５＃

　　注：与Ⅰ期比较，ｔ＝３．１０８，２．４５９，Ｐ＜０．０５；与Ⅱ期 ＋Ⅲ期比

较，＃ｔ＝２．７１２，２．３４５，＃Ｐ＜０．０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将 ＣＲＰ与 ＣＥＡ联合检测诊断
肺癌的敏感性为６７．７％，特异性为９５．４％，准确性为
８１．５％，均优于单个指标对肺癌的诊断。见表３。

表３　血清ＣＲＰ与ＣＥＡ水平对于肺癌的诊断价值（％）

指标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ＣＲＰ ３６．９（２４／６５） ９０．８（５９／６５） ６３．８（８３／１３０）
ＣＥＡ ４９．２（３２／６５） ９２．３（６０／６５） ７０．８（９２／１３０）
ＣＲＰ＋ＣＥＡ ６７．７（４４／６５） ９５．４（６２／６５） ８１．５（１０６／１３０）

３　讨论
　　目前对肺癌的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多数患者在
第一次来外科就诊时病变已属于晚期，从而失去根治

性切除的机会［５］，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于肺

癌患者来说至关重要。ＣＲＰ是一种急性期蛋白，常用
于感染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和监测，ＣＲＰ
并非肿瘤标记物，但是在肿瘤发生时往往显著升

高［６－７］。癌胚抗原（ＣＥＡ）是正常胚胎组织所产生的一
种糖蛋白，正常人血清中的 ＣＥＡ含量非常低，但是当
机体内有细胞发生癌变时，肿瘤细胞会分泌大量的

ＣＥＡ进入体内血液循环系统和淋巴系统［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患者的血清 ＣＲＰ和 ＣＥＡ
水平均显著高于良性肺病患者，而良性肺病患者的血

清ＣＲＰ和 ＣＥＡ水平显著又高于正常人，正常人体内
的ＣＲＰ和ＣＥＡ含量甚微，血清ＣＲＰ含量低于５ｍｇ／Ｌ，

而ＣＥＡ含量低于５ｎｇ／ｍＬ。这是由于血清中 ＣＲＰ的
生成主要受前炎性细胞因子例如白介素６、白介素１
以及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的影响，而这些因子与肿瘤
生物学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癌症患者体内会产生一

系列免疫反应，炎症免疫刺激肿瘤细胞生长的同时会

产生ＣＲＰ，因此ＣＲＰ的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癌症
的严重程度［９－１０］。对不同分期的肺癌患者的血清

ＣＲＰ和ＣＥＡ水平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随着癌症分级
的增加，患者体内 ＣＲＰ和 ＣＥＡ表达水平也随之增加，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肿瘤的分期
与血清 ＣＲＰ和 ＣＥＡ的浓度呈正相关性，因此可以通
过观察ＣＲＰ和ＣＥＡ的动态浓度变化对肿瘤与非肿瘤
以及肿瘤分期等进行鉴别和诊断。

血清ＣＲＰ和ＣＥＡ表达水平检测肺癌的敏感性分
别为３６．９％和４９．２％，特异性分别为９０．８％和９２．３％，
准确性分别为６３．８％和７０．８％，而ＣＲＰ与ＣＥＡ联合检
测诊断肺癌的敏感性为６７．７％，特异性为９５．４％，准
确性为８１．５％，这充分表明将 ＣＲＰ和 ＣＥＡ联合诊断
肺癌显著优于单个指标的诊断。联合检测 ＣＲＰ和
ＣＥＡ可显著提高肺癌的检出率。

综上所述，单独检测血清 ＣＲＰ和 ＣＥＡ水平对于
肺癌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将 ＣＲＰ和 ＣＥＡ
联合检测肺癌具有敏感性高和特异性好等优点，显著

提高了肺癌诊断的准确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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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胆红素与急性脑梗死的关系
寿广丽，谢康，冯敏，郑重，李有中，朱方方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水平与急性脑梗死的关系。方法　选取蚌埠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７月住院的脑梗死患者５７例为脑梗死组，其中男性３８例，女性１９例，同期体检中心
２２例健康人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１１例，女性１１例，所有受检者均禁食１２ｈ以上，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采用全自动生化
仪测定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水平，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脑梗死组与对照组的年龄、性
别构成、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脑梗死组患者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及
间接胆红素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低水平的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在脑梗死发生和发
展过程中可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脑梗死；胆红素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３　Ｒ４４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６９４０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ｒｕｍ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ｌｉ，ＸＩＥＫａｎｇ，ＦＥＮＧ
Ｍｉｎ，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４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ｏｔａｌ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
ａｎｄ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ｔａｓ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
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ｏｆｗｈｉｃｈ３８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ｌｅ，１９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２２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ｃｋｕｐｃｅｎｔｅｒ
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ｗｈｉｃｈ１１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ｌｅ，１１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ｆｅｍａｌｅ，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２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Ａｌｌ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ｄｒａｗｎｖｅｉｎｂｌｏｏｄａｆｔｅｒｆａｓｔｉｎｇ１２ｈｏｕｒｓ．Ｓｅｒ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
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ｂｏｕｔａｇｅ，ｓｅｘｒａｔｉｏ，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②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ｏｔａｌ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
ｂｉｎ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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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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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梗死是因脑部血液循环障碍，缺血、缺氧所致的
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软化，其最常见的病因

是动脉粥样硬化。在对脑梗死进行有效治疗的同时，

积极开展针对脑梗死危险因素的预防非常重要。血胆

红素作为血红蛋白代谢产物，近年来研究发现不同类

型胆红素均是有效的抗氧化剂，可以清除超氧自由基

的伤害和抗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的生成［１］，或通过抑制

血管内膜活性进而调节血红素加氧酶１的抗氧化功
能［２］。本文通过探讨急性脑梗死与胆红素水平之间的

关系，为有效的防治急性脑梗死提供可能的新线索和

新思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急性脑梗死患者，符合全
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经头颅

ＭＲＩ确诊。所有患者均为急性发病７２ｈ内入院。排
除标准：明显的肝肾或心功能衰竭；并存肿瘤、感染、自

身免疫性疾病；有潜在感染症状及体征；半月内服用过

阿司匹林、他汀类降脂药；１个月内应用激素或其他免
疫抑制剂者；３个月内有脑卒中史、外伤或手术史；房
颤等来源明确的心源性脑梗死者。脑梗死组：选自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７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急
性脑梗死患者共 ５７例，其中男性 ３８例，女性 １９例。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寿广丽，电子信箱：ｍａｚｈｅｎｚｅｎｇ１９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对照组：选自同期在我院体检中心的无脑血管疾病史

和符合上述排除诊断的人群为对照组，共２２例，其中
男性１１例，女性１１例。
１２　检测方法　胆红素检测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所有受检者均禁食１２ｈ以上，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进
行检验。通过询问及测定并记录研究对象脑梗死常规

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史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统计分析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
件完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
立样本的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脑梗死组与对照组的年龄、性别构成、高血压病
史、糖尿病史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脑梗死组患者血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及间
接胆红素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３　讨论
　　胆红素长期被视为一种无用的代谢产物，其临床
意义仅是作为诊断黄疽的标志物。近年来人们逐渐开

始研究胆红素的其它生理作用，并且关注如何控制胆

红素水平以更好地预防和控制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知

道脑梗死最常见的病因是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内中

膜厚度与脑梗死关系特别密切，颈动脉内中膜厚度与

血清胆红素水平呈负相关［３－４］，国内尤寿江等［５］研究

发现，急性脑梗死患者中低血总胆红素及低血直接胆

·４９６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红素和颈动脉不稳定斑块密切相关。国外ＰｅｒｌｓｔｅｉｎＴＳ
等［６］大样本横断面研究发现，总胆红素水平和缺血性

卒中的患病率呈负相关，并发现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每

增高１．７１μｍｏｌ／Ｌ，其患缺血性卒中的几率就下降
９％。胆红素抗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机制可能为：
①胆红素具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通过抑制氧化低密
度脂蛋白的产生［１］，从而减慢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②
胆红素可加快胆固醇降解与排泄，从而减慢动脉粥样

硬化的发生发展；③胆红素具有抗炎性作用，能抑制补
体参与动脉炎症反应，并且能抑制炎性因子的表达及

活性，从而可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在脑组织缺

血缺氧后，胆红素能促进脑组织葡萄糖转移因子１的
表达上调和细胞摄取，增加脑细胞对糖的利用，对脑功

能具有保护作用［７］。然而，李婷等［８］研究发现，脑梗

死患者急性期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认为由应激引起，

可能是机体对急性脑梗死事件的一种保护性防御反

应。ＬｕｏＹ等［９］对５３１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研究发现，
急性脑梗死的严重程度与胆红素水平明显相关，且可

用来反应病情的程度。

表１　脑梗死与对照组的一般资料、胆红素之间的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性别（女／男） 高血压病（有／无） 糖尿病史（有／无） 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直接胆红素（μｍｏｌ／Ｌ） 间接胆红素（μｍｏｌ／Ｌ）

脑梗死组 ５７６４．２１±１０．４３ １９／３８ ４０／１７ ２５／３２ １０．４８±２．４２ ５．４±１．４８ ５．０±２．５
对照组　 ２２ ６０．３２±７．８３ １１／１１ １２／１０ ６／１６ １２．７０±３．２３ ６．３４±１．２６ ６．３６±２．３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脑梗死组患者血清总胆红
素、直接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与苏良生［１０］研究一致，进一步表明血清胆

红素水平偏低与脑梗死的关系十分密切。低水平的血

清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在脑梗死发生

和发展过程中可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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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⑥ＬＨ和ＯＨ的术后住院费用及并发症发生率均无
差异，无论哪种病变类型，ＬＨ都未增加患者的住院费
用和并发症风险。

综上所述，与ＯＨ相比，ＬＨ在术中出血、手术时间
及术后的恢复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上述优势在不同

类型的肝脏疾病间又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

同的疾病类型合理地评价ＬＨ和 ＯＨ，术前选择合适的
病例，术中合理地控制出入肝血流、使用正确的止血方

法；无论是良、恶性肿瘤，或是肝内外胆管结石及肝破

裂等疾病，只要采取合适的断肝方法，辅以必要的肝门

血流阻断技术，腹腔镜肝切除是安全可行的。总之，

ＬＨ对肝脏疾病的疗效优于 ＯＨ，是肝脏疾病的安全、
可靠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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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热射病的疗效分析
卢博

【摘　要】　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热射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我院ＩＣＵ收治的４０例重度
中暑（热射病）患者，其中男性２８例，女性１２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１９例，男性１３例，女性６例，平
均年龄３３．１岁，给予吸氧、心电监护、物理降温（冰帽、冰敷）、静滴４℃冷盐水降温及对症处理等常规治疗；治疗组患者
２１例，男性１５例，女性６例，平均年龄３２．９岁，治疗组是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每
日２次，每次１０万单位加入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静脉滴注，１．５ｈ滴完）治疗。结果　从患者意识障碍改善情况及降温效果
来看，治疗组治愈１８例，遗留轻度神经功能障碍１例，死亡２例，治愈率为９０．４８％。对照组治愈１２例，遗留轻度神经障
碍３例，死亡４例，治愈率为７８．９５％；治疗组肛温下降总有效率９５．２４％，对照组肛温下降总有效率７３．６８％。从患者意
识障碍改善情况、降温效果、ＭＯＤＳ恢复情况、死亡人数及存活时间方面比较，治疗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热射病疗效较好，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救治措施。
【关键词】　连续性血液净化；乌司他丁；热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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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暑是指在暑热天气、湿度大和无风的环境条件
下，表现为体温调节中暑功能障碍、汗腺功能衰竭和水

电解质丧失过多为特征的疾病。根据发病机制和临床

表现不同，通常将重度中暑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

病。上述三种情况可顺序发展，也可交叉重叠。热射

病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以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及

恶性高热（体温急剧升高至４０℃以上），全身炎症反
应、凝血、肝脏功能损伤及其他多器官功能障碍为特

点。热射病死亡率高达 ４０％ ～５０％，存活患者中约
３０％可遗留神经系统及其他系统后遗症［１］。其治疗的

关键为降低患者体温和并发症治疗，我们采用了连续

性血液净化（ＣＢＰ）联合乌司他丁治疗热射病，效果显
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８月我院
ＩＣＵ收治的重度中暑（热射病）患者 ４０例，其中男性
２８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２２～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２．９８岁，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９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ＩＣＵ

发病前１ｈ均在高温中作业，入院时体温均超过４０℃，
发病到就诊时间０．５～６．０ｈ，心率９２～１５６次／ｍｉｎ，呼
吸３０～４６次／ｍｉｎ，血压（８５～１８３）／（５２～１２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临床表现为面色潮红或苍白，
皮肤灼热、高温，过度出汗，呼吸促，脉搏快，小便少，意

识障碍，腹部或肢体痉挛。将此４０例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２１例和对照组各１９例。治疗组患者２１例，男性
１５例，女性６例，平均年龄３２．９岁；对照组患者１９例，
男性１３例，女性６例，平均年龄３３．１岁，两组患者在
年龄、性别、既往病史、入院病情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排除中枢感染、
心脑血管意外、伤寒、癫痫及中毒性疾病。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入院后给予吸氧、心电监护、
物理降温（冰帽、冰敷）、静滴４℃冷盐水、防治休克、脑
水肿、呼吸衰竭、肝衰、肾衰、心衰、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ＤＩＣ）及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等综合治疗。治疗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给予 ＣＢＰ联合乌司他丁治疗。乌司他丁
（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规格：每支１０
万单位，批号：０３０７０２２３）每８小时用药１次，每次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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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单位加入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静脉滴注，１．５ｈ滴完，疗
程１周。ＣＢＰ采用ＡＢＬＥ一次性使用的双腔血液透析
导管直接经股静脉或颈内静脉穿刺置管，建立血管通

路。血液净化方法的选择静 －静脉血液透析滤过
（ＣＶＶＨＤＦ）。血液滤过器采用百特 ＣＴ１９０和 ＨＦ１２００
血滤器；置换液为按南京总医院推荐的碳酸氢盐配方

的置换液，置换液进出量一般为３．５～５．０Ｌ／ｈ，血流量
为２００～２５０ｍｌ／ｍｉｎ，超滤量一般为 ２００～３５０ｍｌ／ｈ。
普通肝素首剂用量为０．６～１．０ｍｇ／ｋｇ，每０．５～１．０ｈ
追加５～１０ｍｇ，并监测 ＡＰＴＴ。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
监测血压、心电、血氧饱和度、体温等情况，检测治疗前

后凝血功能、电解质、血气分析及肝肾功能，疗程１周。
１３　观察指标　高热疗效判定，显效：肛温下降至正
常范围；有效：肛温下降至３９℃以下，但仍有低热或中
等热；无效：体温无下降趋势，仍在３９℃以上。意识障
碍疗效判定，显效：意识转为清楚；有效：意识障碍减轻

为恍惚或嗜睡；无效：意识障碍无好转。同时注意观察

两组患者多器官功能障碍恢复时间，病死人数及平均

存活时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统计软件，采用 ｔ
检验及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中暑高热肛温下降情况　治疗组中显效肛温下
降所花平均时间为（３．７６±０．４６）ｈ，有效肛温下降所
花平均时间为（２１．７６±３．９５）ｈ；对照组中显效肛温下
降所花平均时间为（６．８３±０．９５）ｈ，有效肛温下降所
花平均时间为（３６．５１±５．８９）ｈ。同时比较两组患者
治疗开始后降温疗效及治疗开始后肛温降到３６℃所
花时间，治疗组患者肛温下降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热射病患者肛温下降情况（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２１ ９ １１ １ ９５．２４

对照组 １９ ７ ７ ５ ７３．６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意识障碍改善情况　治疗组中意识改善显效所
花平均时间为（３．１５±０．９８）ｄ，有效所花平均时间为
（６．７５±３．１７）ｄ；对照组中意识改善显效所花平均时
间为（６．９２±１．２１）ｄ，有效所花平均时间为（１８．６６±
５．５３）ｄ。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治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热射病患者治疗后意识障碍改善情况（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２１ １３ ６ ２ ９０．４６

对照组 １９ ８ ７ ４ ７８．９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ＭＯＤＳ）恢复情况、死亡
人数及存活时间　治疗组中 ＭＯＤＳ恢复时间平均为
（５．２５±１．９８）ｄ，而对照组为（９．８９±３．０３）ｄ；治疗组
中死亡例数为２例，而对照组为４例；治疗组中患者平

均存活时间为（２１．０６±３．９８）ｄ，而对照组为（３２．９６±
６．９５）ｄ。治疗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治疗结果比较　治疗组治愈１８例，遗留轻
度神经功能障碍１例，死亡２例，治愈率为９０．４８％。
对照组治愈１２例，遗留轻度神经障碍３例，死亡４例，
治愈率为 ７８．９５％；治疗组肛温下降总有效率
９５．２４％，对照组肛温下降总有效率７３．６８％。从患者
意识障碍改善情况、降温效果、ＭＯＤＳ恢复情况、死亡
人数及存活时间方面比较，治疗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一般认
为中暑的发病机制是由于身体内部或外部的热负荷超

过了机体的散热能力，使身体过度蓄热导致过热。高

热可直接损伤人体组织细胞膜和细胞内结构，使蛋白

质热变性，改变脂膜的流动性，损伤线粒体，从而造成

人体组织组织细胞的广泛损伤，引起 ＭＯＤＳ。由于热
射病的发病机制在很多方面与脓毒症类似，目前许多

研究探索用于脓毒症的药物是否可治疗热射病。通过

降低炎性因子（如 ＩＬ６），增加抗炎因子（如 ＩＬ１０）的
分泌用于热射病治疗的结果已在研究中得到验证［２］。

在热射病所致的神经系统损伤方面，地塞米松和甘露

醇联合应用可显著延长热射病大鼠生存时间，减轻神

经系统损伤［３］。高压氧亦可显著减轻热射病小鼠的神

经系统损伤［４］。此外，高压氧和活化蛋白 Ｃ联合应用
可显著延长热射病大鼠的生存时间［５］。近年的研究表

明，感染、创伤、高热等均可诱发初期的炎症反应及大

量的炎性介质的释放，成为发生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

征（ＳＩＲＳ）、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ＣＡＲＳ）和 ＭＯＤＳ
的重要环节，而早期控制炎症反应，阻断其发展或有效

清除循环中的炎性介质可能是防治 ＳＩＲＳ、ＣＡＲＳ和
ＭＯＤＳ的关键。

由于ＳＩＲＳ在热射病的发病机制中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ＣＢＰ清除炎性介质的同时，也可以应用药物阻
断炎性反应，包括糖皮质激素［６］、乌司他丁［７］。乌司

他丁属典型的 Ｋｕｎｉｔ型蛋白酶抑制剂，具有两种活性
功能。其能同时抑制各类蛋白质、糖、脂类的水解酶及

肌酸磷酸激酶等多种酶的活性，对溶酶体膜有稳定作

用，因此可以保护多个重要脏器功能。

对于热射病的治疗，早期快速降温是最主要的治

疗措施，通过各种降温方法，２ｈ内使患者肛温降至
３８．５℃，４ｈ内将患者肛温保持在３４．５～３５．５℃，可达
到良好的治疗效果［８－９］。目前血管内降温是最新的降

温理念，采用持续床边血滤的方法可迅速降低患者体

温，效果显著［１０］。ＣＢＰ是近年来在间歇性血液透析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血液净化技术，它具有多靶点治疗作

用：①有效降温；②有效清除肌红蛋白、胆红素等物质；
③可以非选择性地清除血液中的炎症 （下转第１７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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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双气道喉罩的研制及临床应用观察
付学明，安振平，熊伟，左星，蒋思源，彭清臻，厉银平

【摘　要】　目的　探讨双气道喉罩通气全麻下施行纤支镜检查和治疗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８０例患者为研
究对象，均自愿在双气道喉罩通气全麻下行纤支镜检查和治疗。快速麻醉诱导下插入双气道喉罩，将双气道喉罩的主导

管接呼吸机控制呼吸，静脉泵注异丙酚和瑞芬太尼维持全麻，间断追加爱可松维持肌松。纤支镜检查时，打开封闭帽的

橡胶盖体，纤支镜经中央孔进入气道，进行检查和治疗。分别记录 Ｔ０、Ｔ１、Ｔ２、Ｔ３、Ｔ４、Ｔ５时的 ＭＡＰ、ＨＲ、ＳＰＯ２、Ｐｐｅａｋ及
ＰＥｔＣＯ２值，观察镜检时患者发生呛咳、体动等不良事件以及纤支镜通过声门的难易程度，调查术后患者有无术中知晓和
咽痛以及镜检医生和患者的满意度。结果　纤支镜与双气道喉罩密封环密封良好，患者在镜检过程中未出现体动和呛
咳，纤支镜容易通过声门。患者无咽痛和术中知晓，患者和内镜医生对双气道喉罩通气麻醉效果的满意度为１００％。麻
醉期间，Ｔ１、Ｔ２、Ｔ３、Ｔ４时点的ＭＡＰ、ＨＲ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１、Ｔ２、Ｔ３、Ｔ４和 Ｔ５时的 ＳＰＯ２均比 Ｔ０
时升高，在整个机械通气过程中Ｐｐｅａｋ、ＰＥｔＣＯ２均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双气道喉罩设计合
理，使用方便，双气道喉罩的研制成功解决了纤支镜检查和麻醉管理共用一个气道的问题，两根独立的管道不影响纤支

镜检查过程中呼吸道的管理，成功地解除了纤支镜检查和治疗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和风险，是一种安全、有效、副作用和并

发症较小的技术方案。

【关键词】　双气道喉罩；纤支镜；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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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ｍａｓｋａｉｒｗａｙ；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ｙ；Ｃｌｉｎｉｃ

　　纤支镜诊疗是目前呼吸内科常用的、有效的呼吸
道疾病诊断及治疗手段［１］，但作为一种侵入性的检查，

具有一定的创伤性，患者刺激性反射非常强烈，选择一

种合适的麻醉方法是临床医生必须考虑的问题。为了

寻求一种既安全又舒适的麻醉方法，笔者设计了一种

双 气 道 喉 罩 （已 申 请 国 家 专 利，专 利 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１７８２２．２），用于全身麻醉状态下纤支镜检查
和治疗，现将其临床应用情况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８０例需行纤支镜诊治的患者为
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５３例，女性 ２７例，年龄 ２４～８４
岁，体重４２～８０ｋｇ，纤支镜检查的目的：单纯纤支镜检
查２８例，支气管肺活检１７例，支气管肿瘤切除１８例，
气管肿瘤切除９例，肺泡冲洗８例。
１２　双气道喉罩的设计　双气道喉罩是由环状罩囊、
罩体、导管组成（见图１），导管与罩体底部联通，环状
罩囊设置在罩体的上部边缘上，导管包括主导管和副

作者单位：４３２１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安振平，电子信箱：４２５１６９６８６＠ｑｑ．ｃｏｍ

导管，主导管的一端与罩体的底部联通，副导管的一端

也与罩体的底部联通，副导管的另一端上设有密封帽，

密封帽中央开有与副导管联通的中央孔，中央孔的内

壁上设有橡胶密封环，密封帽还设有一密封中央孔的

橡胶盖体（见图２）。

　　注：１可充气环状罩囊，２罩体，３栅栏，４主导管，５副导管，６进气
阀，７橡胶帽体，８进气管。

　图１　双气道喉罩结构主视图

　　注：１橡胶盖体，２连接筋，３橡胶密封环，４橡胶帽体。
　图２　密封帽局部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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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双气道喉罩的临床应用方法　麻醉前详细询问
患者病史及纤支镜检查的目的，患者均禁食８ｈ，禁饮
４ｈ，镜检前３０ｍｉｎ肌注阿托品０．５ｍｇ，鲁米那０．１ｇ，
开放上肢静脉通路并输注乳酸林格氏液，患者进入纤

支镜室后平卧，监测 ＢＰ、ＨＲ、ＳＰＯ２、ＥＣＧ。麻醉诱导：
长托宁０．５ｍｇ、芬太尼３μｇ／ｋｇ，异丙酚２ｍｇ／ｋｇ，爱可
松０．２ｍｇ／ｋｇ，依次缓慢静脉注射，同时置入合适大小
的双气道喉罩（体重３０～５０ｋｇ用３号，≥５１ｋｇ用４
号），充气并固定，将双气道喉罩的主导管接呼吸机控

制呼吸。呼吸机设置潮气量为１０ｍｌ／ｋｇ，呼吸频率为
１２次／ｍｉｎ，呼吸比为１∶２，氧气浓度

"

４０％［２］，麻醉

维持：持续静脉泵注异丙酚４～６ｍｇ／（ｋｇ·ｈ），瑞芬太
尼０．１～０．２μｇ／（ｋｇ·ｍｉｎ），间断追加爱可松 ０．０５
ｍｇ／ｋｇ。

进行纤支镜检查时，打开双气道喉罩副导管上密

封帽的橡胶盖体，纤支镜经中央孔插入副导管，进入气

管、支气管，即可完成对患者进行纤支镜检查，如需对

患者进行治疗，将活检钳、电刀探头、圈套器等设备经

纤支镜的活检孔插入气道进行相应治疗。纤支镜诊疗

结束，退出纤支镜，将橡胶盖盖住中央孔，密封副导管，

停止输注异丙酚和瑞芬太尼，静脉注射新斯的明

１ｍｇ＋阿托品０．５ｍｇ拮抗肌松，待患者自主呼吸恢
复，清醒后拔除该喉罩。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喉罩置入

和镜检操作分别由同一经验丰富的医师操作。

１４　观察指标　连续监测血压（ＢＰ）、心率（ＨＲ）、血
氧饱和度（ＳＰＯ２）、气道峰压（Ｐｐｅａｋ）和呼吸末二氧化
碳分压（ＰＥｔＣＯ２），记录麻醉诱导前５ｍｉｎ（Ｔ０）、双气道
喉罩置入后纤支镜进入气道前（Ｔ１）、纤支镜检查开始
时（Ｔ２）、纤支镜检查５ｍｉｎ时（Ｔ３）、纤支镜气道操作结
束时（Ｔ４）、喉罩拔除５ｍｉｎ时（Ｔ５）的 ＭＡＰ、ＨＲ、ＳＰＯ２、
Ｐｐｅａｋ及ＰＥｔＣＯ２值，观察镜检过程中纤支镜周围是否
漏气，患者发生呛咳、体动等不良事件及纤支镜通过声

门的难易程度。纤支镜进入声门的难易判断标准：纤

支镜直接通过声门为容易，纤支镜需要在声门口等待

伺机进入为困难。检查结束询问镜检医生对双气道喉

罩通气全麻下进行纤支镜诊疗的满意度，手术后第１
天询问患者有无术中知晓，术后有无咽痛及对麻醉的

满意度。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内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双气道喉罩的安全性　本组患者放置双气道喉
罩一次性成功７６例，余４例经调整后成功，纤支镜诊
疗过程中，口内均无异常气流声。诊疗操作使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Ｔ２６０、Ｐ２６０电子纤支镜，纤支镜与橡胶密封环
封闭良好。所有患者在镜检过程中都未出现体动和呛

咳表现，纤支镜非常容易通过声门。回访患者未闻及

咽痛和术中知晓事件，患者和内镜医生对双气道喉罩

通气的麻醉效果非常满意，满意率为１００％。见表１～
２。
２２　ＭＡＰ的变化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时点的ＭＡＰ都比 Ｔ０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Ｔ０与 Ｔ５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麻醉期间，Ｔ１、Ｔ２、Ｔ３、Ｔ４之间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ＨＲ的变化　Ｔ０时点的ＨＲ比Ｔ１、Ｔ２、Ｔ３、Ｔ４各时
点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１、Ｔ２、Ｔ３、Ｔ４
各时点ＨＲ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２４　ＳＰＯ２的变化　麻醉过程中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及喉罩
拔除后Ｔ５患者的ＳＰＯ２比麻醉前Ｔ０时升高，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 Ｔ１、Ｔ２、Ｔ３、Ｔ４、Ｔ５之间
相互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时间点ＭＡＰ、ＳＰＯ２、ＨＲ水平的比较（ｘ±ｓ）

指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１０１．８±８．１ ８５．３±９．６△ ８９．５±８．７△ ８６．３±９．５△ ９０．２±５．６△ ９８．５±９．３△△

ＨＲ（次／ｍｉｎ） ９５．８±１０．８ ８２．１±１１．５ ８０．７±１２．５ ８３．２±１０．５ ８５．７±１１．２ ８９．５±１１．８
ＳＰＯ２（％） ９２．５±３．６ ９８．８±１．１ ９７．９±１．４ ９８．３±１．２ ９８．９±１．０ ９８．７±１．２

　　注：与Ｔ０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２５　Ｐｐｅａｋ、ＰＥｔＣＯ２的变化　在整个机械通气过程中
Ｐｐｅａｋ、ＰＥｔＣＯ２均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机械通气过程中各时间点Ｐｐｅａｋ、ＰＥｔＣＯ２的比较（ｘ±ｓ）

指标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Ｐｐｅａｋ（ｃｍＨ２Ｏ） １７．６±１．５ １７．８±１．３＃ １７．３±２．０＃ １８．０±１．６＃

ＰＥｔＣＯ２（ｍｍＨｇ） ３７．２±３．０ ３７．５±２．５＃ ３８．１±２．１＃ ３７．８±１．９＃

　　注：与Ｔ１比较，＃Ｐ＞０．０５；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

３　讨论
　　理想、安全的麻醉方法不仅能保证纤支镜诊疗得
以顺利进行，而且能减轻患者痛苦及控制并发症的发

生［３］。目前，临床上对患者进行纤支镜检查时，一般是

对其呼吸道进行表面麻醉或者进行静脉全麻，前者是

对患者雾化吸入２％利多卡因［４］，这种麻醉方法，患者

处于清醒状态，保留了自主呼吸和咳嗽反射，麻醉效果

会有些不完善，患者检查后诉述痛苦难忍，而且强烈的

咳嗽反射可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容

易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体动剧烈也影响镜检，从

而导致纤支镜治疗范围受限；后者对患者静脉注射镇

静镇痛药物，致患者处于全麻状态，经鼻导管或纤支镜

的吸引孔给氧，这样受检者在安静睡眠状态下完成纤

支镜的检查和治疗，但是纤支镜检查和麻醉管理共用

一个气道，无法取得呼吸的控制权和主动权［５］，而且麻

醉中使用的芬太尼和丙泊酚等静脉全麻药都有呼吸抑

制的副作用［６］，一旦发生呼吸抑制和 ＳＰＯ２下降，只有
退出纤支镜，对受检者进行面罩辅助呼吸，这样就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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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内镜医生检查和治疗操作的连续性，麻醉风险也极

高。双气道喉罩是喉罩的另外一种类型，它保留了喉

罩的通气功能，在使用过程中不需要喉镜，操作极其简

单［７］，对气管的刺激性也小，而且不易出现喉头水肿、

声带损伤、喉返神经麻痹等并发症［８］。喉罩又是声门

上通气装置，其通气不占用气道，是纤支镜检查中理想

的通气方法［９］。双气道喉罩是针对于纤支镜诊疗过程

中的全身麻醉而设计，它与普通喉罩不同，设计有两支

独立的管道，一支用于全麻过程中控制呼吸，另一支用

于纤支镜进出气道，橡胶密封环有很好的弹性，纤支镜

进入气道后可以完全将其环绕封闭，形成一个密闭回

路，取得了控制呼吸的主动权。麻醉过程中，配合阿片

类药、异丙酚及肌松剂，保证了在纤支镜检查过程中患

者无呛咳及体动，有利于纤支镜检查进行精细操作，也

有利于喉罩位置的固定［１０］，而且，在全麻控制通气时

做纤支镜检查，容易保持稳定的麻醉深度，保证通气和

供氧［１１］。

观察表明，双气道喉罩一次性置入成功率为９５％，
与房洁渝等［１２］报道的普通喉罩一次性安置成功率相

符，纤支镜容易通过声门，术中没有发生缺氧现象。经

纤支镜治疗后，患者 ＳＰＯ２比术前有所升高，是因为呼
吸道梗阻被解除，呼吸困难得到缓解。喉罩通气全麻

过程心血管系统表现平稳，也降低了纤支镜诊疗过程

中心血管方面并发症的发生。纤支镜进入气道后，

Ｐｐｅａｋ、ＰＥｔＣＯ２组内比较无明显差异，进一步表明纤支
镜检查不影响双气道喉罩的通气功能。

综上所述，双气道喉罩的研制成功解决了纤支镜

检查和麻醉管理共用一个气道的问题，两根独立的管

道不影响纤支镜检查过程中呼吸道的管理，成功地解

除了纤支镜检查和治疗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和风险，是

一种安全、有效、副作用和并发症较小的技术方案。双

气道喉罩通气全麻下纤支镜技术，对设备要求不高，患

者没有躁动、呛咳和 ＳＰＯ２下降的风险，内镜医生可以
安心对患者实施检查和治疗，大大缩短了纤支镜介入

治疗的时间，降低了医疗风险［１３］，同时患者也没有任

何痛苦，受到患者和内镜医生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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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减轻全身炎性反应，有利于重建内环境的稳态。

本研究发现，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治疗

热射病，不仅能迅速降低患者体温，同时还具有清除炎

性介质，阻断炎性反应作用，本文通过对２１例热射病
采取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乌司他丁治疗，较对照组在

肛温下降时间、意识障碍改善情况、ＭＯＤＳ恢复情况、
死亡人数及存活时间上均有更好的效果，且未见不良

反应，所以在重症中暑（热射病）连续性血液净化联合

乌司他丁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是一种值得推

广的救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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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进展性脑梗死相关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钟芳芳，孙雪东，章燕幸，吴承龙

【摘　要】　目的　探讨进展性脑梗死（ＰＣＩ）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９月绍兴市人民医院收治
的脑梗死患者３３１例，按病情是否进展分进展组与非进展组，比较两组患者入院时的血糖、血脂、纤维蛋白原（ＦＩＢ）等，
并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展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结果　进展组在高血压、糖尿病、反复ＴＩＡ发作、发热、斑块和血糖、
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ＦＩＢ水平方面明显高于非进展组，与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
高血压、糖尿病、发热、ＬＤＬ、ＦＩＢ升高为进展性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纤维蛋白原
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反复发作的ＴＩＡ和发热与进展性脑梗死相关；高血压、糖尿病、发热、ＬＤＬ、ＦＩＢ升高为进展性脑
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均应及时合理处理。

【关键词】　进展性脑梗死；危险因素；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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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ｆｅｖｅｒ，ＬＤＬａｎｄＦＩＢ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ＰＣＩ，ｉｔｗａ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ｂ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进展性脑梗死（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ＰＣＩ）
是指由脑缺血所致的神经症状和体征在起病后６ｈ～１
周内呈阶梯或进行性加重。发生率在脑梗死中占

２０％～４０％［１］，致残率、病死率高。本文对我院３３１例
脑梗死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 ＰＣＩ的危险因
素，以期对脑梗死进展的防治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我院
收治的脑梗死患者３３１例。所有病例均符合第四届全
国脑血管病会议制订的诊断标准，并经 ＣＴ或 ＭＲＩ确
诊为脑梗死。ＰＣＩ符合：①入院时出现局灶神经系统
的症状和体征；②发病后数小时至１周内神经功能缺
损症状持续加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脑卒中评分

（ＮＩＨＳＳ）加重１分以上；③头颅 ＣＴ或 ＭＲＩ证实并排
除脑出血；④除外 ＴＩＡ和脑栓塞。按病情是否进展分
进展组与非进展组。其中进展组９７例，非进展组２３４
例。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行 ＮＩＨＳＳ评分，观察年龄、
性别、既往病史、血糖、血脂及 ＦＩＢ；颈动脉超声检测，
局限性内中膜厚度＞１．５ｍｍ者，视为动脉硬化斑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分析。
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用 ｔ检验。对
单因素分析有显著性差异的因素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院）神经内
科（钟芳芳，章燕幸，吴承龙）；重症医学科（孙雪东）

通讯作者：钟芳芳，电子信箱：ｙａｎｇｍｕｍ＠１２６．ｃｏｍ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进展组在高血压、糖
尿病、反复ＴＩＡ发作、发热、斑块、血糖、ＬＤＬ、ＦＩＢ水平
方面与非进展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进展组与非进展组脑梗死患者的单因素分析

指标 进展组（ｎ＝９７） 非进展组（ｎ＝２３４） χ２值或ｔ值 Ｐ值

男性 ５８（５９．８％） １４４（６１．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５
吸烟 ４６（４７．４％） １０６（４５．３％） ０．２３０ ＞０．０５
酗酒 ３４（３５．１％） ９６（４１．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５
高血压 ５９（６０．８％） ９１（３８．９％） ３．２８０ ＜０．０５
糖尿病 ５２（５３．６％） ８９（３８．０％） ４．４１５ ＜０．０５
冠心病 ３８（３９．２％） ８５（３６．３％） １．０９１ ＞０．０５
反复ＴＩＡ发作 ４３（４４．３％） ５１（２１．８％） １．２８７ ＜０．０５
发热 ３８（３９．１％） ３０（１２．８％） ３．３６０ ＜０．０１
斑块 ７２（７４．２％） １０８（４６．２％） ０．５７１ ＜０．０５
年龄（岁） ５７．５４±７．１８ ５４．３６±６．６２ ０．９９３ ＞０．０５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６．４８±１．７２ ５．２６±１．６４ －１．０３６ ＜０．０５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２．１１±０．３９ １．８９±０．３４ ０．８９８ ＞０．０５
ＣＨＯ（ｍｍｏｌ／Ｌ） ５．０５±１．２１ ４．８８±１．１０ －１．１６０ ＞０．０５
ＬＤＬＬ（ｍｍｏｌ／Ｌ） ３．０９±０．９８ ２．３１±０．５９ １．６８６ ＜０．０５
ＨＤＬＬ（ｍｍｏｌ／Ｌ） １．１５±０．４４ １．１５±０．４５ ４．９９３ ＞０．０５
ＦＩＢ（ｇ／Ｌ） ４．４５±１．２５ ３．０７±０．９６ －１．１０９ ＜０．０５

　　注：为ｔ值。

２２　多因素多元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是否进展
为因变量（否＝０、是＝１），单因素分析有显著差异的８
个因素为自变量，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见表２）。高血
压、糖尿病、发热、ＬＤＬ、ＦＩＢ升高为ＰＣＩ（下转第１７１９页）

·１０７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全科临床论著·

依托咪酯乳剂全凭静脉全麻在重症瓣膜手术中的应用
张日英，邓劲松，李波，梁真科，李建明

【摘　要】　目的　研究依托咪酯乳剂全凭静脉全麻在重症瓣膜手术中的可行性及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拟行换瓣手
术的重症瓣膜性心脏病患者８０例，随机分为依托咪酯组（Ｅ组）和丙泊酚组（Ｐ组），每组４０例。完成麻醉诱导插管后，Ｅ
组选择依托咪酯０．３～０．６ｍｇ／（ｋｇ·ｈ）、Ｐ组选择丙泊酚３～６ｍｇ／（ｋｇ·ｈ）持续输注维持静脉全身麻醉，其余麻醉用药
相同，对比两组患者的麻醉效果。结果　Ｅ组患者体外循环前生命体征维持平稳，无１例使用药物提升血压；Ｐ组患者
麻醉诱导后、气管插管后５ｍｉｎ血压显著降低，有１３例需使用去氧肾上腺素提升血压，２例体外循环前需持续泵输入多
巴胺维持血压。两组患者体外循环时间、术后清醒时间及拔管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无一例发生术中知晓。

结论　依托咪酯乳剂全凭静脉复合全麻可安全应用于重症瓣膜手术，明显减轻麻醉对心脏功能的抑制，对血流动力学影
响小，是一种较好的麻醉选择。

【关键词】　依托咪酯乳剂；全凭静脉全麻；瓣膜手术；丙泊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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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咪酯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具有镇静、
催眠和遗忘作用，心血管系统稳定是其突出优点之一，

是目前对循环抑制最轻的静脉全身麻醉药，目前广泛

应用于门诊手术的麻醉和心脏病患者全麻的诱导。依

托咪酯水剂应用时会出现明显的注射痛和血栓性静脉

炎，而乳剂已解决此问题［１］。随着对依托咪酯乳剂的

临床应用及认识的增多，目前有较多报道依托咪酯全

凭静脉全麻应用于心血管手术之外的各类手术［２－３］，

且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但在心脏瓣膜手术中的应用

报道较少，特别是用于重症瓣膜手术中的报道更少。

由于重症瓣膜性心脏病患者瓣膜功能受损严重，

术前患者的心功能往往明显受限，达Ⅲ～Ⅳ级，心血管
储备功能下降，麻醉耐受差，如何减轻因麻醉药物对循

环的抑制作用、维持患者术中生命体征的平稳对确保

手术的顺利完成、患者的平稳康复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２月重症瓣膜性心脏
病拟行瓣膜置换术的患者８０例，采用依托咪酯乳剂和
丙泊酚全凭静脉全麻进行了对比研究，取得令人满意

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基金项目：广东省茂名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１５８）
作者单位：５２５２００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张日英，电子信箱：ｌｊｍｚｒｙ＠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０１３年２月重
症瓣膜性心脏病拟行瓣膜置换术的患者 ８０例，术前
ＡＳＡⅢ～Ⅳ级，心功能Ⅲ ～Ⅳ级。随机将患者平分为
两组，依托咪酯组（Ｅ组，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丙泊酚组（Ｐ组，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
Ｅ组患者男性１８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４６．４４±１５．３）
岁，体重（４３．９３±７．０８）ｋｇ。Ｐ组患者中男性１５例，女
性２５例，年龄（４５．０８±１７．２１）岁，体重（４５．２７±
８．１４）ｋｇ。两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病情等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麻醉方法　本组患者全部采用单腔气管插管静
脉复合全麻。患者入室后使用 ＭｉｎｄｒａｙＰＭ９０００监护
仪常规监测心电图（ＥＣＧ）、脉搏氧饱和度（ＳｐＯ２）、吸
氧，开放外周静脉输液，进行桡动脉穿刺监测有创动脉

压（ＩＢＰ）。麻醉诱导：Ｅ组以咪达唑仑 ０．０５～０．１０
ｍｇ／ｋｇ、依托咪酯 ０．１５～０．２０ｍｇ／ｋｇ，Ｐ组以丙泊酚
１．５～２．０ｍｇ／ｋｇ或复合咪达唑仑０．０５～０．１０ｍｇ／ｋｇ
缓慢静注，两组均复合维库溴胺０．１５ｍｇ／ｋｇ、舒芬太尼
０．４～０．５μｇ／ｋｇ快速诱导插管，成功后行右颈内静脉
穿刺置入７Ｆ双腔导管进行快速输液、血管活性药物泵
入及中心静脉压（ＣＶＰ）的监测。术中行 ＩＢＰ、ＥＣＧ、
ＳｐＯ２、呼气末二氧化碳（ＰｅｔＣＯ２）、ＣＶＰ、尿量、温度（鼻
温、直肠温）监测，并间断进行动脉血气、电解质监测。

·２０７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在完成麻醉诱导后所有患者均持续监测脑电双频指数

（Ｂｉｓ）（监护仪型号：Ｓ／５Ｃｏｍｐａｃｔ，ＤａｔｅｘＯｈｍｅｄａ）。Ｅ
组选择依托咪酯０．３～０．６ｍｇ／（ｋｇ·ｈ）、Ｐ组选择丙泊
酚３～６ｍｇ／（ｋｇ·ｈ）持续输注维持全身麻醉，两组均
选择间断静注舒芬太尼（总量：２～３μｇ／ｋｇ）、持续输注
阿曲库胺［０．５～０．８ｍｇ／（ｋｇ·ｈ）］维持镇痛及肌松，
缝皮结束前停止药物输入。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记录麻醉诱导前（Ｔ１）、诱导后
（Ｔ２）、气管插管后 ５ｍｉｎ（Ｔ３）、ＣＰＢ前（Ｔ４）、关胸时
（Ｔ５）的ＩＢＰ、ＨＲ，并记录患者的体外循环时间、术后清
醒时间、拔管时间等。心脏手术患者的舒张压受多种

因素影响，如主动脉瓣返流、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体

外循环影响等，故本研究主要记录收缩压进行统计分

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Ｅ组患者麻醉诱导后 ＩＢＰ、ＨＲ轻度下降但不十分
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插管后ＩＢＰ、ＨＲ可上升至气
管插管前水平；Ｐ组患者诱导后、插管后５ｍｉｎＩＢＰ均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Ｅ
组患者气管插管后至体外循环前 ＩＢＰ维持平稳，无１
例需要使用正性肌力药物，Ｐ组有部分患者需要使用
正性肌力药物提升血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重症瓣膜性心脏病患者不同时间循环系统参数的比较（ｘ±ｓ）

组别 指标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Ｅ组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１２３．２±１５．２ １０３．２±９．８ １１５．３±９．５ １２０．９±１０．９ １０８．３±１１．７
ＨＲ（次／ｍｉｎ） ９６．０±１０．９ ７２．０±６．９ ９０．０±１０．６ １０２．０±１０．７ １０５．０±１１．２

Ｐ组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１３１．７±１６．４ ９１．２±１４．７!△ ９２．３±１３．４!△ １１７．６±１１．２ １０３．５±１０．８
ＨＲ（次／ｍｉｎ） ９５．０±１０．２ ６８．０±５．８ ８７．０±１０．８ １０５．０±９．８ １０１．０±９．３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与Ｅ组比较，! Ｐ＜０．０５；与麻醉诱导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重症瓣膜性心脏病患者体外循环前正性肌力药物使用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ＣＰＢ前去氧肾上腺素使用例数 ＣＰＢ前泵入多巴胺例数

Ｅ组 ４０ ０ ０
Ｐ组 ４０ １３! ２!

　　注：与Ｅ组比较，! 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ＣＰＢ时间、术后清醒时间、拔管时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术后随访两组
患者均未出现术中知晓。本组研究无死亡病例。

表３　两组重症瓣膜性心脏病患者ＣＰＢ时间、清醒时间、拔管时间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ＣＰＢ时间（ｍｉｎ） 清醒时间（ｈ） 拔管时间（ｈ）

Ｅ组 ６７．５±１７．３ ４．２±１．３ １８．０±４．６
Ｐ组 ６５．４±１５．７ ４．３±１．８ １９．０±５．３

３　讨论
　　全凭静脉复合全麻具有起效快、可控性好、副作用
少的优点，被麻醉医师越来越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在

临床广泛用于全凭静脉全麻的药物是丙泊酚，但丙泊

酚具有较强的循环抑制作用，直接扩张外周血管和抑

制心肌的双重作用，引起血压的显著下降。对于重症

心脏瓣膜病患者，由于瓣膜受损严重，心功能差，心血

管储备功能下降，麻醉耐受差，丙泊酚麻醉可引起严重

低血压，加重心肌缺血、缺氧，尤其是 ＣＰＢ前长时间严
重低血压可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

的愈后，故在低血压时我们会使用正性肌力药物提升

血压。

依托咪酯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具有镇静、

催眠和遗忘作用，心血管系统稳定是其突出优点之一，

是目前对循环抑制最轻的静脉全身麻醉药。

本研究显示，Ｅ组患者麻醉诱导后血压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气管插管后均能回复到正常水平，无１例需
要使用去氧肾上腺素或多巴胺等药物维持血压，且在

ＣＰＢ前生命体征较为平稳。Ｐ组患者麻醉诱导及气管
插管后血压下降明显，并在气管插管５ｍｉｎ后仍会降

至较低水平，有部分患者需用去氧肾上腺素提升血压，

尤其是术前心功能较差的患者 ＣＰＢ前血压水平较低，
需要使用正性肌力药物维持血压。在本组研究中，Ｅ
组及Ｐ组患者体外循环后的血管活性药物的输注剂
量、术后患者生命体征、术后清醒时间、拔管时间等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均无明显麻醉相关并发

症的发生。

由于心脏手术使用依托咪酯全凭静脉全麻目前临

床报道较少，且经过体外循环后对药物有一定的吸附

作用，故在使用剂量上仍需要进行研究，术中需加强对

麻醉深度的监测，防止术中知晓的发生。Ｂｉｓ是反应大
脑皮质功能状态的指标，能很好地监测镇静和意识状

态，是近年来新发展的监测麻醉深度的指标。在本组

研究中，使用依托咪酯剂量为０．３～０．６ｍｇ／（ｋｇ·ｈ），
血流动力学维持稳定。本组患者全部进行 Ｂｉｓ监测，
根据Ｂｉｓ值及患者生命体征调节依托咪酯及丙泊酚的
输注速度，并适当追加舒芬太尼，维持 Ｂｉｓ值在 ４５～
５５，两组患者无１例发生术中知晓，说明依托咪酯达到
一定的临床剂量后也能产生镇静和遗忘的效果［４］。

由于依托咪酯可逆性抑制１１β羟化酶，从而抑制
皮质醇的合成［５］。以往认为依托咪酯对肾上腺皮质功

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引起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故

在临床麻醉中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因而较少用于临

床麻醉维持。但随着近年来对依托咪酯乳剂临床应用

的增多，大量研究及文献显示，依托咪酯麻醉维持对围

术期患者的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影响是短暂的，皮质醇

浓度虽有所下降，但仍在正常范围内，且其抑制作用不

会影响血流动力学稳定，术后２４ｈ内患者肾上腺功能
均能恢复至术前水平，与单次静脉注射相比，持续泵注

依托咪酯似乎不会增加肾上腺皮质的抑制程度，使用

适量糖皮质激素可防止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２－３，６－１０］。

另有研究认为，即使使用大剂量的依托咪酯，机体对高

应激外科刺激的反应能力仍保持完整，（下转第１７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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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糖尿病眼肌麻痹患者胰岛素抵抗及 β细胞功能分析
姚向荣，王海燕，吕云利，张全华，李德明，赵波

【摘　要】　目的　通过口服葡萄糖－胰岛素释放实验（ＯＧＩＲＴ），分析２型糖尿病眼肌麻痹患者胰岛 β细胞功能、胰岛
素敏感性及胰岛素抵抗与神经病变的关系。方法　对３２例２型糖尿病眼肌麻痹患者（Ｔ２ＤＭ＋ＯＭＰ）、３２例２型单纯糖
尿病患者（Ｔ２ＤＭ）及３２例健康对照者（ＮＣ）测定隔夜空腹１２ｈ血糖（ＦＢＧ）、胰岛素（ＦＩＮＳ）、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根
据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及胰岛素释放试验（ＩＲＴ），用稳态模型方法计算各组人群空腹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
ＩＲ）、胰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及胰岛β细胞功能（ＨＯＭＡβ），评价基础胰岛素分泌功能和胰岛素抵抗；用△Ｉ３０／△Ｇ３０、胰岛
素曲线下面积（ＩＮＳＡＵＣ）评价胰岛素分泌功能。结果　Ｔ２ＤＭ＋ＯＭＰ组 ＦＢＧ、ＨＯＭＡＩＲ、ＨｂＡ１ｃ均显著高于 Ｔ２ＤＭ组及
ＮＣ组（均Ｐ＜０．０１）；ＦＩＮＳ低于Ｔ２ＤＭ组高于ＮＣ组（Ｐ＜０．０５）；ＩＳＩ、ＨＯＭＡβ、△Ｉ３０／△Ｇ３０、ＩＮＳＡＵＣ显著低于Ｔ２ＤＭ组及
ＮＣ组（均Ｐ＜０．０１）。Ｔ２ＤＭ组ＦＢＧ、ＨＯＭＡＩＲ、ＨｂＡ１ｃ高于 ＮＣ组（均 Ｐ＜０．０１），ＩＳＩ、ＨＯＭＡβ、△Ｉ３０／△Ｇ３０低于 ＮＣ组
（均Ｐ＜０．０１）。结论　２型糖尿病患者同时存在胰岛素分泌缺陷和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眼肌麻痹胰岛 β细胞功能渐进
性减退和胰岛素抵抗渐进性增高，促进了糖尿病微血管及神经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通过ＯＧＩＲＴ对胰岛素分泌模式及分
泌量评价有利于深入理解糖尿病发病机制及合理指导临床工作。

【关键词】　糖尿病性眼肌麻痹；胰岛素抵抗；β细胞功能；口服葡萄糖－胰岛素分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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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生活模式的
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我国糖尿病（ＤＭ）患病率迅猛
增长。２００８年我国２０岁以上成人发病率为９．７％，目
前我国患糖尿病的人数高达９２００万，另外还有１．４８
亿的糖尿病前期症状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糖尿

病大国。ＤＭ患者常因多种靶器官损害而呈现较高的
致残率及病死率［１］，糖尿病性眼肌麻痹为糖尿病眼部

并发症之一，其胰岛素分泌情况及胰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尚缺乏研究，本文通过３２例糖尿病性眼
肌麻痹患者的口服葡萄糖－胰岛素释放实验（ＯＧＩＲＴ）
作相关性分析，探讨其临床意义。

作者单位：７３００７０兰州市，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安宁分院空勤科（姚向
荣，王海燕）；神经内科（吕云利，赵波）；检验科（张全华）；消

化内分泌科（李德明）

通讯作者：王海燕，电子信箱：ｌａｎｇｓａｎｊｉ＠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①糖尿病性眼肌麻痹组：系２００５年３
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院３２例行 ＯＧＩＲＴ糖尿病性眼肌
麻痹患者，其中男性 １９例，女性 １３例；年龄 ３０～７８
岁，平均５５．２岁；病程３～１８ｄ，平均６．２ｄ；糖尿病病
程３～２２年，平均９．８年。均排除其他病因（感染、中
毒、动脉瘤、重症肌无力、脑瘤、脑卒中等）所致眼肌麻

痹，符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专家委员会确定的糖尿病诊断
标准［２］，其中动眼神经麻痹１７例（５３．１％），外展神经
麻痹１０例（３１．２％），滑车神经麻痹２例（６．３％），复
合神经麻痹３例（９．４％）。②单纯糖尿病组：系我院
同期行ＯＧＩＲＴ的普通糖尿病患者，其中男性１８例，女
性１４例；年龄 ２８～７５岁，平均 ５３．８岁；糖尿病病程
３～２０年，平均９．２年。均排除心、肝、肾脏疾病以及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诊断依据：糖尿病肾

病为２４ｈ尿蛋白排泄量≥３０ｍ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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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网膜微血管瘤、出血斑、软性或／和硬性渗出斑、视
网膜血管病变、新生血管、纤维增生及视网膜脱离。符

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专家委员会确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
③正常对照组：系我院同期健康体检者３２人，其中男
性１８人，女性１４人，年龄３０～７５岁，平均５４．７岁，糖
耐量正常，排除心、肝、肾脏疾病以及高血压等疾病。

三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等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Ｔ２ＤＭ＋ＯＭＰ组与 Ｔ２ＤＭ组糖尿病病程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所有受试者均知情同意。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血标本采取　所有受试对象需空腹并停药１２
ｈ以上，次日早晨８时抽取静脉血５ｍｌ，３ｍｌ于专用抗
凝管混匀，１ｈ内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浆，
ＨｂＡ１ｃ检测血标本以ＥＤＴＡＫ２抗凝，血糖以肝素钠抗
凝；２ｍｌ于专用干燥管混匀，室温放置１５ｍｉｎ，以３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分离血清，测量沉淀的放射性计数
（ｃｐｍ）。抽血后服 ７５ｇ无水葡萄糖，服后第 ３０，６０，
１２０，１８０分钟分别再采血４ｍｌ，检测血糖及胰岛素。
１２２　血生化和胰岛素检测　ＨｂＡ１ｃ采用乳胶增强
免疫透射比浊法，血糖采用酶法检测，试剂均由宁波美

康生物科技公司提供，用 ＨＩＴＡＣＨＩ７１８０型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胰岛素采用竞争性放射免疫分析法，试剂盒

由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用ＧＣ９１１型
γ放射免疫计数器。仪器室内质控达标。
１２３　观察项目　稳态模型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
（ＨＯＭＡＩＲ）、胰岛β细胞功能（ＨＯＭＡβ）及胰岛素敏
感指数（ＩＳＩ），ＨＯＭＡＩＲ＝（ＦＰＧ×ＦＩＮＳ）／２２．５，ＨＯＭＡ
β＝２０×ＦＩＮＳ／（ＦＰＧ－３．５），ＩＳＩ＝ｌｎ［１／（ＦＰＧ×
ＦＩＮＳ）］，其中 ＦＰＧ为空腹血糖值，ＦＩＮＳ为空腹胰岛素
值。△Ｉ３０／△Ｇ３０＝（Ｉ３０－Ｉ０）／（Ｇ３０－Ｇ０），（Ｉ３０－Ｉ０）／
（Ｇ３０－Ｇ０）为糖负荷后３０ｍｉｎ胰岛素增值（△Ｉ３０）与葡

萄糖增值 （△Ｇ３０）比值，ＩＮＳＡＵＣ＝１／２（ＦＩＮＳ＋
ＩＮＳ１８０’）＋ＩＮＳ３０’＋ＩＮＳ６０’＋ＩＮＳ１２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数据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学处理，数据用（ｘ±ｓ）表示，非正态分布取其自
然对数后进行统计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三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水平比较　如
表１所示，Ｔ２ＤＭ＋ＯＭＰ组 ＦＢＧ、ＨｂＡ１ｃ浓度均高于
Ｔ２ＤＭ组及 ＮＣ组（均 Ｐ＜０．０１），而 ＦＩＮＳ低于 Ｔ２ＤＭ
组高于Ｎ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２ＤＭ
组ＦＢＧ、ＦＩＮＳ、ＨｂＡ１ｃ浓度高于 ＮＣ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１）。

表１　三组血糖、胰岛素、ＨｂＡ１ｃ、血脂检测结果对照表（ｘ±ｓ）

组别 ｎ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ＨｂＡ１ｃ（％） ＦＩＮＳ（μＵ／ｍｌ）

ＮＣ组 ３２ ４．５８±０．５６ ５．２２±０．５９ １３．８４±４．８２
Ｔ２ＤＭ组 ３２ ７．７６±２．０９△ ６．４９±１．６２△ ２０．５６±５．１２△

Ｔ２ＤＭ＋ＯＭＰ组 ３２ ９．４５±２．５２△▲ ８．８４±２．３９△▲ １７．１９±５．４２▲□

　　注：与ＮＣ组比较，△Ｐ＜０．０１；与 Ｔ２ＤＭ组比较，▲Ｐ＜０．０１；与 ＮＣ

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胰岛素相关指数分析　如表 ２所示，
Ｔ２ＤＭ＋ＯＭＰ组 ＨＯＭＡＩＲ高于 Ｔ２ＤＭ组及 ＮＣ组，
ＩＳＩ、ＨＯＭＡβ、△Ｉ３０／△Ｇ３０、ＩＮＳＡＵＣ低于 Ｔ２ＤＭ组及
Ｎ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１）。Ｔ２ＤＭ组
ＨＯＭＡＩＲ高于 ＮＣ组，而 ＩＳＩ、ＨＯＭＡβ、△Ｉ３０／△Ｇ３０、
ＩＮＳＡＵＣ低于 Ｎ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１）。

表２　三组间胰岛素相关指数对照表（ｘ±ｓ）

组别 ｎ ＨＯＭＡＩＲ ＨＯＭＡβ ＩＳＩ △Ｉ３０／△Ｇ３０ ＩＮＳＡＵＣ

ＮＣ组 ３２ １．８５±０．２６ １０６．３８±３．７９ －３．５８±０．３２ １２．４６±９．７６ １８２．４６±２６．５３
Ｔ２ＤＭ组 ３２ ５．３６±０．５５△ ９５．１４±５．５８△ －３．９６±０．４３△ ６．５６±５．４１△ １６３．７１±２２．４７△

Ｔ２ＤＭ＋ＯＭＰ组 ３２ ８．１９±０．４８△▲ ８８．１６±６．１９△▲ －４．５３±０．５２△▲ ３．１２±３．６８△▲ １４７．９３±２０．８９△▲

　　注：与ＮＣ组比较，△Ｐ＜０．０１；与Ｔ２ＤＭ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糖尿病是由于遗传、环境、化学毒物以及微生物等
因素交互影响，造成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和 ＩＲ而
导致以慢性血糖水平增高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糖尿

病性眼肌麻痹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发病率

０．４％～０．７％［３］，ＩＲ和胰岛β细胞功能变化与糖尿病
的发生、发展、病情转归密切相关，贯穿于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始终［４－５］。

ＩＲ和胰岛β细胞功能衰竭是影响血糖水平的重
要因素，它们各自对血糖水平的影响多少与糖尿病患

者应采取的治疗措施密切相关［６］，２型糖尿病是一种
异质性疾病，不同的患者，在疾病的不同阶段，这两种

因素所起的作用有差别，正确评定ＩＲ和β细胞功能尤
为重要。本研究结果显示，Ｔ２ＤＭ＋ＯＭＰ组血糖、
ＨｂＡ１ｃ均高于 Ｔ２ＤＭ组及 ＮＣ组，长期高血糖可引起
胰岛β细胞凋亡，加速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衰退，高血

糖抑制葡萄糖转运子的活性使葡萄糖利用下降，抑制

糖原合成酶使糖原合成减少，同时影响胰岛素信号蛋

白磷酸化及蛋白表达等加重胰岛素作用缺陷而加重

ＩＲ［７］。
ＨＯＭＡＩＲ最早反映是肝脏ＩＲ，研究发现同一个体

中肌ＩＲ与肝ＩＲ具有７０％的一致性［８］，目前国际公认

测定ＩＲ的金标准是正常血糖胰岛素钳夹技术，但因技
术复杂，价格昂贵，难以在临床常规应用，而 ＨＯＭＡＩＲ
计算胰岛抵抗指数与葡萄糖钳夹技术有很好的相关

性［９］。ＨＯＭＡβ、ＩＳＩ反映空腹状态下胰岛 β细胞分泌
功能和敏感性，本研究结果显示，从 ＮＣ、Ｔ２ＤＭ到
Ｔ２ＤＭ＋ＯＭＰ组 ＨＯＭＡＩＲ渐进性增高，ＩＳＩ、ＨＯＭＡβ
渐进性降低，说明从糖尿病到其慢性并发症发展过程

中，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逐渐降低而 ＩＲ逐渐增强，内
源性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减退是２型糖尿病口服降糖
药继发失效的主要原因，亦导致２型糖尿病需要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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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治疗［１０］。ＢｅｒｍｕｄｅｚＶ等［１１］研究提示 ＨＯＭＡＩＲ、
ＨＯＭＡβ与２型糖尿病病情演变具有良好相关性，ＨＯ
ＭＡβ可作为胰岛素治疗指标。△Ｉ３０／△Ｇ３０为评价胰
岛素早期分泌指标，ＩＮＳＡＵＣ为评价胰岛素２相分泌指
标，二者反映胰岛β细胞储备功能。本研究结果显示，
从ＮＣ、Ｔ２ＤＭ到 Ｔ２ＤＭ＋ＯＭＰ组△Ｉ３０／△Ｇ３０、ＩＮＳＡＵＣ
渐进性降低，特别是△Ｉ３０／△Ｇ３０显著减低说明从糖尿
病到其慢性并发症发展过程中快速分泌相降低或缺

如，峰值后延，胰岛素分泌明显不足，胰岛 β细胞严重
受损。

胰岛素分泌缺乏和／或ＩＲ时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的
一氧化氮合酶减少，导致 ＮＯ减少，诱发并加重内皮细
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损伤及其功能紊乱；同时血管壁

溶酶体脂肪酶系活性降低，脂质清除减少，加速内皮细

胞损伤；ＩＲ状态下，白细胞与血小板及内皮细胞粘附
介导多种活性酶、细胞因子、粘附因子释放，引起基底

膜通透性改变；ＩＲ可通过促进脂质合成及刺激动脉内
膜平滑肌增殖加速导致血管病变。β细胞分泌功能减
退和／或 ＩＲ造成糖、脂代谢紊乱，糖化血红蛋白、糖化
血清蛋白、膜蛋白糖基化等改变，导致红细胞正常形态

改变和顺应性减低以及红细胞聚集倾向增加，全血粘

度、血浆粘度、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增高，血小板凝聚机能
增加，导致微循环障碍，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加之微循环

障碍导致微血栓形成和／或微血管闭塞，引起急性或亚
急性糖尿病血管源性神经病变［１２］。

综上所述，２型糖尿病患者同时存在胰岛素分泌
缺陷和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眼肌麻痹胰岛 β细胞功能
渐进性减退和ＩＲ渐进性增高，促进了糖尿病微血管及
神经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通过 ＯＧＩＲＴ对胰岛素分泌
模式及分泌量评价有利于深入理解糖尿病发病机制及

合理指导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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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说明依托咪酯可安全应用于大手术［１１］。在本研

究中，依托咪酯全凭静脉全麻患者的生命体征均较平

稳，未出现较大波动的情况，这进一步说明依托咪酯对

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影响是轻微的。

综上所述，依托咪酯乳剂和丙泊酚全凭静脉全麻

均能安全用于心脏瓣膜手术的麻醉，但在重症瓣膜手

术中使用依托咪酯全凭静脉复合全麻可明显减轻麻醉

对心脏功能的抑制，对血流动力学影响小，是一种较好

的麻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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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微创手术治疗老年胸腺瘤的临床分析
文石兵，胡定中，何林峰

【摘　要】　目的　对胸腔镜与传统手术治疗老年胸腺瘤的临床情况和安全性进行比较分析，以体现胸腔镜治疗优越
性。方法　选取经ＣＴ或ＰＥＴＣＴ确诊为胸腺瘤的患者９２例，随机分为胸腔镜治疗组和传统手术治疗组各４６例。术后
记录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并进行随访。记录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止痛药使用情况，心肺功能恢复情况、

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以及肿瘤复发和患者死亡情况。结果　胸腔镜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切口大小、止痛药
使用情况、引流管留置时间和引流量，以及住院时间均较传统手术组少，明显优于传统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胸腔镜组患者术后并发症１例，不良反应１例；传统手术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９例，不良反应７例，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复发各１例，胸腔镜组６年内死亡１例，传统手术组死亡２例。肿瘤
复发率和病死率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胸腔镜治疗老年胸腺瘤患者临床恢复情况好，术后并发
症少，可推广成为老年胸腺瘤手术治疗的首选方法。

【关键词】　胸腺瘤；胸腔镜；传统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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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腺作为淋巴系统的一部分，是人体中重要的免
疫器官。胸腺瘤是一种常见的前纵膈肿瘤，常伴发重

症肌无力、单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和低 γ球蛋白
血症［１］。胸腺瘤发病前期往往症状较轻，难以察觉，仅

在检查时偶然发现，同时部分患者有咳嗽、胸痛、发热

等非特异性症状，肿瘤转移率低，切除可治愈［２］。因此

手术切除是胸腺瘤必要以及首选的治疗方法。电视胸

腔镜作为一种新的微创技术已逐渐在临床治疗中开

展［３］。我们采用胸腔镜和传统手术两种方法对老年患

者进行手术治疗，并对患者术中、术后情况以及不良反

应进行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月行外
科治疗的胸腺瘤患者９２例，均经临床诊断、胸片、ＣＴ
或ＰＥＴＣＴ检查符合胸腺瘤的诊断标准。将患者随机
分为电视胸腔镜治疗组和传统开胸手术治疗组，每组

４６例。其中胸腔镜组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２７例，年龄
６１～７７岁，平均年龄（６７．５２±４．４３）岁，临床肿瘤分期
为Ⅰ期患者１４例，Ⅱ期患者１９例，Ⅲ期患者１３例，肿
瘤直径平均为（４．７±１．３）ｃｍ；传统手术组中，男性１８
例，女性 ２８例，年龄 ６１～７８岁，平均年龄（６８．６３±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００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胸外科（文石兵，何林峰）；
２０００３０上海市胸科医院胸外科（胡定中）

通讯作者：文石兵，电子信箱：ｊａｃｋ＿ｗｅｎｓｈｅｌ＠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７．６４）岁，临床肿瘤分期为Ⅰ期患者１６例，Ⅱ期患者
１８例，Ⅲ期患者１２例，肿瘤直径平均为（４．８±０．９）
ｃｍ。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全身麻醉，胸腔镜组采
用对侧抬高４５°仰卧位，根据肿瘤大小、部位和具体情
况确定胸腔镜孔和操作孔，对胸廓内动脉和膈神经先

进行识别。剪开纵膈胸膜，暴露胸腺上下极，自上而下

采用卵圆钳及（或）电凝钩对胸腺进行游离、止血，双

重钛夹钳夹并切断胸腺动静脉，并对胸腺含肿瘤充分

游离并完整切除，取出标本，清扫前纵隔脂肪。第６肋
间腋后线处放置引流管，缝合切口。传统手术组依据

肿瘤位置、大小和具体情况选取颈部入路、胸骨劈开、

前外侧切口或后外侧切口等入路，对肿瘤进行分离和

切除。严密监测患者血压、呼吸循环、出血情况等生命

体征。所有伴发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术后根据患者症状

程度的不同服用不同剂量的溴吡啶斯的明，并全部行

术后放疗。对两组患者术中、术后情况以及不良反应

进行评价和比较。

１３　观察指标　对胸腺瘤患者术中的出血量、手术时
间、切口大小、术后止痛药使用情况、心肺功能恢复情

况、住院时间、引流管留置时间和引流量进行观察、记

录和比较。所有患者随访１～６年统计胸腺瘤的复发
率和病死率，以及术后并发症和不良反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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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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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术中、术后两组患者临床情况比较　胸腔镜组患
者中１例因广泛胸膜粘连，解剖关系不清而延长手术
切口，１例因肿瘤较大，暴露视野不全而切断左右胸

腺。其它患者均顺利完成胸腔镜手术治疗。胸腔镜组

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切口大小、止痛药使用情

况、引流管留置时间和引流量，以及住院时间均较传统

手术组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胸腺瘤患者术中、术后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ｎ 切口大小（ｃｍ） 术中出血量（ｍｌ） 手术时间（ｍｉｎ） 止痛药使用情况（ｍｇ） 引流管留置时间（ｄ） 引流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胸腔镜组 ４６ ５．１７±０．３ ８２．３４±１０．４ １１６．４９±５．１ ４０．６８±１１．１ ２．０１±０．４ １８７．４１±２０．６ ４．２±１．３
传统手术组 ４６ １２．６６±１．７ １１７．６４±１３．１ １６６．５２±７．１ ８５．１７±１５．７ ３．９４±１．０ ３４１．８３±３１．４ ９．２±２．１

　　注：与胸腔镜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不良反应以及长期生存率
比较　胸腔镜组患者术后并发切口感染１例，上肢运
动障碍１例；传统手术组患者术后并发切口感染３例，
胸腔感染２例，脑水肿１例、呼吸衰竭３例，不良反应
中上肢运动障碍３例，慢性疼痛４例。两组患者并发
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术后肿瘤复发率和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不良反应、复发率、病死率比较（ｎ，％）

组别 ｎ 并发症 不良反应 复发 死亡

胸腔镜组 ４６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传统手术组 ４６ ９（１９．６） ７（１５．２） １（２．２） ２（４．３）

　　注：与胸腔镜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胸腺瘤起源于胸腺上皮细胞，是前纵隔常见的原
发性肿瘤，前期无明显症状且生长缓慢［４］。恶性率不

高，故转移率和切除术后复发率不高，但也存在潜在恶

性，浸润周围组织。胸腺瘤与自身的免疫之间存在高

度的相关性，常伴随重症肌无力、胶原血管病、粒细胞

减少等相关并发症。临床症状多为咳嗽、呼吸困难、体

重减轻、发热等非特异性症状。对于Ⅰ期（包膜完整）
非侵袭性胸腺瘤和Ⅱ期（侵犯周围组织或镜下包膜侵
润）及以上侵袭性胸腺瘤临床均多以手术为首选治疗

方法［５］，同时辅以放化疗，治愈率较高［６］。

临床治疗胸腺瘤的常用手术方式为胸骨正中切

口、颈部入路、后外侧切口和前外侧切口，传统手术方

式可充分暴露并彻底去除肿瘤，视野较好止血彻底［７］。

但传统手术创伤大，开胸手术后胸廓及膈肌运动减弱，

文献［８］报道术后第１天 ＦＶＣ和 ＦＥＶ１．０分别下降了
４８．８％和 ４８．６％，术后第 ７天才分别上升至术前的
７２．５％和７５．０％，肺顺应性降低，呼吸功能明显受到限
制，易发生肺不张，呼吸功能不全等严重并发症。特别

对于老年患者而言，基础疾病较多，心肺功能不全，免

疫功能降低，手术耐受性差、恢复慢、易引发并发症［９］。

电视胸腔镜是一种新型的微创技术，保存完整的呼吸

运动结构，且患者因术中、术后疼痛轻、并发症少、术后

康复快而更多的选择胸腔镜手术方式。但其技术特点

要求手术者有娴熟器械操作技能，部分病例术中分离

难度较大，故对于非一般性急症病，微创技术的使用颇

有争议［１０］。在术中出现意外出血或对邻近组织有损

伤风险的情况时均应立即转行开胸手术，以保证患者

的健康状况和生命安全。

在本次研究中，胸腔镜组患者中１例因广泛胸膜
粘连，解剖关系不清而延长手术切口，１例因肿瘤较大，

暴露视野不全而切断左右胸腺。其它患者均顺利完成

胸腔镜手术治疗。胸腔镜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

间、切口大小、止痛药使用情况、引流管留置时间和引

流量，以及住院时间均较传统手术组少，明显优于传统

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胸腔镜组患
者术后并发症１例，不良反应１例；传统手术组患者术
后并发症发生９例，不良反应７例，两组患者并发症和
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老
年患者，胸腔镜手术方式可有效降低并发症和不良反

应的发生率。两组患者术后复发各１例，６年内胸腔镜
组死亡１例，传统手术组死亡２例。肿瘤复发率和病
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手
术方式对于长期生存率无明显影响，与相关研究相

符［１１－１２］。

通过对９２例老年患者胸腔镜组和传统手术组的
比较，结果显示胸腔镜组患者术中、术后临床情况较

好，术后并发症和不良反应较少，可成为老年胸腺瘤手

术治疗的首选方法，并将传统手术作为患者安全的术

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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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米索前列醇宫腔放置减少术中术后子宫出血分析
董晓萍，王芳，孟玲

【摘　要】　目的　探讨米索前列醇宫腔内放置预防术中及术后子宫出血的效果。方法　选择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４月有产后出血高危因素的剖宫产病例１８０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９０例，其年龄、孕周、
孕次、产次、手术指征以及伴有产后出血高危因素与实验组无明显差异，实验组剖宫产术中宫体注射缩宫素２０Ｕ并宫腔
放置米索前列醇０．４ｍｇ，对照组剖宫产术中宫体注射缩宫素２０Ｕ，比较两组在术中及术后２ｈ总出血量，样本资料采用ｔ
检验。结果　实验组在术中及术后２ｈ总出血量均少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剖宫
产术中米索前列醇宫腔放置能有效预防剖宫产术中及术后子宫出血，其方法简便，效果显著。

【关键词】　米索前列醇；宫腔内放置；剖宫产术；产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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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ｃｉｎｇ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０．４ｍ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０ｕｆｒｏ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ｉ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
ｔｉｏ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２ｈｏｕｒｓ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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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ｐｌａｃｉｎｇ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ｗ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ｐｌａｃｅｄ；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胎儿娩出后２４ｈ内出血量超过５００ｍｌ者称为产
后出血［１］，８０％发生在产后２ｈ以内，是导致孕产妇死
亡的四大原因之一［２］。随着剖宫产率上升，剖宫产引

起产后出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减少产

后出血，我们实施剖宫产术时使用米索前列醇宫腔内

放置，加强子宫收缩，预防或减少产后出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我
院住院行剖宫产分娩的妇女，抽取产后出血高危因素

产妇共１８０例，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９０例，孕妇年龄
１９～４１岁，平均年龄（２７±５）岁，妊娠３７～４２周，平均
孕周（３９±３）周，子宫大小符合妊娠月份，平均孕次
（３．２±１．３），平均产次（１．２３±０．２５）。对照组９０例，
孕妇年龄１９～４２岁，平均年龄（２８±４）岁，妊娠３７～
４２周，平均孕周（３９±２）周，子宫大小符合妊娠月份，
平均孕次（３．３±１．３），平均产次（１．２２±０．２６）。两组
年龄、孕周、孕次、产次、手术指征以及伴有产后出血高

危因素（如：羊水过多、双胎妊娠、妊娠合并高血压疾

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入院前 Ｂ超检查胎儿发育情
况，胎盘附着部位及羊水，检查血压、血尿常规、凝血四

项、肝肾功能、心电图均排除用药禁忌症。

１２　治疗方法　实验组在腰硬联合麻醉下常规进腹
后，子宫下段肌层切开，宫腔吸尽羊水，娩出胎儿，嘱巡

回护士立即更换吸引器负压瓶，宫体注射催产素［３］２０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董晓萍，电子信箱：７４２７９４０４０＠ｑｑ．ｃｏｍ

Ｕ后剥离胎盘、胎膜，无菌纱布适当擦拭宫腔后，米索
前列醇０．４ｍｇ宫腔近宫底部放置，以一号可吸收肠线
连续缝合子宫下段肌层及浆膜层，清理腹腔内积液后

关腹，检查尿管引流是否通畅，尿色是否正常，术后预

防感染及对症处理。对照组手术步骤同上，只是术中

未放置米索前列醇片。

１３　剖宫产术出血量、失血量计算方法　采用容积法
及计量法［４］，即术中吸尽羊水后立即更换吸引器负压

瓶收集血液准备测量，再加上术中纱布浸透不滴水时

１０ｃｍ×１０ｃｍ为１０ｍｌ计算出血量。产后２ｈ内阴道
流血采用术后即用弯盘收集出血量。产后２ｈ总出血
量包括术中出血量＋产后２ｈ内弯盘收集出血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两组产妇术中、术后２ｈ出血量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术中、术后２ｈ总出血量比较

组别 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２ｈ总出血量（ｍｌ）

实验组 ９０ １００±２０ １５０±４０
对照组 ９０ １４０±３０ １８０±６０
ｔ值 ９．７０ １７．４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米索前列醇减少剖宫产出血量的机理［５］　子宫
收缩乏力是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也是剖宫产产后出

血的首要原因。巨大儿、羊水过多、双胎妊娠等均属于

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可引起子宫过度（下转第１７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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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与高血压晨峰相关性分析
俎德玲，诸葛毅，徐红青，郑和豪

【摘　要】　目的　探讨高血压患者的晨峰血压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的相关性。方法　１０７例高血压患者为观察组，
１０９例健康者为对照组，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观察血压晨峰，测定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计算 ｌｏｇ
［ＴＧ／ＨＤＬＣ］为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结果　高血压组与对照组的晨峰血压分别为（４２．０８±６．３３）ｍｍＨｇ、（２２．５２±
１０．７３）ｍｍＨｇ（Ｐ＜０．０１）；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分别为０．３２±０．２８、－０．１９±０．１９（Ｐ＜０．０１）。高血
压组血压晨峰与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之间呈中度正相关（ｒ为０．４２，Ｐ＜０．０１）。结论　高血压晨峰现象与血浆致动脉硬
化指数存在一定联系，可以作为血浆脂蛋白之动脉硬化形成性的一种标志物，也是高血压患者临床观察中有实用价值的

重要参数。

【关键词】　高血压；血压晨峰；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动脉粥样硬化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４．１１　Ｒ５４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１００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ｒｎ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ｒｇｅａｎｄ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ｉ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ＺＵＤｅｌｉｎｇ，ＺＨＵＧＥＹｉ，ＸＵ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Ｑｕｚｈｏｕ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Ｑｕｚｈｏｕ３２４０００，Ｚｈｅ
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ｒｎ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ｒｇｅ（ＭＢＰＳ）ａｎｄ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ｄｅｘ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ＡＩＰ）ｉ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０７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１０９
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ＢＰＭ）ｗａｓｄｏｎｅ；ＭＢＰＳ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ｔｒｉｇｌｙｅｒｉｄ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Ｔｈｅ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ｗａｓ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ｌｏｇ［ＴＧ／ＨＤＬ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ＭＢＰＳ：（４２．０８±６．３３）ｍｍＨｇ
ａｎｄ（２２．５２±１０．７３）ｍｍＨｇ（Ｐ＜０．０１）；ＡＩＰ：０．３２±０．２８ａｎｄ－０．１９±０．１９（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ｍｉｄｄ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ｒ＝０．４２，Ｐ＜０．０１）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ＢＰＳａｎｄＡＩＰｉ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ＢＰＳａｎｄ
ＡＩＰｉ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ＩＰ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ｕｓｅｆｕｌａｎｄａｎ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ｏｒｎ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ｒｇｅ（ＭＢＰＳ）；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ＡＩＰ）；Ａｒ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ＢＰＭ）可以较客观的了解血压变化规律和波
动情况，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在夜间明显下降，人体从睡

眠状态转为清醒并开始活动以后，血压从较低水平迅

速上升至较高水平，这种现象即为血压晨峰（ｍｏｒｎ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ｒｇｅ，ＭＢＰＳ）。近年国际上通过动态血
压监测的研究，文献资料进一步阐明了血压波动规律

与心血管病事件的关系，认为血压晨峰与９０％的心血
管事件相关，血压晨峰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１］。然而，

高血压患者的血脂代谢异常与动脉硬化对动态血压及

血压晨峰的影响，却少见相关报道，尤其是晨峰血压与

血浆致动脉硬化指数（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ｌａｓｍａ，
ＡＩＰ）之间的关系，认识仍然模糊。我们比较分析了高
血压病患者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结果，晨峰血压与 ＡＩＰ
与血脂多项参数的相关性，以了解高血压病患者的晨

峰血压与ＡＩＰ和血脂多项参数的临床应用价值与临床
意义，以利于高血压病患者心血管事件的防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以浙江
省衢州市人民医院心内科收住的１０７例高血压病患者

作者单位：３２４０００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俎德玲，徐红
青）；３２４０００浙江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诸葛毅）；浙江
省衢州市人民医院心电图室（郑和豪）

通讯作者：诸葛毅，电子信箱：ｚｈｕｇｅｙｉ＠１２６．ｃｏｍ

为观察组，年龄１８～８３岁，平均年龄（５６．９±１４．２）岁，
其中男性５１例，女性５６例。１０７例高血压病患者均符
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年）》的成人高血压诊
断标准［２］，血压≥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经过本地的市级中心医院确诊的高血压病。在
衢州市人民医院健康体检者１０９为对照组，年龄１８～
８０岁，平均（５７．１±１３．５）岁，其中男性５２例，女性５７
例，所有对象均自愿参加。高血压患者组与健康对照

组之间的年龄、性别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排除标准：高脂肪饮食、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风

湿性心脏瓣膜病、大动脉炎、主动脉夹层、心力衰竭、急

性心肌梗死、周围血管病、继发性高血压、甲状腺功能

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贫血、胆道疾病、慢性肾病、近

期感染及肝、肾功能不全、慢性酒精中毒等疾病或资料

不全者。

１２　研究方法　均采用美国ＤＭＳＡＢＰ型动态血压监
测仪，对高血压观察组与健康对照组进行２４ｈ动态血
压测量。测试当日避免剧烈运动，禁用镇静、催眠药，

禁烟酒、浓茶及咖啡等。于清晨 ０６：００起床，晚上
２２：００休息，日间（６：００～２１：５９）每３０ｍｉｎ记录一次，
夜间（２２：００～５：５９）每隔６０ｍｉｎ测定一次。ＭＢＰＳ的
判定：起床后２ｈ内收缩压的平均值，减去夜间睡眠时
最低收缩压及其前后两个血压测得值的平均值［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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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３５ｍｍＨｇ为ＭＢＰＳ。计算机统计动态血压各项
数值，计算血压晨峰（ｍｏｒｎ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ｒｇｅ，ＭＢ
ＰＳ）、凌晨平均收缩压（ｍｏｒｎ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ＭＳＢＰ）、凌晨平均舒张压（ｍｏｒｎｉｎｇｍｅａｎｄｉ
ａ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ＭＤＢＰ）、夜间最低收缩压（ｎｉｇｈｔ
ｌｏｗｅｓｔ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ＮＬＤＢＰ）、夜间最低舒张
压（ｎｉｇｈｔｌｏｗｅｓｔ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ＮＬＤＢＰ）、２４ｈ
平均收缩压（２４ｈｏｕｒｍｅａｎ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４ｈＭＳＢＰ）、２４ｈ平均舒张压（２４ｈｏｕｒｍｅａｎ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４ｈＭＤＢＰ）等数值。

空腹血糖（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ＢＧ）、总胆固醇
（ｔｏｔａ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ＴＣ）、甘油三酯（ｔｒｉｇｌｙｅｒｉｄｅ，ＴＧ）、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ＬＤＬＣ）、尿酸（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ＵＡ）等，采用美国
雅培ＡＢＢＯＴＴ、ＯｌｙｍｐｓＡｕ２７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
检测，空腹１２ｈ以上采血。计算 ＡＩＰ：ＡＩＰ＝ｌｏｇ［ＴＧ／
ＨＤＬＣ］，计算时均使用 ｍｍｏｌ／Ｌ浓度。设计专门表格
记录，数据输入计算机。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从计算机管理系统中导出数据到

电子表格，应用计算机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所有数据均采用（ｘ±ｓ）表示，经正态性检验呈
正态分布的两组间均数的比较用 ｔ检验，各项指标间
相关性分析用 ｒ检验，均以 Ｐ＜０．０５作为差别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高血压观察组的临床基本资料　高血压观察组
患者中血压昼夜变化特点有ＭＢＰＳ临床表现的９５例，
占全组１０７例的８８．７９％。１０７例高血压病患者中有
高血压病３级患者５７例，高血压病２级患者５０例；其
中合并冠心病１４例；糖尿病１２例；ＣＯＰＤ８例；脑血管
意外后遗症４例；帕金森综合症１例。
２２　高血压观察组与对照组动态血压与血压晨峰的
比较　高血压观察组 ＭＢＰＳ１０７例患者，ＭＢＰＳ、
ＭＭＳＢＰ、ＭＭＤＢＰ、ＮＬＳＢＰ、ＮＬＤＢＰ、２４ｈＭＳＢＰ、２４ｈＭＤ
ＢＰ，均高于对照组 １０９例健康体检者的 ＭＢＰＳ、
ＭＭＳＢＰ、ＭＭＤＢＰ、ＭＭＨＲ、ＮＬＳＢＰ、ＮＬＤＢＰ、２４ｈＭＳＢＰ、
２４ｈＭＤＢＰ，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高血压 ＭＢＰＳ观察
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动态血压的比较，见表１。

表１　高血压观察组与对照组动态血压的比较（ｘ±ｓ，ｍｍＨｇ）

组别 ｎ ＭＢＰＳ ＭＭＳＢＰ ＭＭＤＢＰ ＮＬＳＢＰ ＮＬＤＢＰ ２４ｈＭＳＢＰ ２４ｈＭＤＢＰ

血压观察组１０７ ４２．０８±６．３３ １５０．８４±１３．８７ ８３．７０±１２．１０ １２９．３３±１２．１２ ６７．１７±１２．６９ １５１．３１±８．１１ ８１．１０±１０．４４
对照组　　１０９ ２２．５２±１０．７３ １２３．４４±１０．６２ ７５．４１±８．５９ ９７．１１±９．７５ ５４．２２±６．８９ １２３．９９±７．３５ ７４．３２±６．６６
ｔ值　　　 １０．８９ １６．６３ ５．９６ ２０．３１ ８．８１ ２４．４６ ５．２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高血压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血脂参数及 ＡＩＰ的比
较　高血压观察组１０７例患者的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均高
于健康对照组，ＨＤＬＣ、ＡＩＰ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别有
统计学意义。高血压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血脂参数及

ＡＩＰ的差异，见表２。
表２　高血压观察组与对照组的血脂参数及ＡＩＰ的差异（ｘ±ｓ）

组别　　　 ｎ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ＡＩＰ

血压观察组 １０７ ４．９４±１．６２ ２．９８±２．３３ １．３５±０．４８ ２．８１±０．９２ ０．３２±０．２８
对照组　　 １０９ ４．２５±０．６５ ０．９６±０．３０ １．６２±０．３５ １．５２±０．４８ ０．１９±０．１９
ｔ值　　　 ３．９５ ５．８６ ４．５２ １２．４６ １５．２１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４　高血压观察组 ＭＢＰＳ与血脂参数及 ＡＩＰ的相关
性分析　高血压观察组 ＭＢＰＳ与 ＴＣ之间呈低度正相
关（ｒ为０．１７，Ｐ＜０．０１）；ＭＢＰＳ与ＴＧ之间呈低度正相
关（ｒ为０．２１，Ｐ＜０．０１）；ＭＢＰＳ与 ＨＤＬＣ之间无显著
相关性（ｒ为０．１０，Ｐ＞０．０５）；ＭＢＰＳ与 ＬＤＬＣ之间呈
中度正相关（ｒ为０．３８，Ｐ＜０．０１）；ＭＢＰＳ与 ＡＩＰ之间
呈中度正相关（ｒ为０．４２，Ｐ＜０．０１）。

３　讨论
　　高血压病与血管硬化关系密切，早期发现动脉粥
样硬化非常重要［４］。高血压病患者大动脉硬化度的评

价已成为当今高血压病防治的热点［５］。血压晨峰现象

与动脉僵硬密切相关，与自主神经功能异常特别是副

交感神经调制机制的受损，动脉硬化改变了压力感受

性敏感性，进而血压晨峰与动脉硬化之间形成恶性循

环［６］。本组资料证实，高血压观察组 １０７例患者的
ＭＢＰＳ、ＭＭＳＢＰ、ＭＭＤＢＰ、ＮＬＳＢＰ、ＮＬＤＢＰ、２４ｈＭＳＢＰ、２４
ｈＭＤＢＰ，均高于１０９例健康体检对照组，高血压观察组
患者中有 ＭＢＰＳ临床表现的 ９５例，占全组 １０７例的
８８．７９％，提示病理性的血压晨峰现象是高血压患者血
压昼夜变化突出的特点。血脂代谢紊乱是高血压患者

常见的代谢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密切，有研究认

为血脂水平与血压级别有关，二者合并存在使高血压

个体具有更大的危险性［７］。本组资料证实，高血压观

察组１０７例患者的各项血脂参数 ＬＤＬＣ、ＴＣ、ＴＧ，均高
于１０９例健康体检对照组，而 ＨＤＬＣ则低于１０９例健
康体检对照组。

由于直接测定血脂参数 ＬＤＬ颗粒直径的技术较
复杂且费用昂贵，而甘油三酯（ｔｒｉｇｌｙｅｒｉｄｅ，ＴＧ）／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ＨＤＬ
Ｃ）比值的对数转换值（ｌｏｇ［ＴＧ／ＨＤＬＣ］）可作为反映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
ｏｌ，ＬＤＬＣ）颗粒直径的一个间接指标，将此指标称为血
浆致动脉硬化指数（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ｉｃ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ＡＩＰ），
其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反映 ＬＤＬ颗粒直径的指标［８］，

能够更好地显示血脂分析结果之间的差别，且优于单

独使用ＴＧ分析。本项研究显示健康对照组的 ＡＩＰ指
数多为负值，高血压血脂异常者ＡＩＰ多（下转第１７４６页）

·１１７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全科临床论著·

急性脑梗死与相关载脂蛋白关系的研究
李有中，谢康，冯敏，郑重，寿广丽，朱方方

【摘　要】　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与载脂蛋白Ｂ、载脂蛋白Ａ１及载脂蛋白Ｂ／载脂蛋白Ａ１关系。方法　选择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７月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住院的急性脑梗死患者６０例作为脑梗死组，其中男性４０例，女性２０例；
随机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１９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１１例，女性８例，所有受检者均禁食１２ｈ以上，清晨空腹抽取静脉
血４ｍｌ，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载脂蛋白Ｂ、载脂蛋白Ａ１水平，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　脑梗死组患者载脂蛋白
Ｂ、载脂蛋白Ｂ／载脂蛋白Ａ１水平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血清载脂蛋白Ａ１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急
性脑梗死患者的血清载脂蛋白Ｂ、载脂蛋白Ｂ／Ａ１可能为脑梗死的危险因素；载脂蛋白Ａ１可能是脑梗死发病风险的保护
因素。

【关键词】　脑梗死；载脂蛋白Ｂ；载脂蛋白Ａ１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３　Ｒ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１２０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ＬＩＹｏｕｚｈｏｎｇ，ＸＩＥＫａｎｇ，
ＦＥ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４，Ａｎｈｕｉ，Ｃｈｉ
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ｌａｎｄＡｐｏＢ／Ａ１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６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ｏｆ
ｗｈｉｃｈ４０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ｌｅ，２０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ｆｅｍａｌ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１９ｃａｓｅｓ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ｆｒｏｍ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ｏｒ
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ｒｏｗｄ，ｏｆｗｈｉｃｈ１１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ｌｅ，８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ｆｅｍａｌｅ．Ａｌ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１２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ｆａｓｔｉｎｇ４ｍｌｖｅｎ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Ｓｅｒ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ｏＢａｎｄＡｐｏＡｌ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ｐｏＢａｎｄ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ｌ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ｓｅｒｕｍＡｐｏＡｌ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ｐｏＢ，
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ＡｐｏＡｌｌｅｖｅｌｍａｙｂｅ
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ｌ

　　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病死率及致残率均较高，其
与心脏病、恶性肿瘤构成了人类的三大死因。脑梗死

是一种最常见的脑血管病，约占全部脑血管病的

７０％。在对脑血管病进行有效治疗的同时，积极开展
针对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预防非常重要。近年来，作

为脂蛋白颗粒的重要组成部分，载脂蛋白 Ｂ（Ａｐｏｌｉ
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ＡｐｏＢ）和载脂蛋白 Ａ１（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１，
ＡｐｏＡ１）及载脂蛋白Ｂ／载脂蛋白Ａ１比值在冠心病风险
评估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涉及与脑梗死关

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重点探讨急性脑梗死与载脂

蛋白Ｂ、载脂蛋白 Ａ１及载脂蛋白 Ｂ／载脂蛋白 Ａ１关
系，为防治脑梗死提供理论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０１３年７月在
我科住院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共６０例为脑梗死组，其中
男性４０例，女性２０例，平均年龄（６３．８８±１０．５５）岁，
其中有高血压病史４５例，糖尿病史２８例。急性脑梗
死患者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诊断标

准，并经头颅ＭＲＩ确诊。所有患者均为急性发病７２ｈ
内入院。排除标准：明显的肝肾或心功能衰竭；并存肿

瘤、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潜在感染症状及体征；１
个月内应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者；半月内服用过

阿司匹林、他汀类降脂药；３个月内有脑卒中史、外伤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李有中，电子信箱：９４６３３３９８＠１６３．ｃｏｍ

或手术史；房颤等来源明确的心源性脑梗死者。选择

同期在我院体检中心的无脑血管疾病史和符合上述排

除诊断的人群为对照组，共１９例，其中男性１１例，女
性８例，平均年龄（６０．６３±７．９５）岁，其中高血压病史
１１例，糖尿病史５例。两组年龄、性别构成、高血压病
史、糖尿病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ＡｐｏＢ及 ＡｐｏＡ检测采用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所有受检者均禁食１２ｈ以上，取清晨空腹静
脉血进行检验。记录研究对象脑梗死常规危险因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两组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
样本的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脑梗死组患者 ＡｐｏＢ、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１水平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血清 ＡｐｏＡ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脑梗死患者ＡｐｏＡ１、ＡｐｏＢ、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１之间的比较

组别　　 ｎ ＡｐｏＡ１（ｇ／Ｌ） ＡｐｏＢ（ｇ／Ｌ） 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１
脑梗死组 ６０ １．２３±０．２９ ０．９１±０．２５ ０．７９±０．３４
对照组　 １９ １．４４±０．３７ ０．７４±０．１２ ０．５５±０．１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ＡｐｏＢ是ＬＤＬＣ和ＶＬＤＬ的主要载脂蛋白成分，还
有促进动脉平滑肌细胞增殖并进入内膜下层的作用，

成为促使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触发因素。载脂蛋白

Ａ１是ＨＤＬＣ的主要载脂蛋白成分，不 （下转第１７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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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长春瑞滨联合奈达铂治疗晚期头颈部恶性肿瘤的临床观察
夏晓阳，尤冬山，周芸娜，陈欣

【摘　要】　目的　观察长春瑞滨联合奈达铂治疗晚期头颈部恶性肿瘤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对７２例晚期头颈部
癌患者给予奈达铂８０ｍｇ／ｍ２，ｄ１；长春瑞滨２５ｍｇ／ｍ

２，ｄ１、ｄ８。每２１天为１个周期，至少应用２个周期。结果　完全缓解
（ＣＲ）３例，部分缓解（ＰＲ）３７例，稳定（ＳＤ）１８例，进展（ＰＤ）１４例，近期客观有效率（ＲＲ）为５５．６％（４０／７２），其中初治病
例有效率为７２．２％（１３／１８），复治病例有效率为５０．０％（２７／５４）。常见的毒性反应是骨髓抑制和消化道反应，骨髓抑制
主要表现为白细胞与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分别为６２．５％（４５／７２），４８．６％（３５／７２），Ⅲ～Ⅳ度发生率仅为８．３％、１１．１％，
消化道反应主要表现为轻度的恶心、呕吐，未见明显的肝肾功能异常。结论　长春瑞滨联合奈达铂治疗晚期头颈部恶性
肿瘤有较好的疗效，并且毒性反应可以耐受，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长春瑞滨；奈达铂；晚期头颈部恶性肿瘤；化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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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颈部肿瘤是国内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以局部
治疗为主，通过规范的手术和（或）放疗，可获得较高

的治愈率，而对晚期或局部治疗后出现复发或远处转

移的患者，姑息性化疗是其主要的治疗手段，化疗以５
氟脲嘧啶联合顺铂方案为主，然而由于其胃肠毒性反

应大和疗效不甚理想等原因，探索应用新的化疗药物

以提高疗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十分重

要。我科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５月，采用长春瑞滨
联合奈达铂治疗７２例晚期头颈部肿瘤患者，取得了满
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５月滁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收治的７２例晚期头颈部肿瘤
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男性 ４６例，女性 ２６例，年龄
３２～６５岁，中位年龄５３岁。所有病例原发部位均经
病理组织学确诊为晚期头颈部鳞癌。病理类型：鼻咽

癌３６例、喉癌２０例、口腔癌９例，上颌窦癌７例，均为
局部晚期或复发、转移的患者。所有病例就有影像学

上可测量的肿瘤病灶（放疗过靶病灶除外），螺旋 ＣＴ
扫描病灶直径≥１ｃｍ；转移部位有肺、肝、软组织、淋巴
结、骨等；初治病患者１８例，复治患者５４例，其中复治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１安徽省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内科
通讯作者：夏晓阳，电子信箱：ｘｉａ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９＠１６３．ｃｏｍ

患者均接受过以顺铂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未曾使用过

奈达铂和长春瑞滨化疗药物，复治患者入组时距离末

次放化疗时间４周以上；全身状况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６０
分，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基本正常，预计生存

期＞３个月，无化疗禁忌证，患者均签署化疗知情同意
书。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化疗方法　长春瑞滨２５ｍｇ／ｍ２，加入生理盐
水１００ｍｌ中，快速静脉滴注３０ｍｉｎ，ｄ１、ｄ８；应用奈达铂
８０ｍｇ／ｍ２，加入生理盐水５００ｍｌ中，缓慢静脉滴注２
ｈ，滴完后需继续点滴输液１０００ｍｌ以上，ｄ１。每２１天
为１个周期，至少应用２个周期以上，２个周期结束评
价疗效。

１２２　辅助治疗　化疗期间常规给予５羟色胺受体
拮抗剂止吐处理。化疗后如 ＷＢＣ＜２．０×１０９／Ｌ或中
性粒细胞＜１．０×１０９／Ｌ，常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
疗；如血小板 ＜５．０×１０１０／Ｌ，予白细胞介素１１治疗，
如血小板 ＜２．０×１０１０／Ｌ，同时予输注血小板治疗，下
一周期奈达铂减量２５％。
１３　疗效和毒性反应评价　治疗前后检查心电图、头
颈部及胸腹部螺旋ＣＴ；每周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２
个周期以上评价疗效，疗效评价按照ＲＥＣＩＳＴ１．０版标
准分为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和
进展（ＰＤ）。以ＣＲ＋ＰＲ计算有效率（ＲＲ）。毒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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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参照ＷＨＯ抗肿瘤药物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分
度标准评价，分为０～Ⅳ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近期疗效　全组７２例患者共完成 ２９５个周期
（周期范围２～６个），平均化疗４．１个周期，结果：完全
缓解（ＣＲ）３例，部分缓解（ＰＲ）３７例，稳定（ＳＤ）１８例，
进展（ＰＤ）１４例，近期客观有效率（ＲＲ）为５５．６％（２７／
５４），其中初治病例有效率为７２．２％（１３／１８），复治病
例有效率为５０．０％（１８／３６）。疗效与肿瘤类型、初复
治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奈达铂联合长春瑞滨治疗晚期头颈部癌近期疗效（ｎ，％）

影响因素 ｎ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ＲＲ Ｐ值

肿瘤类型 鼻咽癌 ３６ ２（５．６） １７（４７．２） ８（２２．２） ９（２５．０） １９（５２．８）
喉癌 ２０ ０ １１（５５．０） ７（３５．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５５．０） ＞０．０５
口腔癌 ９ １（１１．１） ５（５５．６） １（１１．１） ２（２２．２） ６（６６．７）
上颌窦癌 ７ ０ ４（５７．１） ２（２８．６） １（１４．３） ４（５７．１）
合计 ７２ ３（４．２） ３７（５１．４） １８（２５．０） １４（１９．４） ４０（５５．６）

既往治疗 初治 １８ ２（１１．１） １１（６１．１） ３（１６．７） ２（１１．１） １３（７２．２） ＞０．０５
复治 ５４ １（１．９） ２６（４８．１） １５（２７．８） １２（２２．２） ２７（５０．０）

２２　毒副作用　本组７２例患者均可评价毒副反应，
最常见的毒副反应为骨髓抑制和消化道反应，骨髓抑

制主要表现为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分别为

６２．５％（４５／７２），４８．６％（３５／７２），Ⅲ ～Ⅳ度发生率仅
为８．３％、１１．９％，因血小板减少 ５例患者化疗延迟
（未超过１周），其中２例因Ⅳ度血小板减少，奈达铂减
量２５％，消化道反应主要表现为轻度的恶心、呕吐，无
明显的肝肾功能异常。见表２。
表２　长春瑞滨联合奈达铂治疗晚期头颈部癌的不良反应（ｎ，％）

不良反应
毒性分级

０度 １度 ２度 ３度 ４度
发生率（％）

血红蛋白下降 ５２ １４ ６ ０ ０ ２７．８
白细胞下降 ２７ ２５ １４ ６ ０ ６２．５
血小板下降 ３７ １８ ９ ６ ２ ４８．６
恶心、呕吐 ４２ ２１ ９ ０ ０ ４１．７
肝功能异常 ６１ ９ ２ ０ ０ １５．３
肾功能异常 ６７ ５ ０ ０ ０ ６．９
周围神经毒性 ６４ ８ ０ ０ ０ １１．１
静脉炎 ５４ １５ ３ ０ ０ ２５．０
脱发 ４８ １４ １０ ０ ０ ３３．３
皮疹 ６６ ５ １ ０ ０ ８．３

３　讨论
　　头颈部肿瘤是国内外常见的恶性肿瘤，根据
ＬＡＲＣ１９９７年世界各地癌瘤发表资料，我国头颈部肿
瘤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年发病率达１５．２２／１０万，位列
恶性肿瘤发病的第７位，占全身恶性肿瘤的４．４５％，
头颈部癌发病率依次为喉、甲状腺、口腔、鼻咽、副鼻

窦、大涎腺、口咽等。头颈部肿瘤早期以手术和（或）

放疗为主，可获得较高的治愈率，但对于局部治疗后失

败、复发或远处转移头颈部肿瘤，全身化疗是其重要的

治疗手段。５氟脲嘧啶（５Ｆｕ）联合顺铂（ＤＤＰ）方案目
前仍是晚期和复发头颈部鳞癌的标准治疗方案，其有

效率一般在３１％ ～３２％，ＣＲ率为５％ ～１０％，中位生
存期为４～６个月［１］，该方案缓解期较短，同时由于顺

铂其肾脏毒性和胃肠道毒性限制了它的临床应用。另

一方面晚期头颈部肿瘤一般病程长，多次复发，反复治

疗，对常用的氟脲嘧啶、顺铂药物多已耐药。因此积极

探索应用新的化疗药物，以期提高疗效、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延长生存期变得十分重要。随着新一代的抗

肿瘤药物的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新药应用于头颈部

肿瘤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如新一代铂类、

紫杉类、长春瑞滨、吉西他滨和异环磷酰胺等。

奈达铂即顺－甘醇酸二氨合铂，是由日本盐野义
制药公司开发的新型第二代铂类抗肿瘤药物，１９９５年
６月在日本首次批准上市，其抗癌作用机制与顺铂相
同，与ＤＮＡ链结合，产生交联而破坏ＤＮＡ的结构和功
能，使之不能再复制而发挥抗肿瘤效果，其水溶度大约

是顺铂的１０倍［２－３］。奈达铂在日本临床Ⅰ、Ⅱ期研究
的情况表明［４］，奈达铂抗癌谱广，对食管癌、头颈部癌、

小细胞肺癌和子宫癌的缓解率超过４０％，与顺铂相比
疗效相当甚至超过顺铂，恶心呕吐和肾毒性低于顺铂，

但血液学毒性较常见，限制性毒性是骨髓抑制所致的

血小板减少。国内文献报道［５－６］进一步证实奈达铂在

多种实体瘤的疗效与安全性，提示奈达铂与顺铂无完

全交叉耐药性，部分对顺铂耐药的患者，应用奈达铂仍

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长春瑞滨是由法国学者 Ｐｏｔｉｅｒｐｏ半合成的新型吲
哚化合物，是新一代长春碱类抗肿瘤药物，广泛应用于

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头颈部肿瘤等多种实体瘤，它

通过阻滞微管蛋白聚合形成微管和诱导微管的解聚，

使细胞分裂停止于有丝分裂中期而产生抗肿瘤作用。

临床研究表明长春瑞滨联合铂类应用呈现良好的协同

作用，应用于非小细胞肺癌取得较好的疗效，而两者联

合应用于头颈部肿瘤的临床研究尚不多见。ＳｅｇｕｒａＡ
等［７］研究指出顺铂联合长春瑞滨治疗晚期或复发头颈

鳞癌客观缓解率达４８％，与标准 ＦＰ方案比较疗效相
当。彭杰文等［８］报道奈达铂／顺铂联合长春瑞滨治疗
晚期头颈癌，试验组有效率达７６．２％，对照组５２．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试验组恶心／呕吐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１４．３％ ｖｓ４７．６％），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５７．１％ ｖｓ２３．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潘险
峰等［９］报道奈达铂联合长春瑞滨治疗晚期头颈部恶性

肿瘤６７例，总有效率为 ７３．１％，其中初治有效率为
８２．８％，复治有效率为６５．８％，其剂量限制性毒性为
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及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分别为

５０．７５％和４９．２５％，以Ⅰ～Ⅲ度为主。蔡君等［１０］报道

奈达铂联合长春瑞滨治疗６５例转移癌，转移性鳞癌有
效率６４．７％，转移性腺癌有效率３５．５％（Ｐ＜０．０５），
研究证实了奈达铂联合长春瑞滨方案尤其对转移性鳞

癌特别有效。

我科采用长春瑞滨联合奈达铂治疗晚期头颈癌

７２例，总有效率５５．６％，其中初治者有效率为７２．２％，
复治者为５０．０％，与文献报道相近。本组中大部分为
复治病例，曾先后应用过顺铂、氟尿嘧啶、紫杉类等药

物，治疗失败后应用本方案治疗，仍有一半的病例有

效；初治病例有效率似乎更高，但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可能与本组病例数较少有关。结果表明无论是初

治或复治，均有较高的有效率。本组最常见的毒副反

应为骨髓抑制和消化道反应，骨髓抑制主要表现为白

细胞和血小板减少，Ⅲ ～Ⅳ度发生率仅为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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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消化道反应主要表现为轻度的恶心、呕吐，无
明显的肝肾毒性。虽然有５例患者因骨髓毒性，出现
化疗延迟和（或）减量情况，但无一例因不良反应终止

化疗，无治疗相关性死亡发生。

综上所述，长春瑞滨联合奈达铂治疗晚期头颈部

肿瘤有较好的疗效，毒性反应可以耐受；对既往接受过

顺铂等药物治疗失败者仍有效，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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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６７４页）
过对１３０例青年ＥＧＣ的临床病理资料单因素分析，发
现女性、低分化、浸润至黏膜下层及伴有脉管癌栓的患

者，有更多的淋巴结转移几率。这与蔡爱珍等［８］的研

究结果相似。本研究还发现潜在危险因素中，肿瘤位

于胃下 １／３、凹陷型、低分化、合并有溃疡及肿瘤直
径≥２０ｍｍ的老年ＥＧＣ患者，淋巴结转移阳性率明显
高于肿瘤位于胃上１／３、隆起型、高分化、无溃疡及肿
瘤直径为１～１０ｍｍ的患者，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有待大样本资料的验证。

有文献显示，青年人较老年人更易发生淋巴结转

移。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年人淋巴结转移阳性率是老

年人的１．８７倍。有文献报道，女性较男性更易发生淋
巴结转移。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女性与男性淋巴结

转移阳性率相当（Ｐ＝０．９０１）；青年女性淋巴结转移阳
性率是男性的 ３．７８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３）。这种差异可能与女性性激素有关，本研究尚
不能证实，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探索。根据这些结论，

临床上选择内镜微创手术还是外科根治手术时，性别、

年龄便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青年女性ＥＧＣ更易发生
淋巴结转移。本资料显示，低分化肿瘤并不能增加老

年ＥＧＣ淋巴结转移几率（Ｐ＝０．９２８），这与 ＰａｒｋＹＤ
等［９］报道的肿瘤分化程度与淋巴结转移没有相关性相

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发现肿瘤分化程度是青

年ＥＧＣ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２１），在老年
患者中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９２８）。本组资料
还显示，合并有溃疡的老年 ＥＧＣ患者，淋巴结转移风
险较无溃疡的患者高（Ｐ＝０．０３４），合并有溃疡的青年
ＥＧＣ患者淋巴结转移风险较无溃疡的患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３８８）。ＫｉｍＫＪ等［１０］报道，肿瘤直

径＞２０ｍｍ的 ＥＧＣ患者有更多的淋巴结转移几率。
但本组数据显示，肿瘤直径≥２０ｍｍ只在老年 ＥＧＣ中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４），而在青年 ＥＧＣ分析中并
未发现其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９６）。

多因素分析显示，浸润至黏膜下层及有脉管癌栓

是两组患者共同的高危因素，合并有溃疡是老年组的

高危因素，女性、低分化是青年组的高危因素。因此，

将老年与青年 ＥＧＣ患者的淋巴结转移情况进行分层
分析，对 ＥＧＣ选择治疗方案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总
之，在治疗ＥＧＣ时，应充分考虑患者淋巴结转移危险
因素，在保证肿瘤彻底清扫的同时，应尽可能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做到个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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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内镜介入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临床效果研究
李冰，张健，邵清，李忠斌，牛小霞，陈国凤

【摘　要】　目的　探讨内镜介入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临床效果。方法　５６例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内科药物治疗，实验组患者在采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采用内镜介

入治疗，并进行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及实验组ＰＳＣ患者血清中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ＴＢＩＬ
的水平较治疗前有显著性降低，黄疸、纳差、皮肤瘙痒及肝区疼痛等临床症状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且实验组患者临床症

状的改善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临床上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时，应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
应用内镜介入疗法，特别是对于胆管严重狭窄，胆汁淤积严重、临床症状较为明显的时候，内镜介入疗法可获得较好的治

疗效果。

【关键词】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熊去氧胆酸；内镜介入疗法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５．７　Ｒ６５７．４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１６０２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ｎｇ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ｔｉｓ，ＰＳＣ）
是一种发生在肝内外胆管的，以进行性炎症、纤维化及多发性

胆道狭窄为主要病变特征的慢性胆汁淤积性肝病［１］。该病多

见于青年男性，男性发病比率约是女性的２倍，该病最终将发
展成胆汁性肝硬化、肝功能衰竭甚至肝胆肿瘤［２－３］。原发性硬

化性胆管炎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病因上并明确，可能与遗传因

素、免疫因素、病原体感染及胆管上皮细胞功能紊乱等有

关［４－６］。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目前尚无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

临床上主要采用药物治疗、内镜治疗、肝脏移植及治疗并发症

等方法［５］。药物治疗多采用以熊去氧胆酸（ｕｒｓｏｄｅｏｘｙｃｈｏｌｉｃａｃ
ｉｄ，ＵＤＣＡ）为主的药物治疗，目的是缓解临床症状并改善患者
生化功能，外科内镜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引流胆汁、给胆管减压

及减轻肝脏损害。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入住我院的
５６例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实验组
与对照组，每组各２８例，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内科药物治
疗，实验组患者在采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采用内镜介

入治疗，并进行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比较。

１２　诊断标准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诊断标准依照２０１０
年美国肝病协会（ＡＡＳＬＤ）的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诊断指南：
①相应的临床症状与体征，包括乏力、黄疸、皮肤瘙痒及肝脾肿

大等；②反映胆汁淤积的生化指标如血清碱性磷酸酶（ＡＬＰ）及
γ谷氨酰转移酶（ＧＧＴ）升高；③胆道造影显示胆道系统存在明
显的多灶性胆管狭窄或扩张；④排除继发性硬化性胆管炎；⑤
活检病理组织学表现为胆管周围纤维化及胆管炎症。

１３　治疗方法　本研究中，内镜介入治疗的主要方法有，采用
十二指肠镜切开Ｏｄｄｉｓ括约肌、采用气囊管或探条扩张狭窄的
胆管，狭窄处放置内支架，胆道引流、灌洗及取石等。常规内科

药物治疗主要采用熊去氧胆酸（ＵＤＣＡ）联合中药治疗，熊去氧
胆酸初始治疗给予５００ｍｇ／ｄ口服，后续给予常规治疗剂量１５
ｍｇ／（ｋｇ·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进行
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　对对照组与实
验组治疗前后碱性磷酸酶（ＡＬＰ）、γ谷氨酰转移酶（ＧＧＴ）、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总胆红
素（ＴＢＩＬ）的水平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对照组及实验组治疗后
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ＴＢＩＬ的水平均显著性低于治疗前水平
（Ｐ＜０．０５），实验组治疗后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ＴＢＩＬ的水平
与对照组治疗后水平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
表１。

表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生化指标分析

组别 ｎ ＡＬＰ（Ｕ／Ｌ） ＧＧＴ（Ｕ／Ｌ）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２８ 治疗前 ２５４．１±６３．２ ４２５±１０８．６ １３５．８±４４．２ １４２．６±３９．０ １６２．２±５１．９
治疗后 １８７．９±８６．８ １７８．２±３３．３ ３９．８±１１．３ ３６．９±１１．４ ２６．８±１０．９

实验组 ２８ 治疗前 ２８６．５±７７．０ ３８７．９±７６．１ １４８．１±３３．２ １３９．８±３４．５ １５４．３±４３．９
治疗后 １６３．３±２３．４ １６９．６±２８．６ ３７．４±９．０ ３５．８±１０．７ ２３．９±７．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将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ＴＢＩＬ的升高程度分为轻度、中度
及重度，其中轻度升高是指 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的值是正常最
高值的１～５倍，ＴＢＩＬ值为１７．１～１７１．０μｍｏｌ／Ｌ；中度升高是指
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的值是正常最高值的５～１０倍，ＴＢＩＬ值为
１７１～３４２μｍｏｌ／Ｌ；中度升高是指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的值是正
常最高值１０倍及以上，ＴＢＩＬ值为大于３４２μｍｏｌ／Ｌ。研究发现，
对照组治疗前 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 ＴＢＩＬ正常及轻度的比例
分别为７８．６％、５７．１％、７５．０％、７８．６％、５３．６％，治疗后 ＡＬＰ、
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 ＴＢＩＬ正常及轻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０．０％、
８９．３％、９６．４％、１００．０％及９６．４％，经 χ２检验，差异均有统计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９北京市，解放军３０２医院肝纤维化诊疗中心
通讯作者：陈国凤，电子信箱：ｂｊｃｈｅｎ３０２＠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学意义（Ｐ＜０．０５）。
　　实验组治疗前 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 ＴＢＩＬ正常及轻度的
比例分别为 ７８．６％、５７．１％、７５．０％、７８．６％、５７．１％，治疗后
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ＴＢＩＬ正常及轻度的比例分别为１００％、
９６．４％、１００．０％、１００．０％及９６．４％，经 χ２检验，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３。治疗后，对照组生化指标正常
及轻度的比例为９６．４％（１３５／１４０），实验组生化指标正常及轻
度的比例为 ９８．６％（１３８／１４０），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分析　对照组患者中治疗前
具有黄疸、纳差、皮肤瘙痒及肝区疼痛的比例分别为 ８５．７％
（２４／２８）、３９．３％（１１／２８）、５３．６％（１５／２８）、４２．９％（１２／２８），治
疗后的比例分别是２５．０％（７／２８）、１０．７％（３／２８）、１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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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４．３％（４／２８），经 χ２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验组患者中治疗前具有黄疸、纳差、皮肤瘙痒及肝区
疼痛的比例分别为 ９２．９％（２６／２８）、４６．４％（１３／２８）、４２．９％
（１２／２８）、３９．３％（１１／２８），治疗后的比例分别是 １０．７％（３／
２８）、７．１％（２／２８）、３．６％（１／２８）、７．１％（２／２８），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对照组临床症状（黄疸、纳差、皮肤
瘙痒及肝区疼痛）阳性的比例为１７．０％（１９／１１２），实验组临床
症状阳性的比例为 ７．１％（８／１１２），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表２　对照组ＰＳＣ患者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

组别 ＡＬＰ（Ｕ／Ｌ） ＧＧＴ（Ｕ／Ｌ）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治疗前 正常 ８ ５ ７ ９ ５
轻度 １４ １１ １４ １３ １０
中度 ４ ５ ４ ５ ６
重度 ２ ７ ３ １ ７

治疗后 正常 ２０ １７ １７ ２２ ２１
轻度 ８ ８ １０ ６ ６
中度 ０ ３ １ ０ １
重度 ０ ０ ０ ０ ０

表３　实验组ＰＳＣ患者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

组别 ＡＬＰ（Ｕ／Ｌ） ＧＧＴ（Ｕ／Ｌ）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治疗前 正常 ５ ４ ７ ８ ３
轻度 １７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３
中度 ３ ６ ５ ４ ７
重度 ３ ６ ２ ２ ５

治疗后 正常 １９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２
轻度 ９ ８ ８ ６ ５
中度 ０ １ ０ ０ １
重度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讨论
　　研究发现，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病率约为（８～１３）／１０万
人，起病隐匿，多数是因为患者出现了黄疸、乏力、纳差、皮肤瘙

痒等临床症状后才得以确诊，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的肝功

能受到严重损伤，若治疗不及时，最终将发展成肝硬化、胆管癌

等［６－７］。目前尚无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特效方法，临床

上主要采用以熊去氧胆酸为主的药物治疗、内镜治疗、肝脏移

植及治疗并发症等。

熊去氧胆酸是目前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最常用的药

物，研究发现，每日常规剂量的熊去氧胆酸能明显改善 ＰＳＣ患
者的血生化指标，减轻患者的胆汁淤积及临床症状，改善肝脏

功能，延缓肝脏恶化的进展［８］。熊去氧胆酸作为一种亲水性胆

汁酸，没有明显的副作用，患者大多能较好的耐受［９］。熊去氧

胆酸一方面可用以增加血清中胆酸浓度及胆汁流量，促进多余

胆酸通过尿液排泄，另一方面可以保护细胞受到损伤，改善 Ｔ
细胞反应，减少细胞因子的产生，最终熊去氧胆酸将取代有毒

的疏水性内源性胆汁酸，减少其对细胞的肝脏细胞的损害，本

研究发现，熊去氧胆酸能有效降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血

清中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ＡＳＴ及 ＴＢＩＬ的水平，并能减轻患者黄疸、
纳差、皮肤瘙痒及肝区疼痛等临床症状，发挥积极的治疗作用。

内镜介入也是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有效方法之一，

严重的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可以引发胆管的完全阻塞，导致肝

功能的急剧恶化，并加速肝硬化的进展。内镜介入治疗是缓解

胆管狭窄的主要方法，是治疗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的有效

方法之一，不仅可以改善胆汁淤积及肝脏功能，减轻炎症反应，

也可以缓解黄疸、纳差、皮肤瘙痒等临床症状［１０－１２］。本研究发

现，内镜介入治疗能有效降低ＰＳＣ患者血清中ＡＬＰ、ＧＧＴ、ＡＬＴ、
ＡＳＴ及ＴＢＩＬ的水平，并能减轻患者黄疸、纳差、皮肤瘙痒及肝区
疼痛等临床症状，且内镜介入治疗对于临床症状的改善率明显

高于单纯药物治疗。因此，临床上治疗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

者的时，应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内镜介入疗法，特别

是对于胆管严重狭窄，胆汁淤积严重、临床症状较为明显的时

候，内镜介入疗法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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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前列腺液 Ｚｎ及 ＣＲＰ检测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诊治中的价值
何安仁，刘桂勇，万齐福，杜建兵，王新，宋洪飞

【摘　要】　目的　观察前列腺液锌（Ｚｎ）含量与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检测在不同类型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ＣＰ）患者诊断和治疗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和免疫胶体金法检测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ＢＰ组，
ｎ＝４７例）和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ＮＣＢＰ组，ｎ＝４５例）患者前列腺液中Ｚｎ与ＣＲＰ的含量，同时选择４０例门诊正常体
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Ｚｎ与ＣＲＰ含量的差异性。结果　ＣＢＰ组和ＮＣＢＰ组患者前列腺液Ｚｎ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ＣＢＰ组患者ＣＲＰ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ＮＣＢＰ组患者ＣＲＰ含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　前列腺液中Ｚｎ含量检测可协助诊断慢性前列腺炎，而ＣＲＰ含量检测则可以协助区分不同类型的
慢性前列腺炎疾病。

【关键词】　前列腺液；锌；Ｃ反应蛋白；慢性前列腺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３３　Ｒ４４６．１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１８０２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
男性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此疾病发病率高、手术及药物治愈

率低且复发率较高，对患者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研究报

道已证实，前列腺液（ＥＰＳ）中有一种含锌（Ｚｎ）的抗菌因子，生
理学作用较为强大，与ＣＰ疾病发生、发展等过程有着紧密的联
系［１］。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则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在感染
反应的急性期、组织严重损伤、局部组织明显缺血、恶性肿瘤形

成等多种情况下均可在血清中发现，而当男性前列腺组织发生

慢性炎症反应时，前列腺液中 ＣＲＰ表达水平也会出现明显改
变。因此本研究拟观察前列腺液中 Ｚｎ含量与 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检测在不同类型ＣＰ患者诊断和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９２例 ＣＰ患者均为本院泌尿外科 ２００９年 ２
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期间门诊及住院治疗患者，经 ＥＰＳ常规、ＮＩＨ
ＣＰＳＩ及“两杯法”等方法均已明确诊断，平均年龄为（４７．２±
５．８）岁，病程１～１０年，临床表现主要为下腹部、下阴区和睾丸
等部位疼痛不适，或者尿频等，其中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ＢＰ
组）患者有４７例，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ＮＣＢＰ组）患者有４５
例。同时选择４０例门诊正常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４６．７±６．５）岁。
１２　前列腺液采集方法　所有患者及正常体检者采集前列腺
液前３～５ｄ均未发生性行为，待排尽膀胱尿液后用碘伏溶液将
龟头及包皮等部位完全消毒，然后采用常规前列腺按摩法采集

前列腺液，吸取１００μｌ前列腺液对Ｚｎ和ＣＲＰ含量予以检测。
１３　指标检测方法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和免疫胶体金法分
别检测患者及正常体检者前列腺液中 Ｚｎ和 ＣＲＰ的含量，检测
方法均按照相关仪器和试剂说明书步骤由专人进行操作。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予以
统计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ＣＢＰ组和ＮＣＢＰ组患者前列腺液 Ｚｎ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ＣＢＰ组患者 ＣＲＰ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ＮＣＢＰ组患者ＣＲＰ含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３　讨论
　　目前临床在ＣＰ疾病的诊治、治疗效果判断和预后评估等
各方面均存在较大的争议。国外研究认为慢性前列腺炎症状

评分是一项实用性较高的基础研究和临床依据［２－３］。但是由

作者单位：４３３１００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通讯作者：何安仁，电子信箱：ｈｅａｎｒｅｎｈａｒ＠１２６．ｃｏｍ

于ＣＰ患者的症候群复杂多样，均为主观感觉和言语表达，故评
分结果常会受到文化背景、描述能力及医院就诊条件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４－５］。而依靠检测 ＣＰ患者前列腺组织的病变情况，
以及ＥＰＳ中ＷＢＣ和细菌数的表达水平难以准确反映疾病的严
重程度。因此临床上亟须寻找到敏感性实验室指标用于ＣＰ的
诊断和病情评估。

表１　各组前列腺液Ｚｎ和ＣＲＰ含量比较（ｍｇ／Ｌ）

组别 ｎ Ｚｎ ＣＲＰ

ＣＢＰ组 ４７ ４８９．２±４８．７ ３．１２±１．２１
ＮＣＢＰ组 ４５ ５３７．５±５７．８ １．２４±０．５５＃

对照组 ４０ ８２４．９±７１．０ １．０３±０．４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ＣＢＰ组比较，＃Ｐ＜０．０５。
　　ＣＲＰ是一种机体脏器组织出现严重感染后反应最为敏感
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也是反映炎性反应的非特异性标志

物［６］，当炎性反应或组织受到严重损伤时可刺激肝脏组织合

成、分泌大量的ＣＲＰ，其可由血清逐渐迁移至其他脏器组织，与
炎性反应受损部位相互结合。虽然血清 ＣＲＰ检测对疾病诊断
无特异性，但其表达水平上升是细菌炎症反应或组织受到损伤

的灵敏性实验室指标，也是鉴别细菌或病毒感染的良好指

标［７］。当机体脏器组织出现细菌感染现象时，血清 ＣＲＰ表达
水平可显著性升高，且升高幅度和感染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

关系，并且随着炎症反应消退和脏器组织生理学功能逐渐恢复

而下降至正常范围内［８］。同样当患者发生慢性前列腺炎时前

列腺液中ＣＲＰ的含量也会明显升高［９］。此外研究还发现细菌

感染者ＣＲＰ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非细菌感染者，且不会受到抗感
染药物、免疫抑制剂和激素的影响，也不受尿道正常菌群的影

响［１０］。

已国外相关研究已证实，不同人体组织中 Ｚｎ的含量具有
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以前列腺组织中Ｚｎ的含量为最高，是血浆
浓度的１００倍以上。前列腺组织中 Ｚｎ的主要作用为：①确保
前列腺组织结构和生理学功能作用处于稳定状态。②影响酶
蛋白的生物学活性作用。Ｚｎ是多种酶蛋白分子的辅酶，其含量
变化可对其生理学活性作用造成较大的影响。③与精子的遗
传物质－染色质的稳定性有一定关系。④可有效清除男性泌
尿生殖道系统内存在的感染致病菌。因此，前列腺液中 Ｚｎ含
量的高低对于自身抗前列腺炎症反应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

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ＣＢＰ组和ＮＣＢＰ组患者前列腺液Ｚｎ含量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ＣＢＰ组患者ＣＲＰ含量明显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ＮＣＢＰ组患者 ＣＲＰ含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可知，前列腺液中Ｚｎ含量检测
可协助诊断慢性前列腺炎，而ＣＲＰ含量检测则可以协助区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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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慢性前列腺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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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２　进展组与非进展组脑梗死患者的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指标 β Ｐ值 ＯＲ值 ＯＲ９５％置信区间

高血压 １．１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４９７ ０．１９４～６４．８６０
糖尿病 ０．７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２ ０．０３７～５．８６２
反复ＴＩＡ发作 ０．８０２ ０．５６１ １．９８４ ０．３１２～８０．２８２
发热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０ ３６．３４０ １．１２４～９８０．５５２
斑块 －１．５４１ ０．３１９ ０．３１９ ０．０１６～７．２８０
Ｇｌｕ ４．２３４ ０．１２２ ０．８９２ ０．１０１～６．５５２
ＬＤＬ ０．９７２ ０．０３１ ４．７２１ １．１０１～６．３５７
ＦＩＢ ２．３１０ ０．００４ ２．６５１ ０．１４８～７９．３６９

３　讨论
　　ＰＣＩ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一个常见类型，属难治
性脑血管病，是多因素、多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

究表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糖、高 ＬＤＬ、高 ＦＩＢ、斑
块、反复发作的ＴＩＡ和发热都与脑梗死的进展相关，在
临床治疗中对这些因素应格外重视，特别是高血压、糖

尿病、发热、高 ＬＤＬ和 ＦＩＢ为 ＰＣＩ的独立危险因素，更
应采取及时正确的防治措施。

本研究证实高血压是ＰＣＩ独立危险因素。长期高
血压使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血管代偿能力下降。

但是，目前对于脑梗死急性期血压的处理尚存在争议。

有研究表明，梗死早期血压下降过低过快，尤其合并脑

血管重度狭窄者，会使脑灌注不足，加重梗死半暗带区

的缺血，从而加重脑梗死［２］。而血压过高会使脑梗死

急性期的血压波动过大，严重影响神经功能的恢复［３］。

因此，在临床中要特别注意脑梗死急性期血压的处理，

避免不适当的降压。

有报道，糖尿病使脑梗死早期（发病３６ｈ内）恶化
的危险度增加１．９倍［４］，是ＰＣＩ的重要危险因素［５］，与

本研究相符。长期血糖高使脑血管出现弥漫性损害，

动脉弹性降低，血流灌注减少；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致

脂代谢紊乱、红细胞聚积、血粘度增高，动脉血栓形成，

扩大梗死面积［６］。另高血糖可引起乳酸中毒、内皮损

坏、破坏血脑屏障等促进梗死进展［７］。所以脑梗死急

性期应积极控制血糖，当然也应避免降糖过低，加重病

情。

发热与脑梗死进展相关。脑卒中伴发热，会加重

脑缺血、缺氧，导致脑水肿、脑细胞严重损害［８］。卒中

发病后最初２４ｈ发热，即使体温轻度升高也是预后不
良和神经功能恶化的重要预测因素。发热原因主要与

感染有关，因此要积极防治感染，控制体温。

本研究显示，ＰＣＩ患者 ＬＤＬ、ＦＩＢ指标均明显高于
非ＰＣＩ患者，这也表明高 ＬＤＬ和 ＦＩＢ者发生脑梗死进
展的可能性大，治疗中应及时纠正。ＦＩＢ与血脂异常
共同造成血管内皮损伤、胶原暴露、血流动力学改变、

微循环障碍，促进梗死的进展［９］。高 ＬＤＬ是缺血性卒
中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是颅内外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

独立危险因素［１０］。动脉硬化则是致梗死周围侧支血

管受损和侧支循环不足的重要原因，是 ＰＣＩ的发病机
制之一。因此，在脑梗死急性期需应用他汀类调脂、稳

定斑块、降纤等，防止脑梗死进展。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了高血压、糖尿病、高ＬＤＬ、
高ＦＩＢ、发热与ＰＣＩ的发生密切相关，可成为临床干预
的靶点。在脑梗死早期，除了溶栓、抗血小板治疗外，

及早发现ＰＣＩ的危险因素，给予相应的干预，合理处理
血压、血糖，降纤、他汀治疗等对减少脑梗死的进展及

改善预后都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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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支架术治疗慢性泪囊炎的临床研究
曹岐新

【摘　要】　目的　观察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支架术治疗慢性泪囊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６９例（６９眼）采用鼻内镜下
鼻腔泪囊造孔支架术治疗慢性泪囊炎患者，术后定期鼻内镜下观察造孔处开放情况，３月后取出支架。结果　支架留置
期间，６９眼泪道冲洗通畅，其中溢泪、溢脓症状完全消除４３眼，另外１６眼仍有轻度溢泪。支架取出后随访３～６月，治愈
５４眼，好转１３眼，无效２眼，治愈率７８％，好转率１９％，总有效率达９７％。２眼无效为术后造孔处肉芽增生，瘢痕收缩致
造孔闭锁。结论　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支架术符合现代外科手术微创要求，具有组织损伤小，操作简单快捷，面部不
留瘢痕，并发症少等优点，是治疗慢性泪囊炎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鼻内镜；慢性泪囊炎；支架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６５．９　Ｒ７７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２００２

　　慢性泪囊炎为眼科临床常见疾病。各种鼻、眼部的急慢性
炎症、外伤等诸多因素均可累及泪道管腔黏膜组织，使黏膜组

织产生水肿、渗出、粘连，最终导致泪道管腔阻塞［１］，常以溢泪

或眼部黏液或脓性分泌物为主要症状［２］，其治疗方法以手术为

主。其中以泪囊鼻腔吻合术效果最佳，但该手术最大不足是面

部留有瘢痕，很多患者不容易接受。鼻内镜下泪囊造孔术是近

几年随着鼻内镜及鼻眼相关外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形成一种治

疗慢性泪囊炎的新方法。我院采用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支

架术治疗慢性泪囊炎６９例（６９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科采用经鼻内
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支架术治疗慢性泪囊炎并定期随访患者共

６９例（６９眼）。６９例（６９眼）患者中，男性２９例，女性４０例；年
龄１８～７６岁（平均４７．５岁）；右眼３０例，左眼３９例；病程３个
月～２２年。术前常规泪囊碘油造影提示鼻泪管阻塞，证实泪囊
大小正常，无占位性病变；排除泪小管、泪总管狭窄或阻塞。所

有患者手术前均行鼻腔的详细检查，如果有鼻中隔偏曲、鼻息

肉、泡状中鼻甲、下鼻甲肥大等病变，可于鼻内镜下先期药物或

手术治疗。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平卧位，下颏抬高１５°，术眼盐酸丙美卡
因滴眼液结膜囊表面麻醉，常规消毒铺单，２％利多卡因针滑车
下、筛前、眶下神经阻滞麻醉，用１‰肾上腺素针和盐酸丙美卡
因眼液各５ｍｌ混合液的棉片收缩及麻醉鼻腔黏膜，更换多次后
予２％利多卡因针作鼻丘黏膜下浸润麻醉。用眼科探针（带侧
孔）垂直旋转进入上泪小点，然后水平经泪小管、泪总管进入到

泪囊骨壁，旋转９０°，垂直进入到鼻泪管部位。在鼻内窥镜０°
（德国Ｓｔｏｒｚ公司）引导下，用镰状刀在中鼻甲附着处前下端１．５
ｃｍ左右处作一略弧形切开，向后分离黏骨膜达钩突前缘基部，
保留黏膜并将其推至中鼻道，暴露额突及泪骨部位的泪额缝，

用咬骨钳咬除泪囊内侧骨壁约１．５ｃｍ×１．０ｃｍ左右的骨窗，显
露出泪囊内壁。经鼻内镜可窥及骨孔，探针顶起的泪囊内侧

壁，用镰状刀在泪囊内壁作一“Ｕ”形切开，用鳄鱼嘴钳放入支
架（图１，见封三，重庆亚太医疗器械公司），回复鼻黏膜瓣。泪
道探针注水后见支架孔中液体流出，支架旁边涂少量典必殊眼

膏，拔出探针，术毕。

１３　术后处理　术后禁止擤鼻，每天早晚按摩内眦部泪囊区２
次。常规应用抗生素１周，患眼滴抗生素和地塞米松眼液，术
后第２天开始鼻内镜下检查并清理血痂、肉芽等，３ｄ出院；出
院后１个月内１周１次，以后每月一次检查鼻腔造孔情况并用
地塞米松冲洗泪道，鼻腔喷类固醇２个月，３个月后视情况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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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取出支架后观察３～６个月［３］。

１４　疗效评定　评定标准［４］：①治愈：溢泪或溢脓消失，压迫
泪囊无分泌物自泪小点溢出，鼻内镜下见造孔通畅，上皮化良

好。②好转：溢泪或溢脓减轻，压迫泪囊可有异常分泌物自泪
小点溢出，鼻内镜下见造孔狭窄，直径＜１ｍｍ，上皮化良好。③
无效：溢泪或溢脓症状无改善，鼻内镜下见造孔封闭。以取出

支架后的情况作为疗效评定依据。

２　结果
　　随访３～６个月，依照前述疗效标准，支架取出后评定，治
愈５４眼（治愈率７８％）；好转１３眼（好转率１９％）；无效２眼
（无效率３％）；总有效率９７％。所有病例均未出现严重手术并
发症；２例无效者均在取出支架后３月时发现，后经扩大骨窗以
及清除肉芽后泪道冲洗通畅。全部病例经鼻内镜检查随访。

鼻腔泪囊造孔呈喇叭状、圆孔状、细针状。

３　讨论
　　经眼内眦部泪囊鼻腔吻合术是慢性泪囊炎传统的治疗方
法，庄文英等［５］虽在总结以往的经验的基础上改良手术方式，

较传统泪囊鼻腔吻合术有明显的简捷、成功率高等优点，但临

床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手术时留下的皮肤瘢痕，影响美

观；影响局部解剖结构。如果再次手术的成功率往往较低，一

些患者最后不得不接受泪囊摘除术。

１９２１年Ｍｏｓｈｅｒ首次采用鼻内进路开放泪囊并同时切除中
鼻甲前端的方法治疗慢性泪囊炎和鼻泪管阻塞，手术成功率达

９０％。经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术由 ＭｏｃＤｏｎｏｇｈ等在１９８９年
首先报告，国内周兵等于１９９４年报道了鼻内镜下行鼻腔泪囊
造孔术，开创了慢性泪囊炎手术治疗的新途径。近几年研究表

明，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术与传统的外径路鼻腔泪囊吻合术

比较近期疗效相当［６］。经鼻内镜鼻腔泪囊造孔术具有无颜面

部疤痕、创伤小、同时可处理鼻腔病变、双眼手术等优点，但鼻

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术失败原因往往由于造孔处肉芽增生，疤

痕收缩闭锁，甚至泪囊内壁瓣膜回复，造孔闭锁。笔者认为行

鼻腔泪囊造孔支架术可有效提高手术成功率，有利于造孔的形

成，术中切开泪囊内壁后，放置呈喇叭状的中空硅胶支架（图２，
见封三），其支架作用在于：①放置支架后，回复鼻黏膜瓣，与单
纯鼻腔泪囊造孔术中切除鼻黏膜或者缝合鼻黏膜相比，更适于

鼻腔结构改变和利于鼻黏膜生理转归，可减少肉芽组织的增

生。②支架起到物理支撑和连接泪囊内腔与鼻腔功能，避免小
泪囊患者术后效果不佳。③支架内口呈喇叭状，可防止支架泪
道冲洗时脱落；中间中空管道可作为泪囊分泌物的引流：外口

弧形带孔设计避免支架进入泪囊内，同时有利于贴敷于鼻黏

膜。④支架取出方便：只需在鼻内镜下用鳄鱼嘴钳镊住支架拉
出即可。其次笔者认为手术中造孔位置对术后效果影响较大：

造孔位置偏高，位于泪囊区，会影响泪囊原有（下转第１７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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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危险因素分析
程磊，汤小芳，张学锋

【摘　要】　目的　探讨老年冠心病的临床特点及生化指标等危险因素，并进行分析。方法　对浙江医院老年综合示范
病房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收治的１００例老年冠心病患者与同期的１２０例老年非冠心病患者的一般性临床特点
以及生化指标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　老年冠心病组中年龄大于７０岁，合并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以及有吸烟酗酒
史，ＴＧ≥１．７ｍｍｏｌ／Ｌ，ＴＣ≥５．２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所占比例显著高于老年非冠心病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老
年冠心病组中谷草转氨酶（ＡＳＴ）和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值显著高于老年非冠心病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年龄大于７０岁，合并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有吸烟酗酒史，ＴＧ≥１．７ｍｍｏｌ／Ｌ，ＴＣ≥５．２ｍｍｏｌ／Ｌ，谷草
转氨酶（ＡＳＴ）和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值偏高等是老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冠心病；危险因素；老年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２１０２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为冠心病，由于人体内的
脂质代谢不正常，血液中的脂质在光滑的动脉内膜上沉积，形

成一些粥样的白色斑块，即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这些斑块沉积

过多，会造成动脉腔狭窄，使得血流受阻，最终导致心脏缺血，

从而产生心绞痛［１－２］。关于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国内外的报道

不一［３－４］，因此，本院对１００例老年冠心病患者进行了一系列
的心血管方向的相关因素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于本院收治
的老年冠心病患者１００例，其中男性５７例，女性４３例，年龄为
６０～８８岁，平均年龄为（７４．２±９．５）岁，平均体重指数（ＢＭＩ）为
（２５．３±３．１）ｋｇ／ｍ２，经过冠脉造影，若直径减少７０％即可确诊
为冠心病。选取同期收治的非冠心病老年患者１２０例，其中男
性６９例，女性５１例，年龄为６０～８５岁，平均年龄为（７３．９±
１０．１）岁，平均ＢＭＩ为（２５．１±２．９）ｋｇ／ｍ２。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ＢＭＩ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分析方法　高血压的诊断根据ＷＨＯ／ＩＳＨ的标准，糖尿病
的诊断根据ＷＨＯ１９９９年的标准，吸烟酗酒史指吸烟酗酒持续
５年以上的，ＢＭＩ＝体重／身高２（ｋｇ／ｍ２）。本研究对冠心病组和

非冠心病组患者的年龄、性别、ＢＭＩ、收缩压、舒张压、是否合并
有糖尿病、是否合并有高血压、是否合并有高血脂症、是否有吸

烟酗酒史等一般资料，以及两组间的一部分生化指标例如甘油

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谷草转氨酶（ＡＳＴ）、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等进行系统的比较，从中分析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危险
因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文的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进行分
析和统计，计量资料用（ｘ±ｓ）来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冠心病组的性别构成比例、体重指数、收缩压和舒张压等
与非冠心病组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以
上因素不是老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但是，老年冠心病组中年

龄大于７０岁、合并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合并高血脂症、有吸烟
酗酒史、ＴＧ≥１．７ｍｍｏｌ／Ｌ、ＴＣ≥５．２ｍｍｏｌ／Ｌ的患者所占比例均
显著高于老年非冠心病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另
外老年冠心病组中ＡＳＴ和ＨｂＡ１ｃ的值显著高于老年非冠心病
组中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老年冠心病患者与老年非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生化指标的比较和分析（ｎ，％）

组别 ｎ ６０～６９岁 ≥７０岁 男／女 ＢＭＩ（ｋｇ／ｍ２）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合并糖尿病

冠心病组 １００３６（３６．０）％ ６４（６４．０）％ ５７／４３ ２５．３±３．１ １３４．２±１６．９ ８２．１±１２．３ １６（１６．０）％
非冠心病组 １２０６０（５０．０）％ ６０（５０．０）％ ６９／５１ ２５．１±２．９ １３６．８±１７．５ ８１．９±１１．８ ８（６．７）％
ｔ值／χ２值 ４．３４７ ０．００６ １．２５３ １．０５９ ０．９９８ ４．８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组别 ｎ 合并高血压 合并高血脂症 吸烟酗酒史 ＴＧ≥１．７ｍｍｏｌ／Ｌ ＴＣ≥５．２ｍｍｏｌ／Ｌ ＨｂＡ１ｃ（％） ＡＳＴ（Ｕ／Ｌ）

冠心病组 １００６８（６８．０）％ ６２（６２．０）％ １９（１９．０）％ ６１（６１．０）％ ７０（７０．０）％ ６．８±１．４ ５３．２±８．７
非冠心病组 １２０４０（３３．３）％ ５０（４１．７）％ １１（９．１７）％ ４３（３５．８）％ ６０（５０．０）％ ６．１±１．５ ２０．１±８．１
ｔ值／χ２值 ２６．２３ ９．０２４ ４．４７８ １２．９５ ９．０２６ ２．１１５ ２．８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３　讨论
　　冠心病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主要分为隐匿型、心绞痛型、
心肌梗死型、心力衰竭型和猝死型５种，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
加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冠心病在老年人中较为多见，而且老年

人是冠心病预后不良的高危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冠状动脉

壁的内膜纤维增生性增厚，内皮细胞密度下降，内皮细胞功能

减退［５－６］，因此老年冠心病患者在发现时往往冠脉病变的狭窄

程度已较为严重，有的患者甚至病变处完全闭塞，若未得到及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３杭州市，浙江医院老年综合示范病房
通讯作者：程磊，电子信箱：ｚｊｃｈｅｎｇｌｅｉ＠ｇｍａｉｌ

时治疗，往往会导致冠脉的不可逆损害，会产生一定的后遗症，

对患者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７－８］。目前我国老

龄化进程不断推进，老年冠心病患者在其临床表现和治疗措施

上均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对老年冠心病特点的了解，探讨老

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对于预防、诊断和治疗老年冠心病是非

常重要的。

由于糖尿病患者体内代谢紊乱引起体内组织结构变化和

代谢障碍，由此产生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进而导致动脉

粥样硬化；另外合并高血压和高血脂症患者体内脂质代谢异

常，很容易导致血脂粘滞，附着在冠状动脉内壁形成粥样沉积，

最终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同样可导致冠心病 （下转第１７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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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
李学根

【摘　要】　目的　分析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７年１
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接受手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进行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　纳入患者共１６７例，其中事件组７９例，正常组８８例。单因素分析发现吸烟、年龄≥７０岁、
ＳＴ段压低、合并糖尿病、合并贫血、心功能为３级以及射血分数低是导致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
的风险因素。结论　ＳＴ段压低、合并糖尿病、贫血、射血分数低以及吸烟是导致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
良事件的独立风险因素。

【关键词】　冠心病；老年；围手术期；心血管不良事件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２２０２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ｃａｒｄｉ
ｏｐａｔｈｙ）简称冠心病，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但认为与生活方
式、高脂血症、高血压及年龄等因素相关［１］。冠心病患者存在

实际或潜在的心脏供血不足，但有时患者因同时合并其它疾病

需要行手术治疗，此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负荷［２］。因而对于

冠心病患者的非心脏手术，麻醉医生和临床医生均较为担忧患

者心脏功能。无论是术中还是术后均可发生心脏不良事件，加

之手术的创伤，可能导致患者致残、致死。心脏不良事件（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ｖｅｎｔｓ）重在预防，如果能发掘出可能影响
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并

积极开展一级预防，则有望减少事件的发生，提高整体预后。

现回顾性分析在本院接受外科治疗的老年冠心病患者的临床

资料，分析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以期为

此类患者的诊疗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本
院接受手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１９７例的临床资料，其中符合研
究条件的患者１６７例；所有患者年龄均≥６０岁；所有患者均接
受非心脏手术；患者无合并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患者临床资

料完整。依据患者围手术期是否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分为事

件组、正常组。事件组 ７９例，男性 ４９例，女性 ３０例；年龄
（６９．２８±４．２８）岁；骨科手术３１例，普外科手术４８例。正常组
８８例，男性４２例，女性４６例；年龄（７０．１８±５．０１）岁；骨科手术
３７例，普外科手术５１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比例及手术类
型分布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下行

手术治疗，本研究仅纳入骨科及普外科手术患者。

１２　分析方法　围手术期心血管不良事件定义：术中或术后
出现心肌缺血、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梗死、严重心律失常、充

血性心力衰竭、严重高血压、心源性死亡。影响老年冠心病患

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率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
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多因素

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单
因素分析　见表１。单因素分析发现，是否并发 ＣＯＰＤ及心脏
是否扩大并不影响围手术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吸烟的

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比例显著高于不吸烟的患

者（χ２＝１２．０００；Ｐ＝０．００１）；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
心血管不良事件比例显著高于无高血压的患者（χ２＝１３．１２０；
Ｐ＝０．００１）；年龄≥７０岁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
比例显著高于年龄＜７０岁的患者（χ２＝９．６１０；Ｐ＝０．００２）；ＳＴ
段压低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比例显著高于 ＳＴ
段正常的患者（χ２＝１４．２７０；Ｐ＝０．００１）；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围
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比例显著高于无糖尿病的患者

（χ２＝１１．４１０；Ｐ＝０．００１）；贫血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
良事件比例显著高于无贫血的患者（χ２＝１５．８１０；Ｐ＜０．００１）；
心功能为１～２级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比例显
著低于心功能为３级的患者（χ２＝４．２１５；Ｐ＝０．０４０）；射血分数
正常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比例显著低于射血

分数降低的患者（χ２＝１０．２５０；Ｐ＝０．００１）。
表１　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吸烟

是 否

高血压

是 否

年龄

≥７０岁 ＜７０岁
ＳＴ段压低
是 否

糖尿病

是 否

贫血

是 否

心脏扩大

是 否

心功能

１～２级 ３级
射血分数

正常 降低

ＣＯＰＤ
是 否

事件组 ２１ ５８ ３７ ４２ ４１ ３８ ３１ ４８ １９ ６０ ３１ ４８ ５ ７４ ６３ １６ １８ ６１ ７ ７２
正常组 ６ ８２ １８ ７０ ２５ ６３ １２ ７６ ５ ８３ １１ ７７ ８ ８０ ８０ ８ ５ ８３ ６ ８２
χ２值 １２．０００ １３．１２０ ９．６１０ １４．２７０ １１．４１０ １５．８１０ ０．４４２ ４．２１５ １０．２５０ ０．２４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５０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６２３

２２　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多
因素分析　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
件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ＳＴ段压低、合并糖尿病、贫
血、射血分数低以及吸烟是导致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

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独立风险因素。见表２。

３　讨论
　　心脏功能差反应患者心脏基础疾病较重，在麻醉及手术应
激状态下，心脏负荷进一步增大，发生心脏不良事件的风险会

作者单位：３２２０２２浙江省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进一步加大［３－４］。而高龄患者，自身调剂能力及抗应激反应均

有一定程度退化，其抵抗不良事件发生的能力较弱。ＳＴ段压低
反映患者心脏处于缺血状态。其耐受心脏负荷增大的能力减

弱，受到剧烈创伤刺激会进一步加重心肌缺血，从而导致心脏

不良事件的发生。糖尿病是一种累及全身多个系统的代谢性

疾病，其中的微血管炎可导致心脏供血进一步减弱［５］。而合并

贫血可直接导致血容量增大，心脏负荷增大。

冠心病是老年人群高发的疾病之一，是动脉粥样硬化在心

血管中的表现。老年冠心病患者常是导致急性心血管不良事

件的根源［６－７］。在手术、麻醉等应激状态下，心血管不良事件的

·２２７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发生率会大大增加［８－９］。这取决于患者的心脏病变程度、心功

能水平、手术创伤大小等多方面因素［１０］。但如患者合并某些疾

病时，又不得不行手术治疗，此时如何有效筛选出预期心脏不

良事件发生率高的患者十分具有临床意义。本研究重点讨论

可能导致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危

险因素。

表２　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多因素分析

项目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值 ９５％ＣＩ

ＳＴ段压低 ２．６１０ ０．８７３ ５．８３１ ０．０１２ １．５２８～１２．９２４
糖尿病 ０．８３１ ０．５４９ ２．１８３ ０．０２３ ０．７８２～７．２８１
贫血 ０．７２１ ０．３０１ ６．３４１ ０．０１３ １．０１３～３．３９１
射血分数低 ０．８３１ ０．２３８ １２．８３３ ０．００１ １．２８４～３．９８３
吸烟 ０．６８１ ０．４２８ ３．０３１ ０．０２１ ０．８９１～４．９３１

　　本研究发现，心脏是否扩大、是否合并ＣＯＰＤ并不影响患者
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单因素分析发现吸烟、年龄≥７０
岁、ＳＴ段压低、合并糖尿病、合并贫血、心功能为３级以及射血
分数低是导致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

的风险因素。在影响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

良事件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确定，ＳＴ段压低、合并糖尿病、贫
血、射血分数低以及吸烟是导致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

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独立风险因素。

综上所述，ＳＴ段压低、合并糖尿病、贫血、射血分数低以及
吸烟是导致老年冠心病患者围手术期并发心血管不良事件的

独立风险因素。

参考文献

［１］　ＬｅｅＶＷ，ＬａｍＹＹ，ＹｕｅｎＡＣ，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ｓｔｏｆｎｅｗｌｙｄｉａｇ
ｎｏｓｅｄ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Ｊ］．ＨｅａｒｔＡｓｉａ，

２０１３，５（１）：１６．
［２］　ＦｅｌｄｍａｎＡＭ，ＭａｎｎＤＬ，Ｓｈｅ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ｂｉｏｍａｒ

ｋｅｒｓ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
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ｕｂ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ｒｉａｌｓ［Ｊ］．Ｃｉｒｃ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
２０１３，６（３）：４６１４７２．

［３］　李全，高阅春，何继强，等．左室射血分数降低的冠心病患者临床
特点及其预后分析［Ｊ］．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１２，２４（１２）：７３４
７３８．

［４］　ＡｓｈｆａｑＦ，ＧｏｅｌＰＫ，ＳｅｔｈｉＲ，ｅｔａｌ．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Ｉｎｄｉａ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Ｈｅａｒｔ
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３，１４（１）：１２１６．

［５］　张海华，周冬兰，周泽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的观察和护理进展
［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１７（４）：４５４７．

［６］　刘浩，武刚，翟雪芹，等．早发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及
临床特点分析［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５（１１）：１２０５１２０８．

［７］　ＳｕｒｄａｃｋｉＡ，ＫｒｕｓｚｅｌｎｉｃｋａＯ，ＲａｋｏｗｓｋｉＴ，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ｍｅｔｈｙｌ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４．５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Ｄｉａｂｅ
ｔ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１）：６４．

［８］　石亚君，牛卢芳，吴传勇，等．心肌缺血总负荷对可疑冠心病患者
的诊断价值［Ｊ］．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２，１４（８）：８１４
８１６．

［９］　ＲｅｄｄｅｌＣＪ，ＣｕｒｎｏｗＪＬ，ＶｏｉｔｌＪ，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ｐｏｆｉｂｒｉｎｏｌｙｓｉｓｉｎ
ｓｔａｂｌ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ｈａｅｍｏｓｔａｔ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ｓａｙ［Ｊ］．ＴｈｒｏｍｂＲｅｓ，２０１３，１３１（５）：４５７４６２．

［１０］　李欢，陈远林，王晓春．冠心病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的检测及意义
［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３，３４（８）：１２３１１２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０１）

（上接第１６８７页）
的指导意义。另外，术前进行 ＰＥＴ／ＣＴ检查还有助于
更准确地判断肿瘤分期，制定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所

以，术前行ＰＥＴ／ＣＴ检查无论是对于治疗还是判断预
后均有重要意义，有条件的医院和患者应在肺癌术前

常规进行。

本研究存在数个缺陷。首先，本研究属于回顾性

研究，患者及治疗方法具有较大的异质性，需要前瞻性

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其次，将手术前后行放化

疗的患者排除可能导致本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偏

倚；第三，鉴别原发肿瘤复发和异时性肿瘤比较困难。

总之，本研究证实，ＭＴＶ是判断非小细胞肺癌术
后复发的重要预后因素，对于术后复发高危人群的筛

选和随访、预测复发和判断预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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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两种腹腔镜疝修补术治疗成人腹股沟疝的对比研究
张远炎，朱林波，刘卫怀

【摘　要】　目的　比较全腹膜外腹腔镜疝修补术（ＴＥＰ）与经腹膜前腹腔镜疝修补术（ＴＡＰＰ）治疗成人腹股沟疝的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４２例行腹腔镜疝修补术成人腹股沟疝资料，比较两术式手术时间、下床活动时
间、术后第１天疼痛程度、住院费用、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和复发率。结果　两术式均获成功，无中转开放。两组手术
时间、下床活动时间、术后第１天疼痛程度、住院费用、住院时间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均未发生严
重并发症，ＴＥＰ组尿潴留和阴囊血肿各发生１例，ＴＡＰＰ组出现尿潴留２例，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随访
６～３０个月，均无复发。结论　ＴＥＰ和ＴＡＰＰ治疗成人腹股沟疝安全有效，治疗效果基本相同，值得推荐。
【关键词】　腹股沟疝；腹腔镜；疝修补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６．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２４０２

　　成人腹股沟疝是普通外科常见疾病之一，发病率较高，治
疗首选手术［１－２］。日新月异的微创外科给疝手术带来巨大变

革，腹腔镜下疝修补术较传统术式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

已在基层医院得到运用推广［３－４］。本文回顾分析４２例成人腹
股沟疝的临床资料，比较 ＴＥＰ与 ＴＡＰＰ两种术式的临床疗效，
为同行在选择疝修补术式时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我院行腹腔镜
下疝修补术共４２例，其中ＴＥＰ２４例，ＴＡＰＰ１８例。ＴＥＰ组平均
（５６±１０）岁，男性２２例，女性２例，其中斜疝１８例，直疝５例，
股疝１例，Ⅰ型２例，Ⅱ型１４例，Ⅲ型７例，Ⅳ型１例，病程平均
５０．３个月。ＴＡＰＰ组平均（５３±１１）岁，男性１７例，女性１例，其
中斜疝１３例，直疝４例，股疝１例，Ⅰ型２例，Ⅱ型１１例，Ⅲ型４
例，Ⅳ型１例，病程平均４８．９个月。两组以上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ＴＥＰ　腹腔镜常规麻醉、体位，脐缘上方做一弧形切口，
长约２０ｍｍ，切开皮下组织及腹直肌前鞘，右手食指充分游离
腹膜外间隙，置入套管针和腹腔镜，建立气腹，于脐与耻骨连线

中上、中下１／３处分别置入套管针，分离显露腹股沟韧带、耻骨
结节、库珀韧带等结构，分离间隙达 Ｒｅｔｚｉｕｓ间隙、Ｂｏｇｒｏｓ间隙，
判断疝囊突出部位，剥离疝囊，完全回纳直疝、股疝或较小的斜

疝疝囊，套扎横断较大疝囊。耻骨肌孔用１５ｃｍ×１０ｃｍ大小补
片覆盖，钉合器在耻骨梳韧带和疝环上方固定补片，展平补片

下缘后排气退镜。

１２２　ＴＡＰＰ　腹腔镜常规麻醉、体位，脐下缘做一切口，长约
１０ｍｍ，建立气腹，置入腹腔镜，两侧平脐处腹直肌外缘各置入
１根套管针，在疝缺损上缘２ｃｍ处用电剪切开腹膜，钝性解剖
出精索、腹壁下血管、耻骨梳韧带、髂耻束等结构，缺损区及耻

骨肌孔用１５ｃｍ×１０ｃｍ大小补片覆盖，避开疼痛三角和危险三
角，固定补片边缘后，腹膜瓣完全覆盖补片并固定，最后用可吸

收线缝合腹膜。

１３　评价指标　手术时间、下床活动时间、术后第１天疼痛评
分（无疼痛１分，轻度疼痛２分，中度疼痛３分，重度疼痛４分，
疼痛无法忍受５分）、住院费用、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及复发
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分别进行计量资料和
计数资料分析，Ｐ＜０．０５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作者单位：３１５８００浙江省宁波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仑分
院（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通讯作者：朱林波，电子信箱：ｚｈｕｌｉｎｂｏ８８８９９９＠１６３．ｃｏｍ

２　结果
　　两种腹腔镜下疝修补术均进行顺利，无中转开放病例。两
种术式上述评价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１。

表１　两种腹腔镜下疝修补术相关指标分析（ｘ±ｓ）

组别 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下床活动时间

（ｈ）
术后疼痛评分

住院时间

（ｄ）
住院费用

（元）

ＴＡＰＰ １８ ７８．５±９．８ ３７．３±４．８ １．７±０．９ ３．５±１．２ ７１０８．４±１１０１．９
ＴＥＰ ２４ ７８．８±７．９ ３７．４±４．８ １．７±０．５ ３．６±１．３ ７２９６．３±１１２８．７
ｔ值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３ ０．１８ ０．５４
Ｐ值 ０．９０４ ０．９３４ ０．７６９ ０．８５９ ０．５９３

　　两组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均无切口感染、积液，ＴＥＰ组尿
潴留和阴囊血肿各发生１例，ＴＡＰＰ组出现尿潴留２例，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７４７９，Ｐ＝０．３８７２）。术后随访６～３０
个月（平均１７．２个月），均无复发病例。

３　讨论
　　传统疝手术分离广泛、损伤较大且复发率高，因而限制了
它的应用。由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在１９８９年提出的无张力修补技术弥
补了传统术式不足，使术后复发率降至３％以下［２］。近年腹腔

镜技术的迅猛发展亦给疝手术方式带来巨大变革与创新，腹腔

镜疝修补术应运而生［５］。

腹腔镜下腹股沟疝修补术主要有３种术式，分别为 ＴＥＰ、
ＴＡＰＰ和ＩＰＯＭ（腹腔镜下腹腔内补片植入术），后者复发率较
高，且肠管腐蚀补片而造成粘连，已逐渐被弃用［３，６］。ＴＥＰ和
ＴＡＰＰ临床运用较为广泛［７］。结合我科开展的腹腔镜腹股沟疝

修补术，我们对比分析了ＴＥＰ和 ＴＡＰＰ两术式的治疗效果。两
组手术时间、下床活动时间、术后第１天疼痛程度、住院费用、
住院时间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均未发生严重并发

症，ＴＥＰ组尿潴留和阴囊血肿各发生１例，ＴＡＰＰ组出现尿潴留
２例，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术后随访６～３０个月，均无复发。
提示两术式均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效果满意。

两术式都是通过建立气腹，运用补片修补腹壁缺损，以达

到加强疝薄弱区和复发区目的。ＴＡＰＰ需进入腹腔，双侧疝和
复发疝尤其适用，还能发现隐匿疝［８］；ＴＥＰ不进入腹腔，完全在
腹腔外进行手术操作，空间较小，相对难以辨认解剖结构，难度

加大，良好的腹膜外间隙的建立是 ＴＥＰ成功的首要条件，正确
认识腹膜外间隙解剖标志对判断疝的类型、补片的放置位置及

固定方法至关重要［９－１０］。笔者认为补片放置时，上方应超过联

合腱，下方应超过耻骨梳韧带下２ｃｍ，内侧应超过中线，外侧应
达髂腰肌，以彻底覆盖耻骨肌孔，本研究中两组均无复发病例

与补片良好的放置位置密不可分。

综上，腹腔镜下疝修补术疼痛轻、创伤小、恢复快、复发率

低，治疗成人腹股沟疝安全有效，ＴＥＰ和ＴＡＰＰ临床效果基本相
近，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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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不同术式治疗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的分析
顾健，刘莉琼，尹宏友，敖华飞

【摘　要】　目的　分析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９９９年１月－
２００４年２月期间收治的２１０例经手术治疗不同等级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的患者资料。按不同的手术方式分为 Ａ、
Ｂ、Ｃ、Ｄ四组，Ａ组１１５例采用鼻内镜手术，Ｂ组５３例采用鼻侧切手术，Ｃ组２３例采用鼻内入路手术，Ｄ组１９例采用柯－
陆手术；并按Ｋｒｏｕｓｅ分级法分成４个等级，其中Ⅰ级２２例；Ⅱ级１１２例；Ⅲ级６２例；Ⅳ级１４例。比较四组患者术中出血
量、术后并发症及术后复发情况。结果　术后平均随访４年，鼻内镜手术组复发１５例（１２．２％）；鼻侧切开手术组复发
１８例（３３．９％）；鼻内路入手术组复发１２例（５２．１％）；柯－陆手术组复发５例（３１．２％）。Ａ组患者的复发率、手术中出
血量及术后并发症明显较其它三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鼻内镜手术在治疗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
状瘤具有并发症少，术中出血少的优点，是Ⅰ级、Ⅱ级病例的首选术式，对Ⅲ级侵犯较广的病变，应联合柯－陆手术治疗
效果较好。

【关键词】　内翻性乳头状瘤；不同术式；鼻腔鼻窦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９．６２　Ｒ７３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２５０２

　　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ｎａｓａｌ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ＮＩＰ）是
常见上皮源性良性病变之一，具有侵袭性强、易复发易恶变的

特点，发病率约占鼻腔内肿瘤的０．５％ ～４．０％，中老年男性发
病居多，好发在鼻腔外侧壁、筛窦及上颌窦［１］。以往基本采用

鼻侧切开手术方式治疗，手术时间长，出血量多，使患者非常痛

苦［２］。近年来，随着鼻内镜技术的成熟，已被临床广泛应用，笔

者对我院２１０例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手术治疗的患者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不同术式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１９９９年１月 －２００４年２月我院收治的
初诊为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的患者共２１０例，其中采用鼻
内镜手术１１５例；鼻侧切手术５３例；经鼻内进路手术２３例；柯
陆手术１９例。发病年龄３０～４０岁的３４例、４０～５５岁的９７例、
５５～７０岁的７９例。男性１６７例，女性４３例。临床均表现不同
程度的流涕、涕中带血、鼻塞、鼻出血等症状，均为单侧发病。

所有患者术前已行病检证实为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并按

Ｋｒｏｕｓｅ法分为四级，其中Ⅰ级２２例、Ⅱ级１１２例、Ⅲ级６２例、Ⅳ
级１４例。对所有经手术治疗的患者进行随访复查，比较四组
间的治疗效果。

１２　诊断标准　临床出现流涕、涕中带血、鼻塞、鼻出血等症
状；鼻内镜见表面不光滑的乳头状新生物；病理检查证实为鼻

作者单位：２０１９００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

通讯作者：敖华飞，电子信箱：ｄａｖｉｄ５８８２００１＠１２６．ｃｏｍ

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采用 Ｋｒｏｕｓｅ法将肿瘤分为四级：肿瘤
发生部位仅限于鼻腔内为Ⅰ级；肿瘤发生部位限于筛窦、上颌
窦内侧上部为Ⅱ级；肿瘤发生于上颌窦外侧、下部、侵入额窦或
蝶窦为Ⅲ级；肿瘤侵犯至鼻或鼻窦外部结构为Ⅳ级［３］。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鼻内镜手术（Ａ组）　采用局部强化麻醉，明确肿瘤位
置后，用吸切器切除鼻腔内肿物、并扩大切除范围；如上颌窦有

侵犯者，用吸切器切除肿物及钩突，打开筛泡将上颌窦口扩大，

清除上颌窦口周围病变组织并彻底切除被破坏的上颌窦内侧

壁，直至充分显示正常黏膜骨质，形成骨骼化。如筛窦有侵犯

者，切除钩突，开放筛窦，充分暴露额隐窝，切除肿物组织及周

围黏膜。如蝶窦有侵犯者将蝶窦开放后清除病变组织［４］。

１３２　鼻侧切手术（Ｂ组）　采用全身麻醉下从患侧内眦鼻侧
或经眉弓转内眦切口改良术式，将鼻腔鼻窦内肿物组织、鼻甲

及上颌窦内侧壁切除。

１３３　鼻内入路手术（Ｃ组）　采用全麻下进行手术，经圈套
器和息肉钳分次将肿物切除。

１３４　柯 －陆手术（Ｄ组）　手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取上唇
龈沟为切口进路，切开上颌窦前壁，在鼻内镜直视下将上颌窦

内的肿物及周围病变组织彻底清除。

１３５　术后处理及随访　手术结束后将碘纺纱条填塞术腔，
１～２ｄ内取出，清理术腔内血痂并收敛鼻黏膜，对术腔进行每
日１次清理，常规消炎７ｄ。每周复查一次，４周后每２周复查
一次，对鼻腔鼻窦的痂皮、新生肉芽等清除处理，直到术腔上皮

化。后改为每年复查１～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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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评价标准　以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复
发率为疗效评价标准。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统计包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χ２检验，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采用不同术式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Ｂ组、Ｃ组、Ｄ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２０．７％、２１．７％和２５．０％。而Ａ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仅为５．２％，明显较其它三组减少
（Ｐ＜０．０５），Ｂ、Ｃ、Ｄ三组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级病例不同术式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ｎ，％）

组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合计

Ａ组 ０ ４（５．８） ２（７．１） ０ ６（５．２）
Ｂ组 ０ ２（１３．３） ６（２３．０） ３（３０．０） １１（２０．７）＃

Ｃ组 ０ ３１８．７） ２（６６．７） ０ ５（２１．７）＃

Ｄ组 ０ ３（２３．０） １（２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４（２５．０）＃

Ｆ值 － １０．１２１ １１．０２１ １４．４２１ １５．２１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四组患者手术中出血情况　Ａ组各级患者的手术中出血
量均比 Ｂ、Ｃ、Ｄ组各级患者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级病例不同术式手术中出血量对比（ｘ±ｓ，ｍｌ）

组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Ａ组 ７６．０±５．５ １０３．０±４．２ １９３．０±４．３ ２９２．０±６．５
Ｂ组 ２３５．０±１０．２ ２５２．０±９．４ ３６５．０±１０．８ ４０１．０±５．７
Ｃ组 １９８．０±４．８ ２２３．０±９．５ ３４１．０±９．７ ３７６．０±１１．６
Ｄ组 ２０１．０±４．４ ２１０．０±７．９ ３６０．０±５．３ ３９０．０±１３．２
Ｆ值 １６．０２１ １７．６２５ １８．２２１ ２０．１２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术后肿瘤复发情况　术后所有患者均随访４年，Ａ组患者
复发１５例（１２．２％）；Ｂ组患者复发１８例（３３．９％）；Ｃ组患者复
发１２例（５２．１％）；Ｄ组患者复发５例（３１．２％）。Ａ组患者的
复发率与另外三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
与Ｄ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各级病例不同术式治疗后复发情况比较（ｎ，％）

组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合计

Ａ组 ２（１２．５） ８（１１．７） ４（１４．２） １（３３．３） １５（１３．０）
Ｂ组 １（５０．０） ５（３３．３） ９（３４．６） ３（３０．０） １８（３３．９）
Ｃ组 ２（５０．０） ８（５０．０） ２（６６．７） ０ １２（５２．１）
Ｄ组 ０ ３（２３．０） １（２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５（３１．２）
Ｆ值 ８．０２１ ９．２１５ １２．０２１ １３．１２１ １５．１２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是发生于鼻腔外侧壁和中鼻道
侵袭性生长的良性肿瘤，易侵犯额窦及蝶窦，生长力极强，常破

坏骨质向邻近器官发展，手术切除后复发情况较严重，报道显

示术后复发率为１８％ ～７４％，且有恶变倾向，恶变率为２％ ～
２０％［５］，临床以手术切除肿物为主要治疗方法。复发率高低与

手术切除病变组织的彻底性、鼻窦受侵犯的多少有密切关

系［６］。因此，对如何选择合适的术式，将肿瘤彻底清除以减少

复发率显得非常重要。

以前大多以鼻侧切除术、传统鼻内路入手术及柯 －陆手术
等手术方式切除肿物及周围组织治疗。近年来，鼻内镜技术的

发展，ＣＴ或磁共振能对鼻内病变精确定位，使鼻内镜手术一次
性彻底将肿瘤切除变成可能［７－８］。许多学者［９］提出鼻内镜手

术在治疗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较传统术式疗效显著，尤其

在Ⅰ～Ⅱ级病例上更为明显。由于内镜分辩率较高，视野清
晰，对肿瘤的范围能够准确定位，且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周围

的正常黏膜与组织结构，减少不必要的损伤，而且术中出血较

少，术后并发症少，面部无切口，不会留下疤痕影响形象［１０］。

与多数学者［１１］报道的一致，本组资料结果显示 Ａ组在治疗Ⅰ
级病例复发率为 １２．５％，Ⅱ级为 １１．７％，总复发率仅为 １２．
２％；Ⅲ级及Ⅳ级病例的复发率为１４．２％和３３．３％，比Ⅰ级和Ⅱ
级的复发率明显增多，说明对于Ⅲ级及Ⅳ级病例由于其病变范
围太广泛，鼻内镜下不容易处理，须联合柯 －陆手术将病变彻
底清除，减少其复发率。而Ⅰ级和Ⅱ级病例由于其病变位置较
局限，内镜下更容易确定病变方位将其彻底清除。

由于鼻内进路手术与柯－陆手术视野较小，显示病灶不理
想，很难对病变一次清除，造成肿瘤组织残留，增加了复发可能

性。本组资料显示：Ｃ组术后复发率达５２．１％，与 Ａ组１３．９％
相比差异明显（Ｐ＜０．０５），但Ｂ组与Ｄ组比较差异不明显（Ｐ＞
０．０５），此结果比郭敛容等［１２］报道的要高，可能是与本次手术

医生经验不足有关。鼻侧切较鼻内进路手术视野开阔，对病变

范围广泛的病例更容易切除，已被认为是治疗鼻腔鼻窦内翻性

乳头状瘤的标准术式，但是由于肉眼分辩率较低，处理病变较

为粗糙，这就增加了术后脑脊液鼻漏，视力减退等并发症的发

生率，因在鼻部开口，导致术中出血量大、损伤大，术后面部留

下疤痕，大多患者不容易接受。另外，Ｂ组、Ｃ组及 Ｄ组患者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２０．７％、２１．７％和２５．０％，明显较 Ａ组
增高，术中出血量及复发率也较Ａ组高（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在治疗鼻腔鼻窦内翻性乳头状瘤时应根据不同

病例分级选择最适合的术式，对Ⅰ～Ⅱ级的鼻腔鼻窦内翻性乳
头状瘤应选用鼻内镜手术治疗；对病变较广Ⅲ级病例应联合柯
－陆进路手术进行治疗；而鼻侧切开手术较鼻内进路手术视野
宽阔，对病变较广泛的Ⅳ级病例比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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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孕期体重指数及其增长对妊娠结局影响的临床分析
朱燕飞

【摘　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孕前不同体重指数孕妇妊娠期体重增长情况和妊娠结局，指出根据不同体重指数进行正
确体重增长指导的重要性。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孕１２周内在浙江省永康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建卡，做定
期产检并分娩单胎的４７４９例孕妇进行分析，按孕前体重指数（ＢＭＩ）进行分组，计算出不同组别的孕期体重增长值，并与
２００９年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ＯＭ）体重增长指南进行比较，根据不同的体重增长进行妊娠结局分析。结果　四组孕妇体
重超出指南建议的分别为１３．７７％、２４．２９％、４７．４０％、６６．６７％。这些体重过多增长的孕妇与正常孕妇相比，妊娠期糖尿
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率均明显升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孕期体重增长过多的孕妇巨大儿发生率
和剖宫产率明显高于体重正常增长的孕妇（Ｐ＜０．０５）。四组孕妇体重增长多少在早产的发生方面均无明显差异。结
论　妊娠前过高的体重指数和妊娠期过多的体重增长均会使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巨大儿的发生率增高及
剖宫产率的增加；妊娠期提供正确的体重增长指导，控制体重可减少不良妊娠结局。

【关键词】　孕前体重指数；孕期体重增长；妊娠结局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２７０２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孕期营养不足情况已明显
减少，但是，孕期营养过剩，肥胖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国内外均

有研究证实孕期过多或过少的体重增长均会导致不良的妊娠

结局。目前评价孕母营养状况的主要指标即体重的变化，体重

指数（ＢＭＩ）消除了身高对体重的影响，其变化较体重的改变来
说更能说明其营养状况。本文对 ４７４９例孕妇进行回顾性分
析，以了解孕前体重指数的分布和不同的孕期体重增长对妊娠

结局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孕１２周内在
浙江省永康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建卡，做定期产检并分娩单胎的

孕妇，共４７４９例。
１２　分析方法　首次产检时，测量孕妇的体重、身高，并追问
其孕前１月内的体重为孕前体重。依照体重指数公式计算体
重指数；监测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及发展；测量分娩前体重，计

算孕期体重增长。随访内容包括有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

期糖尿病、分娩方式、总产程、产后出血、新生儿体重、新生儿窒

息等。以上信息均由专人录入永康市孕产妇保健系统。

１３　分组标准　按照 ２００９年美国 ＩＯＭ指南的体重指数
（ＢＭＩ）标准（表 １）将按照孕前体重将孕妇分为 ４组，ＢＭＩ＜
１８．５的为低体重组，ＢＭＩ１８．５～２４．９的为正常组，ＢＭＩ２５．０～
２９．９的为超重组、ＢＭＩ≥３０的为肥胖组。

表１　单胎妊娠孕妇孕期体重增加建议（ＩＯＭ２００９）

孕前ＢＭＩ（ｋｇ／ｍ２） 孕期增重范围（ｋｇ） 中孕和晚孕期增长速度（ｋｇ／周）

低体重（＜１８．５） １２．５～１８ ０．５１（０．４４～０．５８）
正常体重（１８．５～２４．９） １１．５～１６ ０．４２（０．３５～０．５０）
超重（２５．０～２９．９） ７～１１．５ ０．２８（０．２３～０．３３）
肥胖（≥３０．０） ５～９ ０．２２（０．１７～０．２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两两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一般情况比较　在４７４９例孕妇中低体重组占８０６
例，正常体重组３４３７例，超重组４４３例，肥胖组６３例，各组孕妇
年龄、身高、孕次、产次、产检次数均无明显差异。而孕期体重

增长则存在差别，低体重组体重增长为（１４．３６±４．０２）ｋｇ，正常
体重组体重增长为（１３．７３±４．３８）ｋｇ，超重组体重增长为
（１１．６３±４．９２）ｋｇ，肥胖组体重增长为（１０．１６±７．８４）ｋｇ，孕前
体重指数高者，其孕期体重增长较少，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作者单位：３２１３００浙江省永康市妇幼保健院妇保科

（Ｆ＝５１．５７，Ｆｃｒｉｔ＝２．６１，Ｐ＜０．０５）。
２２　各组孕妇体重增长超过指南建议体重的情况　四组孕妇
对照２００９年ＩＯＭ指南（见表１），孕前体重指数高的组别，孕期
体重增加超过标准的比例也明显增高，低体重组过多增长的比

例仅为１３．７７％，而肥胖组过多体重增长者达６６．６７％，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３０．５２，Ｐ＜０．０１）。详见表２。
表２　四组孕妇正常体重增长与过多体重增长的百分比（ｎ，％）

组别 ｎ 正常增长 过多增长

低体重组 ８０６ ６９５（８６．２３） １１１（１３．７７）
正常组 ３４３７ ２６０２（７５．７１） ８３５（２４．２９）
超重组 ４４３ ２３３（５２．６０） ２１０（４７．４０）
肥胖组 ６３ ２１（３３．３３） ４２（６６．６７）

２３　不同组别正常体重增长与过多体重增长的孕妇妊娠结局
比较　低体重组中过多体重增长孕妇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剖宫产率及巨大儿发生率均较正常体重增长孕妇为

高，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出血发生率和早产儿发
生率无明显差异。正常体重组中过多体重增长孕妇妊娠期糖

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剖宫产率、产后出血发生率及巨大儿

发生率均较正常体重增长孕妇为高，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早产儿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超重组中过多体重增长孕
妇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巨大儿发生率均较正常

体重增长孕妇为高，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剖宫产率、
产后出血发生率、早产儿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肥胖者中过多体

重增长孕妇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均较正常体重增

长孕妇为高，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巨大儿发生率、剖
宫产率、产后出血发生率、早产儿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肥胖组

和超重组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剖宫产率及巨大

儿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组和低体重组孕妇（Ｐ＜０．０１），在早
产的发生方面，四组孕妇无明显差异。详见表３。

３　讨论
　　孕期体重管理一直是围产期保健的重要内容之一。孕期
过多或过少的体重增加与母体及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均有关系。

孕期体重增长过缓与小样儿、早产等有关；低出生体重与其成

年后的糖耐量异常、冠心病和高血压的发生有关，是除饮酒、吸

烟等危险因素外的独立因素。过多的孕期体重增加则可使孕

妇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巨

大儿发生率也明显增加［１－２］，也大大提升了剖宫产率［３］。

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在 ＩＯＭ推荐的范围之内的孕
期体重增加可产生较好的妊娠结局。按照２００９年 ＩＯ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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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４７４７例孕妇中孕前体重低体重组占１６．９８％、正常组占
７２．４０％、超重组占９．３３％、肥胖组占１．３３％；其中１３．７７％的
低体重孕妇、２４．２９％的正常体重孕妇、４７．４０％的超重孕妇和
６６．６７％的肥胖孕妇存在过多的体重增长，总体７４．８１％的孕妇
孕期体重的增加是符合 ＩＯＭ指南的，高于周玲等报道的
６０％［４］。随着孕前体重增加，孕期体重增长超出指南要求的比

例逐渐增加。在四组孕妇中，无论哪组，孕期过多体重增长者，

其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病均正常体重增加

者明显增加；除肥胖组外，其他三组过多体重增长者的剖宫产

率和产后出血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正常体重增加者。孕前肥

胖组和超重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巨大儿发生

率及剖宫产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组和低体重组孕妇，与周俊、张

清等［５－６］报道的相符。

表３　四组孕妇体重正常增长与过多增长孕期并发症和分娩结局（ｎ，％）

组别 ｎ 糖代谢异常 妊娠高血压 剖宫产 产后出血 早产 巨大儿

低体重组 ８０６ １１（１．３６） １２（１．４９） ２２６（２８．０４） １１（１．３６） ４８（５．９６） ９（１．１２）
正常增长 ６９５ ６（０．８６） ７（１．０１） １８２（２６．１９） ８（１．１５） ３９（５．６１） ５（０．７２）
过多增长 １１１ ５（４．５０） ５（４．５０） ４４（３９．６４） ３（２．７０） ９（８．１１） ４（３．６０）
χ２值 ６．９２ ５．７８ ８．５８ ０．７５ １．０７ ４．８４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正常组 ３４３７ ８５（２．４７） ６９（２．００） １４７２（４２．８２） ２９（０．８４） １４５（４．２２） １８０（５．２４）
正常增长 ２６０２ ５１（１．９６） ３８（１．４６） １００３（３８．５５） １５（０．５８） １１２（４．３０） ９３（３．５７）
过多增长 ８３５ ３４（４．０７） ３１（３．７１） ４６９（５６．１７） １４（１．６８） ３３（３．９５） ８７（１０．４２）
χ２值 １１．６９ １６．３０ １１１．７９ ９．１５ ０．１９ ５９．６８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超重组 ４４３ ６５（１４．６７） ２５（５．６４） ２３５（５３．０５） ９（２．０３） ２８（６．３２） ５１（１１．５１）
正常增长 ２３３ ２１（９．０１） ６（２．５８） １１４（４８．９３） ４（１．７２） １８（７．７２） １４（６．０１）
过多增长 ２１０ ４４（２０．９５） １９（９．０５） １２１（５７．６２） ５（２．３８） １０（６．１９） ３７（１７．６１）
χ２值 １２．５８ ８．６９ ３．３５ ０．０２ １．６４ １４．６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肥胖组 ６３ ３６（５７．１４） ２８（４４．４４） ４４（６９．８４） １９（３０．１６） ４（６．３５） １９（３０．１６）
正常增长 ２１ ８（３８．１０） ３（１４．２９） １３（６１．９０） ５（２３．８１） ２（９．５２） ４（１９．０５）
过多增长 ４２ ２８（６６．６７） ２５（５９．５２） ３１（７３．８１） １４（３３．３３） ２（４．７６） １５（３５．７１）
χ２值 ４．６７ １１．６０ ０．９４ ０．６０ ０．０３ １．８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导致孕期体重不合理增长的原因，ＡｌｔｈｕｉｚｅｎＥ等［７］的研究

表明过多的体重增加与运动、饮食、睡眠时间等均相关。因此，

在整个孕期要获得一个合适的体重增长，应向孕妇提供有关饮

食、运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合理建议和知识，尤其要强调平衡

健康的饮食，避免不适当的热量摄入［８］。孕妇的饮食既要满足

胎儿生长发育的营养需要，又要满足孕妇控制血糖理想、无酮

症发生的需要，要避免过多的体重增长。孕期可在身体允许的

条件下适当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骑车、游泳等，

适当运动可提高胰岛素敏感度，改善血糖和血脂水平，减轻体

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孕期营养不良主要表现为

营养过剩，故孕期营养过剩、胎儿高血糖暴露对母儿健康的影

响值得进一步关注［９］。围产期是生命过程中的发育关键时期，

孕妇的营养可以改变胎儿的生长和发育，孕期营养不足可致胎

儿成年后脂肪组织及体质指数的增加；孕前孕母的营养状况和

其孕期的营养也与其后代成年后慢性病的易患性密切相关，甚

至对生育也可存在影响［１０］。

综上所述，孕前体重指数过高或过低及孕期体重过多增长

可导致不良妊娠结局，且可影响子代成年以后的健康。因此，

为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围生期保健质量，降低剖宫产率，我们应

进一步加强对育龄期妇女的孕前保健指导，使其保持理想的孕

前体重指数；对围生期的孕妇，进行营养指导，制订科学的个体

化的体重规划；对孕前体重指数过高或过低的孕妇和孕期体重

增长超出ＩＯＭ指南的孕妇，应列为高危孕妇，对其加强管理，以
减少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改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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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宫腔镜治疗胚物残留３０例临床分析
李静文，姚恒

【摘　要】　目的　探讨利用宫腔镜技术治疗胚物残留的优势。方法　回顾分析近２年间利用宫腔镜技术治疗胚物残
留患者３０例，其中早孕人流术后绒毛残留２２例，中孕引产后胎盘残留植入５例，胎骨残留１例，晚孕产后胎盘植入２
例，宫腔镜治疗前患者均经历１～３次刮宫术，全部患者均在Ｂ超监护下行宫腔镜下宫内异物电切术（ＴＣＲＦ）。结果　３０
例胚物残留患者均一次ＴＣＲＦ手术成功，１例中孕引产后残留胚物直径４．５ｃｍ术后发生 ＴＵＲＰ综合征，经治疗好转，无
空气栓塞、子宫穿孔等并发症发生，术后常规预防感染，切除组织创面较大或刮宫次数≥２次的早孕胚物残留患者术后
给予激素周期治疗一次后行宫腔镜检查复查以预防宫腔粘连。全部患者随访 βＨＣＧ值均短期内恢复正常，阴道出血
止，月经对月来潮。结论　胚物残留患者在Ｂ超监护下行ＴＣＲＦ治疗微创、有效、安全，值得推广。
【关键词】　宫腔镜；胚物残留；电切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２９０２

　　胚物残留是妊娠组织如绒毛组织、胎盘组织或胎骨残留于
宫腔，可发生于孕早、中、晚期，残留时间过长可引起阴道长期

不规则出血、感染、宫腔粘连、闭经、不孕等症状，使用传统的刮

宫术往往难以一次清除干净，多次刮宫可造成子宫内膜损伤、

感染、宫腔粘连，我院自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使用宫腔镜技术治疗胚
物残留，定位准确，电切或取出完整，微创，无严重并发症发生，

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我院收治的
胚物残留患者３０例，患者年龄１９～４２岁，早孕清宫２次以上或
距上次清宫术１月以上 Ｂ超仍提示宫腔内异常回声２２例；中
孕引产或流产时发现胎盘粘连清宫２次后 Ｂ超仍提示宫腔内
异常回声者５例；胎骨残留１例，既往有孕３月钳刮术病史；晚
孕产后胎盘植入２例。所有患者均非初孕妇，临床症状表现不
一，早孕胚物残留患者阴道不规则出血１６例，经量明显减少２
例，闭经４例，胎骨残留患者无任何临床症状，因不孕就诊时，
彩超提示宫腔内强回声，孕中晚期胎盘粘连、植入患者阴道出

血淋漓不尽 １月以上，血 βＨＣＧ升高者 １０例，１０．３～１０２．５
ｍｍｏｌ／ｍｌ，其余均正常，彩超提示宫腔内异常回声、低回声团块
或强回声，直径０．５～４．５ｃｍ，孕中晚期胎盘粘连、植入患者病
灶有少许血流信号。结合患者病史、体检，彩超及血βＨＣＧ，均
诊断明确。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设备及灌流液　宫腔镜检查镜、治疗镜及电切镜均为
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生产，外鞘直径４．５ｃｍ或５．５ｃｍ持续灌
流诊断镜，６．５ｃｍ治疗镜及８．５ｃｍ等离子双极电切镜，灌流液
为生理盐水。

１２２　术前准备　３０例患者均行术前常规检查如三大常规，
血生化、凝血三项、心电图及胸片无异常，术前晚８时宫颈管放
置扩张棒行宫颈预处理。

１２３　手术方式　患者行腰麻后取膀胱截石位，取出宫颈扩
张棒，先行宫腔镜检查术，了解宫颈管、宫腔形态，宫腔内残留

胚物的大小、形态、位置及有无宫腔粘连，子宫畸形。扩张宫口

至１１号，胎骨残留者置治疗镜，用异物钳钳夹胎骨取出，绒毛
或胎盘残留者置等离子电切镜，用环状电极电切残留胚物，若

胚物直径＞３ｃｍ，可配合卵圆钳在Ｂ超监测下钳夹扭转取出大
块组织，再置镜电切剩余胚物，胎盘植入患者在电切过程中需

随时Ｂ超监测电切深度，避免子宫穿孔，病灶直径较大或胎盘
植入患者电切完毕宫腔置Ｆｏｌｅｙ球囊导尿管注生理盐水压迫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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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６～８ｈ，合并宫腔粘连着用针状电极划开粘连组织，合并中
隔子宫者可同时切除中隔。切除组织均送病理检查提示为胎

盘组织，部分报告有感染，退变、坏死。

２　结果
２１　宫腔镜检查　早孕绒毛残留宫腔镜下可见白色绒毛组
织，残留时间长者为淡黄色或灰白色，位置多位于宫腔近左右

宫角处，胎盘粘连或植入者镜下见暗红色胎盘块物位于宫腔

前、后或侧壁，与宫壁分界不清，电切到肌壁时仍可见淡黄色或

暗红色胎盘组织。

２２　治疗情况　２２例早孕绒毛残留患者，残留胚物直径０．５～
３．０ｃｍ，均一次电切净，合并宫腔粘连６例，同时行宫腔粘连电
切术，手术时间２０．５～３５ｍｉｎ，术中出血１５～４０ｍｌ，１例胎骨残
留患者，胎骨直径０．６ｃｍ，取出迅速，７例中晚孕产后胎盘粘连、
残留患者，病灶直径２．５～４．５ｃｍ，Ｂ超监测下均切净病灶，手
术时间４０．５～５５．０ｍｉｎ，出血５０～８０ｍｌ。１例中孕引产后胎盘
粘连患者，病灶直径４．５ｃｍ，术中２次宫缩乏力出血稍多，加强
宫缩后好转，手术时间５０ｍｉｎ，术后发生中度 ＴＵＲＰ综合征，经
静推速尿２０ｍｇ，补充生理盐水后治愈，无子宫穿孔、空气栓塞
等并发症发生。

２３　术后处理及随访　术后除给予预防感染，切除组织创面
较大或刮宫次数≥２次的早孕胚物残留患者术后给予补佳乐片
３ｍｇ，口服，２次／ｄ，持续２０ｄ，后１０ｄ加用黄体酮胶丸１００ｍｇ／
ｄ，口服，停药撤退性出血后宫腔镜检查，发现宫腔粘连者镜体
即可分开。随访血 βＨＣＧ升高的１０例患者术后１～２周恢复
正常。阴道出血２～１０ｄ天均血止，月经均对月来潮，经后复查
彩超示宫腔内无异常回声。

３　讨论
　　胚物残留的发生与既往不良孕产史有关，既往宫腔操作次
数越多，子宫内膜损伤的可能性越大，胚物残留发生的风险越

高［１］。根据患者病史、体检、盆腔彩超及血βＨＣＧ，诊断多可明
确。邓翠兰对药物流产或人工流产术后１４ｄ内 Ｂ超诊断宫内
残留的患者应用Ｂ超引导下实施刮宫术，手术全部一次成功，
成功率１００％［２］，但若胚物残留时间长，传统治疗方法刮宫术因

依赖操作者经验、手感操作，定位不准确，且胚物残留时间长，

常与宫壁粘连紧密，中晚孕产后胎盘粘连植入者残留组织较

大，即使在Ｂ超引导下吸刮宫腔亦很难一次刮净，胎骨则更不
易刮出，多次刮宫术可造成或加重宫腔粘连，导致闭经，不

孕［３］。宫腔镜检查因其直观、微创成为宫腔内病变诊断的金标

准［４］，镜下可清晰的观察到残留胚物的形态、大小、位置，配合

Ｂ超可了解胚物植入肌层的深度，ＴＣＲＦ术安全、微创、成功率
高，是胚物残留患者的最佳选择［５］。本文３０例胚物残留患者
行宫腔镜检查术及ＴＣＲＦ术均一次手术成功，无严重并发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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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在治疗子宫恶性肿瘤的临床应用
黎勇明

【摘　要】　目的　分析探讨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在治疗子宫恶性肿瘤中的临床应用及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
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于贵港市人民医院妇科进行腹腔镜下广泛全子宫切除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的３０例子宫恶性
肿瘤患者（其中１６例子宫颈癌，１４例子宫内膜癌），统计并分析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情况、淋巴结切除数目以及
手术预后情况等。结果　广泛全子宫切除术成功率９０％，盆腔淋巴结切除术成功率１００％，手术平均时间为（１９３．５±
２１．４）ｍｉｎ，术中平均出血量为（３０２．５±８７．９）ｍｌ，切除淋巴结平均数目为（１５．５±６．２）个。结论　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
应用于子宫恶性肿瘤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提高了该种疾病的治愈率，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推广及应用。

【关键词】　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子宫恶性肿瘤；临床应用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Ｒ７３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３００２

　　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子宫恶性肿瘤的首选方法是手术切
除，在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出现前，经腹广泛子宫切除及盆腔

淋巴清扫术是主要的手术方式，但此种方法由于其腹部损伤

大、暴露时间长、出血多以及术后恢复慢而逐渐被淘汰。腹腔

镜手术由于其创伤小、术中视野清晰、术后恢复快等优点［１］而

逐渐应用于妇科，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即并腹腔镜下广泛全子

宫切除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现广泛应用于临床妇科肿瘤的治

疗中。本研究收集回顾归纳分析于我科行腹腔镜子宫根治术

的３０例子宫恶性肿瘤患者，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院行腹
腔镜下子宫根治术治疗的患者３０例（宫颈癌１６例，子宫内膜
癌１４例），年龄在３１～７３岁之间，平均年龄（４５．６±７．３）岁；３０
例患者平均体重（５９．１±４．５）ｋｇ；按照 ＦＩＧＯ２０００年分期标准
进行临床分期得宫颈癌Ⅰａ期１例，Ⅰｂ期９例，Ⅱａ期６例，鳞
癌１３例，宫颈腺癌３例；内膜癌Ⅰａ期４例，Ⅰｂ期１０例，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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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宫颈癌患者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年龄、体重无差异，３０
例患者诊断明确，均在手术指征范围内且无手术禁忌症。

１２　术前准备及麻醉　于手术前２～３ｄ禁食并进行阴道及肠
道准备，麻醉方式为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使患者保持头低

臀高位。

１３　手术操作　全麻后，留置举宫杯及尿管，第一个穿刺点在
脐上３ｃｍ处，将ＣＯ２注入腹腔内，随后导入腹腔镜；第二和第
三穿刺点在左下腹部，右下腹为第四穿刺点，整个操作过程中

需保持腹腔内ＣＯ２压维持在１４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左右。子宫根治术过程中先进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再进行广

泛子宫切除术，宫颈癌患者行腹腔镜下盆腔淋巴结切除加广泛

全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子宫内膜癌行腹腔镜下盆腔淋巴结切

除加广泛全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术［２］，双极电凝闭合输卵管伞

端，并取盆腹腔冲洗液送细胞学检查。手术完成缝合阴道残

端，腹腔镜再次探查有无脏器损伤及出血，盆腔留置引流管１
根，清理盆腔，缝合腹壁切口。术后进行常规抗感染治疗。

１４　观察指标及计算方法　术后统计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手术并发症、肛门排气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及切除淋巴结数

生，治疗体会如下：①根据患者病史、体检、盆腔彩超及血 β
ＨＣＧ，术前诊断多可明确，这就使得可将宫腔镜检查术和宫腔
镜电切术一次进行，缩短治疗周期。②残留胚物直径 ＞３ｃｍ
者，可参照子宫黏膜下肌瘤电切术的方法，用环状电极在残留

胚物游离最大径线两端顺行切割，切出蜂腰状凹陷，再在 Ｂ超
监测下用有齿卵圆钳钳夹病灶，扭转牵拉取出，再置镜切除剩

余病灶［６］，如此可缩短电切时间，避免 ＴＵＲＰ综合征发生。③
中晚孕产后胎盘粘连植入患者手术时间的选择，需待子宫复旧

至如孕２月子宫大小以下，否则宫腔深度 ＞１２ｃｍ，电切镜操作
长度达不到宫底，无法完成电切任务，子宫过大，术中亦易出现

宫缩乏力，大出血，在选择准备行宫腔镜的此类患者术前，可加

强宫缩，促进子宫复旧，加用米非司酮，中药生化汤，使残留胚

物软化、松动易于一次电切完全。④胎盘植入患者术前若Ｂ超
提示病灶周围血流丰富者，最好给予一疗程 ＭＴＸ杀胚治疗，待
病灶灭活，坏死，周围血流减少或消失后再行电切术，可减少术

中大出血的风险，缩短手术时间，若胎盘植入较深，距浆膜层 ＜
５ｍｍ，则不能强求一次切净病灶，避免子宫穿孔［７］，术毕宫腔可

至Ｆｏｌｅｙ球囊导尿管注水行宫腔压迫，预防术后出血，注水后 Ｂ
超显示球囊直径与病灶直径相似［８］。⑤合并宫腔粘连的患者
术中用针状电极划开粘连组织，术后使用天然雌激素补佳乐促

进子宫内膜修复，预防宫腔再次粘连，术后早期宫腔镜检查及

时松解再次形成的纤细粘连带［４］。⑥选用腰麻，术中患者处于
清醒状态，能及时反映术中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如头痛、胸

闷、心慌、呼吸困难、恶心呕吐，提醒术者警惕空气栓塞，ＴＵＲＰ

综合征的发生，及时停止手术。

总之，宫腔镜治疗胚物残留，微创、有效、安全，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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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尿潴留指术后５ｄ拔尿管后测膀胱残余尿量 ＞１００ｍｌ，需
重置尿管者；出血量即吸引瓶内的液体总量减去冲洗液量。

２　结果
２１　手术情况　２７例均腹腔镜下顺利完成手术，有３例中转
开腹，中转开腹率１０％，广泛全子宫切除术成功２７例，成功率
９０％，盆腔淋巴结切除术成功率１００％，手术最短时间１５８ｍｉｎ，
最长时间２５３ｍｉｎ，平均（１９３．５±２１．４）ｍｉｎ，术中平均出血量
（３０２．５±８７．９）ｍｌ，最多出血量达５４０ｍｌ，最少为２９０ｍｌ，切除
淋巴结数目最少为８个，最多１９个，平均数目为（１５．５±６．２）
个，１例患者的腹水细胞学检查呈阳性，淋巴结阳性２例。
２２　并发症　尿潴留２例，发生率６．６％（２／３０）；输尿管漏１
例，发生率３．３％（１／３０）；术中膀胱损伤１例，发生率３．３％（１／
３０）；术后无淋巴囊肿、气体栓塞。
２３　术后病理组织检查　术后病理分级同术前，１４例子宫内
膜癌中，盆腔淋巴结转移３例，１６例宫颈癌患者中，盆腔淋巴结
转移５例。
２４　恢复情况及随访　术后平均住院（９．２±８．４）ｄ；平均肛门
排气时间为（１．４±１．８）ｄ；全部定期门诊随访，最短５个月，最
长１８个月，均无肿瘤复发。

３　讨论
　　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子宫恶性肿瘤的首选方法是手术切
除，在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出现前，经腹广泛子宫切除及盆腔

淋巴清扫术是主要的手术方式，但此种方法由于其腹部损伤

大、暴露时间长、出血多以及术后恢复慢而逐渐被淘汰。近几

年来，腹腔镜下手术由于其独特的优势逐渐代替了经腹广泛子

宫切除及盆腔淋巴清扫术，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报道了有关

腹腔镜下根治术用于子宫恶性肿瘤的病例。２０世纪初，腹腔镜
下广泛全子宫切除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的手术操作，临床治疗

效果，手术后并发症以及恢复情况等在国内有所报道［３］。手术

视野清晰明朗是腹腔镜下根治术的优势，利用此优势可全面且

细致地检查盆、腹腔脏器，可避免开腹手术大切口造成的盆、腹

腔粘连及术后患者的疼痛，提高了患者手术治疗的信心和术后

的生活质量；而腹腔镜下盆腔手术切除的范围与腹式手术相

同［４］。此外，腹腔镜手术的刺激作用促进宫颈癌患者宫颈癌细

胞的凋亡，并抑制宫颈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５］。国内外许多学

者已阐明了应用腹腔镜进行盆腔淋巴清扫术，与开腹手术的效

果是相同的，但腹腔镜手术与传统开腹手术相比，有独特的微

创性和放大作用，使组织解剖层次更清晰，但手术操作复杂，风

险高，因此不仅需要配备先进的设备仪器，而且手术操作者要

具备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还要配合默契，才能发挥腹腔

镜手术的优点，否则，不仅达不到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效果，同

时也会增加手术的风险，因为腹腔镜手术的时间比传统的经腹

手术时间长，手术出血量更多，但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比传统

经腹手术术后恢复快，并发症更少，其疗效已得到了临床医生

的肯定。

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手术过程中操作者需重视以下注意

事项：采用逆行清扫对淋巴结进行清扫；腹股沟深处的组织充

分暴露于视野中后再清扫腹股沟深处，清扫过程中要小心，动

作要精确，力度适中，以免损伤周围组织或邻近器官；在分离神

经或组织时要使用吸引器进行钝性分离以及超声刀凝切，不可

用力撕扯组织或神经；为了避免损伤输尿管，手术过程中要用

超声刀开通输尿管隧道；为减少手术出血，在结扎子宫血管以

及卵巢血管时最好使用丝线进行结扎；分别先后使用双极电凝

以及超声刀来处理子宫韧带及血管［６－８］。

本研究３０例经腹腔镜下子宫根治术治疗的子宫恶性肿瘤
患者，在手术后发生尿潴留２例，发生率６．６％（２／３０）；输尿管
漏１例，发生率３．３％（１／３０）；术中膀胱损伤１例，发生率３．３％
（１／３０）；术后无淋巴囊肿、气体栓塞的发生。因此、在手术操作
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膀胱和输尿管，在膀胱宫颈间隙分离时、下

推膀胱时动作要精确，以免对膀胱周围的神经造成损失［９－１０］。

为了减少尿潴留的发生，在切除子宫及阴道周围组织时要尽量

避免切除支配膀胱及尿道的神经。由此可见腹腔镜下手术也

会出现开腹手术出现的手术并发症，因此，操作者需具备扎实

的专业基础，精确轻柔的操作动作，具备双极电凝等手术设备

的正确使用方法，及时处理发生的并发症，将手术危害降至最

低，使患者最大化的获益。

综上所述，先进的手术设备，专业的医护人员，熟练准确的

操作以及医护人员之间默契的配合，都是成功进行腹腔镜下子

宫根治术的基础和保障。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腹腔镜下子宫根

治术手术因效果明显，具有成功率高，手术创伤小，手术出血

少，术后恢复快，患者痛苦小等优势，得到了广大的医护人员以

及患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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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肥胖儿童非酒精脂肪肝与糖、脂代谢的关系
朱蓓，张海瑛，蔡锡顶

【摘　要】　目的　探讨肥胖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病（ＮＡＦＬＤ）的发生与糖、脂代谢异常的关系。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年间，浙江舟山医院收治的６０例单纯性肥胖患儿的临床及实验室资料，根据是否伴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病（ＮＡＦＬＤ）
分为脂肪肝组和不伴脂肪肝组，分析体质指数（ＢＭＩ）、空腹血糖（ＦＰＧ）、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
ＩＲ）、血清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结果　６０例
单纯肥胖儿童中，脂肪肝组３３例，占５５％，不伴脂肪肝组２７例，占４５％。脂肪肝组ＴＧ、ＴＣ、ＬＤＬＣ异常的检出率明显高
于不伴脂肪肝组（Ｐ＜０．０５），ＦＰＧ及ＨＤＬＣ异常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脂肪肝组ＢＭＩ、ＦＩＮＳ、ＨＯＭＡＩＲ、ＴＧ、ＴＣ、ＬＤＬ
Ｃ均明显高于不伴脂肪肝组（Ｐ＜０．０５），ＦＰＧ及ＨＤＬ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伴ＮＡＦＬＤ肥胖儿童的糖、脂代谢紊
乱程度较不伴ＮＡＦＬＤ的肥胖儿童更加严重，说明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紊乱在ＮＡＦＬＤ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肥胖；儿童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５　Ｒ５８９．２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３２０２

　　随着全球肥胖儿童显著增加，肥胖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ＮＡＦＬＤ）发病率明显升高，已成为儿童慢性肝病的最常见原
因。目前，ＮＡＦＬ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对成人脂肪肝的研究发
现，ＮＡＦＬＤ的发生是由于胰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肥
胖，２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等代谢紊乱疾病［１］。因此，为进一步

探讨肥胖儿童ＮＡＦＬＤ的发生与糖、脂代谢异常的关系，我们对
６０例单纯性肥胖儿童和其中３３例伴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我院儿科
内分泌门诊就诊的诊断为单纯性肥胖的病例６０例作为研究对
象，男４６例，女１４例；年龄７１５岁，平均年龄为（１０．８２±２．１３）
岁。单纯性肥胖的诊断标准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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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排除由内分

泌、遗传代谢性等疾病引起的继发性肥胖。根据是否伴有

ＮＡＦＬＤ分为ＮＡＦＬＤ组和不伴 ＮＡＦＬＤ组，肥胖儿童 ＮＡＦＬＤ的
诊断标准依据文献［３］。

１２　分析方法
１２１　检查项目　测量患儿的身高和体质量，计算体质指数
（ＢＭＩ）。早晨空腹１２ｈ后取肘静脉血，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ｍｉｎ后，分离上层血清，检测空腹血糖（ＦＰＧ）、空腹胰岛素
（ＦＩＮＳ）、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谷丙转氨酶及谷草
转氨酶。

１２２　空腹血糖、血脂异常判定标准　依据文献［４］：ＦＰＧ≥５．６
ｍｍｏｌ／Ｌ，ＴＧ≥１．２４ｍｍｏｌ／Ｌ，ＴＣ≥４．６７ｍｍｏｌ／Ｌ，ＬＤＬＣ≥２．８５
ｍｍｏｌ／Ｌ，ＨＤＬＣ≤１．０３ｍｍｏｌ／Ｌ。
１２３　肝脏Ｂ超检查　空腹８～１２ｈ后，采用西门子公司Ａｃｕ
ｓｏｎＳｅｑｕｏｉａ５１２型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３．５～５．０ＭＨｚ）行肝
脏Ｂ超检查。根据肝脏影像学特点诊断肝脏脂肪是否病变［３］。

１２４　胰岛素抵抗评估　采用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胰
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ＦＰＧ×ＦＩＮＳ／２２．５，取其自然对数
比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伴或不伴 ＮＡＦＬＤ
肥胖儿童两数据用Ｌｅｖｅｎｅ’ｓ方差齐性检验，两组之间比较用两
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所有数据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３．０处理。

２　结果
２１　伴或不伴ＮＡＦＬＤ肥胖儿童检出情况　伴有 ＮＡＦＬＤ的肥
胖儿童３３例，为脂肪肝组，年龄（１１．２９±２．４５）岁，其中男２７
例、女６例；不伴ＮＡＦＬＤ的单纯性肥胖儿童２７例，为不伴脂肪
肝组，年龄（９．６４±１．９９）岁，其中男１９例、女８例。
２２　伴或不伴ＮＡＦＬＤ的肥胖儿童 ＦＰＧ和血脂异常检出率的
比较　与不伴 ＮＡＦＬＤ的肥胖儿童比较，伴 ＮＡＦＬＤ儿童 ＴＧ、
ＴＣ、ＬＤＬＣ异常的检出率显著增高（Ｐ＜０．０５），ＦＰＧ及 ＨＤＬＣ
异常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肥胖儿童ＦＰＧ、血脂异常检出率的比较（ｎ，％）

组别 ｎ ＦＰＧ异常 ＴＧ异常 ＴＣ异常 ＬＤＬＣ异常 ＨＤＬＣ异常

伴ＮＡＦＬＤ组 ３３ ２（６．１） １３（３９．４） １３（３９．４） １４（４２．４） ３（９．１）
不伴ＮＡＦＬＤ组 ２７ １（３．７） ４（１４．８） ３（１１．１） ３（１１．１） ２（１１．１）
χ２值 － ４．４１８ ６．０７４ ７．１７１ －
Ｐ值 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６４９

　　注：“－”为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值法。
２３　伴或不伴 ＮＡＦＬＤ的肥胖儿童 ＢＭＩ、血糖、血脂代谢指标
比较　与不伴ＮＡＦＬＤ的肥胖儿童比较，伴ＮＡＦＬＤ的肥胖儿童
ＢＭＩ、ＦＩＮＳ、ＨＯＭＡＩＲ、ＴＧ、ＴＣ、ＬＤＬＣ均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伴ＮＡＦＬＤ组的ＦＰＧ较不伴 ＮＡＦＬＤ组的增
高，ＨＤＬＣ较不伴ＮＡＦＬＤ组的降低，但差异皆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２。

表２　两组肥胖儿童体质指数、血糖、血脂代谢指标的比较

组别 ｎ
ＢＭＩ

（ｋｇ／ｍ２）
ＦＰＧ

（ｍｍｏｌ／Ｌ）
ＦＩＮＳ
（ＩＵ／ｍｌ）

ＨＯＭＡＩＲ
ＴＧ

（ｍｍｏｌ／Ｌ）
ＴＣ

（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伴ＮＡＦＬＤ组 ３３ ２８．３６±３．８９ ４．６７±０．５８ １４．９１±７．６５ ３．１６±１．８１ １．４１±０．５６ ４．６９±０．５２ ２．８０±０．６４ １．２５±０．１９
不伴ＮＡＦＬＤ组 ２７ ２５．４４±３．３２ ４．３１±０．６８ １０．３２±５．１６ ２．２５±１．１５ １．１０±０．８２ ４．１０±０．６４ ２．４６±０．４７ １．３２±０．２６
ｔ值 ２．９６ ２．６８ ２．６５７ ２．５７ ２．１２ ３．９０ ２．２４ ３．２５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３

３　讨论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ＮＡＦＬＤ）是指除酒精和其他明确的

作者单位：３１６０００浙江省舟山市，舟山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朱蓓，电子信箱：ｚｈｕｂｅｉ０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损肝因素所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主要特征的

临床病理综合征，包括单纯性脂肪肝以及由其演变的脂肪性肝

炎（ＮＡＳＨ）和肝硬化［３］。自１９８３年 Ｍｏｒａｎ首次报道儿童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病以来［５］，随着儿童肥胖流行的日趋严重，儿童

ＮＡＦＬＤ日益受到关注。 （下转第１８２１页）

·２３７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全科临床研究·

ＰＣＩ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心电图 Ｊ波的影响及意义
周元松，翟永军，于智勇

【摘　要】　目的　研究经皮冠脉介入治疗（ＰＣＩ）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心电图下壁导联
（Ⅱ、Ⅲ、ａＶＦ）缺血性Ｊ波的影响并探讨其意义。方法　选择经过确诊并行ＰＣＩ治疗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
定型心绞痛患者４６例，分别测量每一例患者ＰＣＩ术前和ＰＣＩ术后２４ｈ内体表心电图下壁Ⅱ、Ⅲ、ａＶＦ导联Ｊ波的振幅和
时限，并分析Ｊ波的振幅和时限变化，对比分析Ｊ波的发生率、振幅和时限变化。结果　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ＰＣＩ术后
２４ｈ内心电图上Ⅱ、Ⅲ、ａＶＦ导联Ｊ波的发生率均较 ＰＣＩ术前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ＰＣＩ术后
Ⅱ、Ⅲ、ａＶＦ导联上Ｊ波振幅、时限均低于ＰＣＩ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
心绞痛患者中，ＰＣＩ术能够降低其心电图Ⅱ、Ⅲ、ａＶＦ导联上Ｊ波发生率、振幅和时限，其机制考虑可能与ＰＣＩ改善心肌缺
血有关。

【关键词】　不稳定型心绞痛；经皮冠脉介入治疗；缺血性Ｊ波；心电图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４２　Ｒ５４０．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３３０２

　　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ｇｉｎａｐｅｃｔｏｒｉｓ，ＵＡＰ）是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常见的临床类型［１］。患者往往病情较重，

容易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左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急

性缺血事件。早期诊断并及时合理的药物治疗及必要时介入

干预可有效改善心肌缺血、避免严重的急性心血管事件，因而

十分必要。目前，临床上有多种炎症指标判断不稳定心绞痛患

者的病情、治疗效果及预后［２］。心电图因其无创、方便、与心肌

缺血的相关性较好而受到临床医师的重视［３］，目前心电图的 Ｊ
波研究是热点之一。

心电图Ｊ波是心电图上介于ＱＲＳ波与ＳＴ段之间的Ｊ点抬
高≥０．１ｍＶ，时限≥２０ｍｓ的圆顶状或驼峰状电位变化，又称为
Ｏｓｂｏｒｎ波。心电学研究发现，严重急性心肌缺血事件发生时，
心电图上常可观测到新出现 Ｊ波或原有 Ｊ波的振幅增高／时限
延长的现象，称为缺血性 Ｊ波，是心肌严重缺血超急期的心电
图改变之一。另外，有资料显示在不稳定型心绞痛中 Ｊ波在
Ⅱ、Ⅲ、ａＶＦ导联的发生率最大，且振幅和时限均较其他导联明
显［４］。

由上述两项研究结果得到启示，Ⅱ、Ⅲ、ａＶＦ导联 Ｊ波的出
现可反映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超急性期的心肌缺血，提示需要

尽早干预措施。由此提出问题：若对有Ⅱ、Ⅲ、ａＶＦ导联缺血性
Ｊ波改变的不稳定心绞痛患者及时行 ＰＣＩ术，术后相应的心电
变化如何？本研究拟针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在太和县人
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临床确诊为不稳定型心绞痛并行经皮

冠脉介入治疗患者４６例，均于术前及术后２４ｈ内记录其心电
图。所有患者均排除低温、心源性休克、酸碱平衡失调及电解

质紊乱、脑血管意外等表现。患者基线资料：男性２５例，女性
２１例，年龄６０～７０岁，平均（６７±１４）岁，心率５５～８６次／ｍｉｎ，
平均（７５．０±１７．３）次／ｍｉｎ。其中合并高血压病１０例，合并高
脂血症１４例，合并糖尿病４例。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Ｊ波的测量与标准　心电图显示至少两个导联以上可

测定Ｊ波后的顿挫，持续时间 ＞０．０３ｓ，振幅 ＞０．０５ｍＶ。形成
尖峰状、驼峰状、圆顶状。分析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经 ＰＣＩ治
疗前后缺血性Ｊ波的发生率及参数变化。
１２２　不稳定型心绞痛的诊断　①ＵＡＰ的诊断应根据心绞痛
发作的性质、特点、发作时体征和发作时心电图改变以及冠心

病危险因素等结合临床综合判断，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②心
绞痛发作时，心电图 ＳＴ段抬高和压低的动态变化最具诊断价
值，应及时记录发作时和症状缓解后的心电图，动态ＳＴ段水平
型或下斜型压低≥１ｍｍ或 ＳＴ段抬高（肢体导联≥１ｍｍ，胸导
联≥２ｍｍ）有诊断意义。若发作时倒置的Ｔ波呈伪性改变（假
正常化），发作后Ｔ波恢复原倒置状态；或以前心电图正常者近
期内出现心前区多导联Ｔ波深倒，在排除非Ｑ波性ＡＭＩ后结合
临床也应考虑ＵＡＰ的诊断。当发作时心电图显示ＳＴ段压低≥
０．５ｍｍ但＜１ｍｍ时，仍需高度怀疑患本病。③ＳＴＴ异常还应
排除有左室室壁瘤、心包炎、肥厚性心肌病、早期复极和预激综

合征以及由三环类抗抑郁药和吩噻嗪类药物引起等［５］。

１２３　心电图检查　所有入选患者 ＰＣＩ术前、术后２４ｈ内至
少各记录一次心电图，并记录Ⅱ、Ⅲ、ａＶＦ导联的 Ｊ波振幅和时
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专业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对比用 ｔ检验，配对资料比较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所有患者ＰＣＩ术前、术后２４ｈ内心电图Ⅱ、Ⅲ、ａＶＦ导联 Ｊ
波的发生率均较术前减少，其中Ⅱ导联的发生率最高。见表１。
表１　患者ＰＣＩ术前、术后２４ｈ内Ⅱ、Ⅲ、ａＶＦ导联Ｊ波发生情况的比较（ｎ，％）

时间 Ⅱ Ⅲ ａＶＦ

ＰＣＩ术前 ４０（８７） ３４（７４） ３８（８３）
ＰＣＩ术后 ２１（４６） １６（３５） １２（２６）

　　注：与ＰＣＩ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所有患者ＰＣＩ术后Ⅱ、Ⅲ、ａＶＦ导联 Ｊ波振幅、时限均低于
术前。见表２。

表２　患者ＰＣＩ术前、术后２４ｈ内心电图Ⅱ、Ⅲ、ａＶＦ导联Ｊ波的形态比较

时间
Ⅱ导联

振幅（ｍＶ） 时限（ｓ）
Ⅲ导联

振幅（ｍＶ） 时限（ｓ）
ａＶＦ导联

振幅（ｍＶ） 时限（ｓ）
ＰＣＩ术前 ０．０４５±０．０１３ ０．０３２±０．００９ ０．０５２±０．０１０ ０．０２８±０．００６ ０．０４７±０．００８ ０．０２３±０．００５
ＰＣＩ术后 ０．０２５±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注：与ＰＣＩ术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作者单位：２３６６０４安徽省太和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二病区
通讯作者：周元松，电子信箱：ｚｙｓｃｈｊｐ７７９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３　讨论
　　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ＡＰ）是指介于稳定型（下转第１７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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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３０例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特点及治疗
张苏宁，赵守松，崔琢

【摘　要】　目的　探讨结核性脑膜炎（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ｕｓ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ＴＢＭ）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３０例结核性
脑膜炎在抗结核化疗和鞘内注射前后的临床表现及脑脊液（ＣＳＦ）检查（常规、生化、乳酸ＬＡ、腺苷脱氨酶ＡＤＡ）的变化，
评价其治疗效果。结果　临床治愈２３例，３例遗留肢体瘫痪，２例植物生存状态，２例动眼神经损伤；治疗前 ＣＳＦ细胞
数、蛋白质、ＬＡ、ＡＤＡ均明显升高，氯化物明显下降；治疗第４周ＣＳＦ细胞数、蛋白质、ＬＡ、ＡＤＡ均明显下降，氯化物上升；
恢复期ＣＳＦ细胞数和蛋白质、ＬＡ、ＡＤＡ下降更明显，氯化物升高更明显。结论　结核性脑膜炎治疗的关键在于早发现、
早治疗，抗结核化疗、全身激素治疗及鞘内注射，脑脊液ＬＡ、ＡＤＡ及氯化物可作为判断早期治疗效果及预后的指标。
【关键词】　结核性脑膜炎；脑脊液；常规；生化；乳酸；腺苷脱氨酶；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２９．３　Ｒ４４６．１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３４０２

　　结核性脑膜炎是一种常见的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
疾病，是病情最严重的肺外结核病，是结核病死亡的主要原因

之一。早期发现和及时正确治疗是降低病死率和后遗症发生

率的关键。现对３０例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病历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旨在总结临床诊治经验，提高对本病的诊疗水平，改善

预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蚌埠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ＴＢＭ住院患者３０例。其中男性１７例，女
性１３例，年龄１９～７９岁，平均年龄（４２．５７±１５．４７）岁；合并肺
结核１８例，其中粟粒型肺结核５例；合并糖尿病８例；药物性肝
炎３例；乙肝１例；脑出血１例。３０例均有不同程度发热，体
温＞３９℃者１８例，头痛２８例，抽搐５例，意识障碍１５例，出现
精神症状１例，病理反射阳性１９例，脑膜刺激征阳性１９例，颈
项强直１２例，肢体瘫痪４例，动眼神经损伤２例，尿潴留６例。
１２　诊断标准　既往有结核病史或现症结核杆菌感染患者出
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头痛、头晕、抽搐、呕吐、精神症状、颅内

神经受损、意识障碍等）。明确 ＴＢＭ诊断者：ＣＳＦ抗酸染色和／
或培养阳性；疑似ＴＢＭ诊断者：ＣＳＦ抗酸染色和培养均阴性，排
除病毒性脑膜炎、隐球菌脑膜炎（印度墨汁涂片检查阴性），抗

炎治疗无效，经验性抗结核治疗有效。

１３　检查项目
１３１　脑脊液检查　全部患者入院当天行 ＣＳＦ检查，ＣＳＦ外
观多为无色、淡黄色或微黄色稍混浊；其中２４例 ＣＳＦ压力升
高，１４例ＣＳＦ压力＞３００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ＣＳＦ
抗酸染色阳性１例；ＣＳＦ结核杆菌培养阳性０例；ＣＳＦ常规、生

化、ＬＡ、ＡＤＡ检查见表１。
１３２　血沉及 ＰＰＤ检查　３０例血沉均有不同程度增快，ＰＰＤ
实验阳性３例。
１３３　头颅ＭＲＩ检查　ＭＲＩ检查主要表现为基底池、侧裂池
在Ｔ１加权像上呈高信号，Ｔ２加权像上也为高信号，部分患者累
及环池，四叠体池，幕上，颞叶，额叶。

１４　治疗方案　①抗结核化疗方案：采用 ＨＲＺＥＯ强化治疗
４～６个月：［异烟肼（Ｈ）、利福平（Ｒ）、吡嗪酰胺（Ｚ）、乙胺丁醇
（Ｅ）、氧氟沙星（Ｏ）］；ＨＲＺ或ＨＲＺＯ方案巩固治疗６～８个月，
病情重及出现多重耐药者总疗程延长至１８个月。②脱水降颅
压：２０％甘露醇１２５ｍｌ依据病情２～６次／ｄ给药（老年患者酌
情减量）并监测肾功能，肾功能异常者使用白蛋白 ＋速尿。③
激素治疗：依据病情轻重采用地塞米松１０～２０ｍｇ／ｄ，分次给
药，４～６周为１个疗程，病情好转后逐渐减量后改强的松口服
直至停药。④鞘内注射方案：抽取 ＣＳＦ２ｍｌ留取样本后，地塞
米松３～５ｍｇ与ＣＳＦ液稀释后缓慢注入，根据患者病情轻重隔
天１次或每周２～３次，一般１５次为１个疗程，根据病情决定是
否延长鞘注时间。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以（ｘ±ｓ）表示，两两比较采用ＬＳＤＴ检验；
检验结果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预后　临床治愈２３例，３例遗留肢体瘫痪，２例植物生存
状态，２例动眼神经损伤。
２２　ＣＳＦ　治疗后 ＣＳＦ大多呈无色透明，ＣＳＦ压力下降，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鞘注治疗前后ＣＳＦ检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３０例结核性脑膜炎患者鞘注治疗前后ＣＳＦ细胞数、蛋白质、糖、氯化物、ＬＡ、ＡＤＡ检测结果

时间 细胞数（１０６／Ｌ） 蛋白质（ｇ／Ｌ） 糖（ｍｍｏｌ／Ｌ） 氯化物（ｍｍｏｌ／Ｌ） ＬＡ（ｍｍｏｌ／Ｌ） ＡＤＡ（Ｕ／Ｌ）

治疗前 １５４．３０±２３．０６△ ２．１９±０．８１△ ２．４３±０．８１ １０３．８０±８．１３△ ５．８８±０．９６△ １３．２７±３．３４△

第４周 ５７．０９±１７．０４□ ０．８９±０．３０□ ２．６７±０．２５□ １１８．３０±３．２４□ ３．６６±０．５６□ ８．１６±１．９９□

治疗后 ２２．１６±９．１８ ０．５２±０．１９ ３．２９±０．５２ １２６．５０±３．６８ ２．００±０．６５ ３．５７±１．３１

　　注：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前与治疗第４周比较，△Ｐ＜０．０５；治疗第４周与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近年来随着结核病发病率的回升，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病率
亦有增高趋势，目前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感染性疾

病之一。由于ＴＢＭ的早期临床特征、头颅ＣＴ、ＭＲＩ及脑脊液改
变均不典型，实验室检查血沉加快对诊断有一定帮助但缺乏特

异性，ＰＰＤ试验和脑脊液涂片抗酸染色阳性率不高，脑脊液结
核杆菌培养耗时长，阳性率低，脑脊液ＰＣＲ检测速度快，敏感性

作者单位：２２１７００江苏省丰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张苏宁）；２３３００４安徽
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赵守松，崔琢）

通讯作者：赵守松，电子信箱：ｚｓｓ２０００６＠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高，但易产生假阳性，同时其技术设备要求高，基层医院难以普

及，因此提高对ＴＢＭ的认识，及早综合判断各种临床资料的水
平，早期发现和及时正确治疗是降低病死率和后遗症发生率的

关键。

本组资料在早期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时及早行脑脊液及其

他临床化验检查，早期采用四种一线药（ＨＲＺＥ）和一种二线药
（Ｏ）结合全身激素治疗及鞘内注射，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治疗效
果。抗结核给药采用口服及外周静脉途径，由于异烟肼能有效

透过血脑屏障，因此鞘注时单用糖皮质激素，不再联合异烟肼。

激素具有明显的抗炎、抗变态反应作用，可减低毛细血管通透

性、减少渗出、有降颅压作用，有助于防止和 （下转第１７４４页）

·４３７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全科临床研究·

黄芪联合丹参注射液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临床疗效观察
顾万宝

【摘　要】　目的　观察黄芪联合丹参注射液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６８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随
机分成两组，对照组给予控制钠盐摄入、限制入量、利尿、保护肝脏功能及白蛋白等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丹

参注射液３０ｍｌ加入２５０ｍｌ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注，观察组给予丹参注射液３０ｍｌ、黄芪注射液４０ｍｌ分别加入２５０ｍｌ
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注，均１次／ｄ，４周为１个疗程。疗程结束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腹围、体重、２４ｈ尿量、肝功能
改变。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患者腹围、体重、２４ｈ尿量、肝功能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Ｐ＜０．０５），观察组改善程度显著
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将黄芪与丹参注射液联合应用，能够显著改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
者的肝功能，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　黄芪；丹参；肝硬化；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３５０２

　　肝硬化是我国常见病和主要死亡病因之一，目前无特效治
疗，中医治疗肝硬化具有一定的优势，笔者将黄芪与丹参注射

液联合应用，对其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的临床效果进行了探讨

和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期间收治的失代
偿期肝硬化患者６８例，均符合２０１０年由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
会和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标准［１］，其中观察组

３４例，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３０～７３岁；其中轻度腹水４
例，中度腹水２４例，重度腹水者６例。对照组 ３４例，男性 ２５
例，女性９例；年龄２９～７４岁；其中轻度腹水５例，中度腹水２４
例，重度腹水者５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腹水量及肝功能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均给予控制钠盐摄入、限制入量、利尿、
保护肝脏功能及白蛋白等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

丹参注射液３０ｍｌ加入２５０ｍｌ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注，１次／
ｄ。观察组给予丹参注射液３０ｍｌ、黄芪注射液４０ｍｌ分别加入
２５０ｍｌ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注，１次／ｄ，４周为１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①两组治疗前、后均测定血清生化指标：白蛋
白（ＡＬＢ）、球蛋白（ＧＬＢ）、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转
氨酶（ＡＳＴ）、总胆红素（ＳＴＢ），按标准实验室程序进行。②治疗
前后检测两组患者２４ｈ尿量、体质量、腹围等指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检测数据采用（ｘ±ｓ）表示，各组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进行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比较　经统计学分析，治疗前
两组患者肝功能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４周后，两组肝功能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Ｐ＜０．０５），且治疗组
肝功能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比较（ｘ±ｓ）

组别 时间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ＡＬＢ（ｇ／Ｌ） ＧＬＢ（ｇ／Ｌ） ＳＴＢ（μｍｏｌ／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３６．５４±２８．４２ １１５．６７±２１．７２ ３１．２３±３．３８ ３５．５８±５．３６ ５０．９８±６．１３
治疗后 ５７．８９±１４．４１＃▲ ４２．９８±１０．３９＃▲ ３８．８９±４．９８＃ ２７．１２±３．０３＃▲ １６．９８±３．５４＃▲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３８．２３±３２．８７ １１６．２３±２２．４３ ３０．３３±３．８２ ３５．６５±６．２５ ４９．５７±５．９６
治疗后 ６３．６５±１６．７１＃ ５６．８７±１２．０２＃ ３３．０９±４．２０ ３３．１９±３．５３ ３４．８９±４．２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体重、腹围、２４ｈ尿量比较　经统计学分析，治
疗前两组患者３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４
周后，两组３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Ｐ＜０．０５），且治疗组
３项指标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治疗前后体重、腹围、平均２４ｈ尿量比较（ｘ±ｓ）

组别 时间 体重（ｋｇ） 腹围（ｃｍ） ２４ｈ尿量（ｍ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４．７７±９．３８ ８７．２１±７．２５ ７５８．２８±４１．６９
治疗后 ５６．０７±８．２６＃▲ ７８．０２±７．２１＃▲ １９５０．３４±２１２．０４＃▲

对照组 治疗前 ６５．０６±９．０９ ８７．６５±７．３６ ７６７．９３±３９．３３
治疗后 ５９．０３±９．４３＃ ７４．０３±６．８９＃ １５７２．０６±２７９．８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肝硬化由多种原因引起，西药治疗以抗纤维化、护肝、利尿
等治疗为主，具有一定的临床效果，疗效稳定性较差，患者病情

常反复，极大地影响了治疗效果。目前中药在治疗肝硬化方面

有较明确的疗效。临床上治疗肝硬化的中成药较多，但患者具

体情况不同，应用的疗效也不同［２］。

黄芪具有补中益气、升阳固表的功效，是中医扶正药物之

作者单位：２３６６００安徽省太和县人民医院内科

一。现代研究表明，黄芪对肝细胞的免疫损伤有保护作用，可

促进肝细胞再生，具有良好的保护肝细胞，抑制胶原纤维的合

成、沉积及促进其降解的作用，从而可明显改善肝纤维化血清

学指标及肝组织的病理改变，可使纤维化大鼠肝小叶结构基本

恢复正常［３］。黄芪中含有微量元素硒，硒能提高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活性，激活解毒酶系，从而对肝细胞起保护作用；黄芪可

保护肝脏粗面内质网，并使粗面内质网增加，抑制核糖核酸酶

活性，从而促进蛋白质合成；并能保护肝细胞膜，降低血清转氨

酶［４］。

丹参在临床上的运用较为广泛。利用丹参进行临床治疗，

尤其是对冠心病、慢性肾炎、早期肝硬化、糖尿病并发末梢神经

炎等都具有良好的疗效［５］。丹参的现代中药研究证实对肝脏

有如下药理作用：①促进肝细胞再生。丹参还能减少肝纤维化
中的转录因子如转录增长因子β１、细胞外基质成分前胶原Ⅰ
和前胶原Ⅲ、金属蛋白酶１组织抑制物的转录水平，减轻四氯
化碳引起的肝组织损伤，促进肝细胞再生［６］。②抗纤维化。丹
参可使毛细血管网开放增加，改善肝脏微循环，加速肝细胞炎

症消退，坏死组织的吸收，进一步促进了肝细胞的再生，且可抑

制纤维增生，减轻肝纤维化［７］。同时，能促进胶原的降解和吸

收，抑制胶原的合成，促进已形成的肝纤维化重吸收［８］。③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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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门脉压力。万学发等［９］发现通过复方丹参的干预，在肝硬化

大鼠模型治疗组中门静脉压力、门静脉血流量、肠系膜上动脉

血流量、腹主动脉压力均呈梯度性降低，延长丹参的用药时间

则降低更有效。④抗肝损伤及提高抗氧化能力。路帅等［１０］研

究认为，丹参可显著降低血清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谷
丙转氨酶（ＡＬＴ）、谷草转氨酶（ＡＳＴ）和肝组织中ＴＣ，ＴＧ，丙二醛
（ＭＤＡ）的含量或活性，升高肝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的
活性，减轻肝功能的损伤程度。⑤抗肝炎病毒作用。刘慧等［１１］

研究证实，丹参酮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作用。

本文研究认为，黄芪与丹参注射液联合应用治疗失代偿期

肝硬化患者肝功能改善情况显著好于未联用者，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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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６６１页）
投资举办的，接受政府直接管理或由大学代管，非营利

医院则通常由教会和慈善机构管理，而私立营利性医

院是政府出资兴建，由政府确定地点并对基本建设、设

备等进行直接投资，然后再委托给私人机构去经营。

政府负责投资建立或补贴各种性质的医院，通过引入

竞争机制，鼓励各种形式的医院展开竞争。

１３　美国　美国是市场主导型医疗服务体系的代表。
该体系可分为两级：第一级由家庭医生组成，担负患者

的初级治疗；第二级由各种形式的医院组成，承担患者

的基本治疗和高级治疗。美国的医疗消费以个人为

主，居民一旦患病，首先会找自己的家庭医生看病，再

由家庭医生决定是否转到专科医生处。美国十分重视

发展社区医疗，目前由社区投资兴办的中、小型综合医

院和专科医院占医院总数的８０％，主要任务是为急性
病和外转患者提供短期的住院治疗。在美国，私立非

营利医疗机构是其医疗服务体系的主力军，公立医疗

机构是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私立营利医疗机构是

其必要的补充。２０１０年３月，美国新医改终于启动，
宣告进入全民医保时代，具体会对该国医疗卫生体系

带来的变化依然未可知，但应该不会改变医疗体制高

度市场化的特征［１２］。

１４　新加坡　新加坡是公私功能互补型的医疗服务
体系的代表。该体系由公立和私立两个系统组成，初

级卫生保健主要由私立医院、开业医师、公立医院及联

合诊所提供，而住院服务则主要由公立医院提供。新

加坡实行严格的双向转诊制度，患者首先在社区医院

就诊，如果社区医院没有能力治疗，再转到大型的综合

医院，患者选择公办医院就诊必须由综合诊所转诊。

私人诊所承担了８０％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公立医院
则承担了８０％的住院服务［１３－１４］。

２　我国医疗联合体发展趋势和制度设计
２１　我国医疗联合体发展趋势　１９９７年，国家出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针

对暴露的矛盾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同时

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为医改的突破口。

随后，北京市以某三级医院为依托，１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主体、１０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基础，建立
了覆盖整个社区１３万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目
前社区居民首选社区卫生服务就诊比率４１．３６％，年
门诊量 ２２０５１０人次，高血压健康知识知晓率 ８８．
０２％，糖尿病健康知识知晓率７５．００％，均明显高于国
内平均水平，此外还研制开发了双向转诊的指南和临

床路径。

２００８年新医改方案几经酝酿终于形成大体方案，
方案指出医药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居

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

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在２０２０
年前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对医改工作的推行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如何解决我国倒金字塔结构的医疗服务

体系成为了专家学者议论的关键。

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我

国医疗卫生资源“倒金字塔”格局的扭转需要时日和

精力地投入，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却亟须解决，结

合前文所述国际上几种主要的医疗服务模式，可见医

疗服务的分级式管理与错位竞争非常有必要，因此区

域医疗联合体的出现可以说是对我国建设合宜模式的

有益尝试。区域医疗联合体通过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再

配置，有望在区域内构建合理的医疗结构，让居民“小

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对缓解看病难看

病贵有实际意义。（待续２０１３年第１１卷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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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肠内营养支持在重症急性胰腺炎中的临床应用和效果分析
余泽兵

【摘　要】　目的　探讨肠内营养支持（ＥＮ）在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ＡＰ）中的临床应用，并对其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选取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于龙游县人民医院收治的５０例ＳＡＰ患者，随机分为ＥＮ组和肠外营养支持（ＴＰＮ）组，每组２５
例。肠外营养支持（ＴＰＮ）组实施中心静脉置管进行肠外营养支持，ＥＮ组放置鼻饲管进行肠内营养支持，于治疗前和治
疗后第７、１４天分别检测患者血清中的ＩＬ８和ＴＮＦα水平，血淀粉酶、血脂肪酶、白细胞总数，对两组患者的并发症、住
院时间和病死率进行观察和比较。结果　ＥＮ组患者的白细胞总数、血淀粉酶、血脂肪酶、ＩＬ８以及 ＴＮＦα等指标相比
较ＴＰＮ组在治疗第７天和第１４天均有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ＥＮ组中消化道出血和腹腔脓肿发生率显著低于 ＴＰＮ组，
ＥＮ组的住院时间也显著短于ＴＰＮ组（Ｐ＜０．０５）。结论　使用肠内营养支持（ＥＮ）对ＳＡＰ患者进行治疗，能够有效地降
低感染率，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

【关键词】　重症急性胰腺炎；肠内营养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３７０２

　　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ＳＡＰ）属于急性
胰腺炎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一种病情较重、并发症多且病死率

较高的急腹症，在所有急性胰腺炎中的比率约为１０％ ～２０％。
ＳＡＰ的病理变化根据其坏死程度可以分为三期：Ⅰ期为散在性
的组织出血坏死；Ⅱ期为出血坏死区扩大融合，胰腺肿大；Ⅲ期
为胰包膜破坏，整个胰腺均有出血坏死，并累及周围的组

织［１－２］。对于ＳＡＰ患者，其治疗工作应当尽可能地在重症监护
病房（ＩＣＵ）中进行，患者需禁食，为胃肠减压，及时补充体内的
水和电解质，保持体内酸碱平衡，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抑制胃

液和胰液的分泌［３－４］。本研究采用肠内营养支持对 ＳＡＰ患者
进行积极的全身支持治疗，取得了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３月本院收治的需要手
术治疗的 ＳＡＰ患者 ５０例，其中男性 ３０例，女性 ２０例，年龄
２７～７０岁，平均年龄为（４８．６±１１．２）岁。对于 ＳＡＰ的诊断标
准采取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评分标准，即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８分即可诊断，该评分标准相比较Ｒａｎｓｏｎ评分标准具有更好的
敏感度和特异性。在这５０例患者中，胆源性胰腺炎２６例，有暴
饮暴食史２０例，有酗酒史为１２例，所有患者均有上腹疼痛症
状，４４例患者腹腔穿刺抽出血性腹水。所有患者入院后禁食，
维持体内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预防医院感染，抑制胃液和胰

液的分泌。将５０例患者随机分为ＥＮ组和ＴＰＮ组，每组２５例，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基础病症等各项指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肠外营养支持（ＴＰＮ）组患者采用中心静脉置
管，于颈外静脉或者锁骨下静脉置管进入上腔静脉，采用１６～
２０号单腔不透Ｘ线的中心静脉导管，在入院后２４～４８ｈ内开

始实施。营养液的成分主要包括水溶性维生素、电解质微量元

素，葡萄糖液、氨基酸、脂肪乳剂、脂溶性维生素等，根据患者的

体重和病情酌情给予，所提供的热量第１天为１００～１５０ｋｃａｌ／
ｋｇ，之后酌情递增；根据血糖的监测情况及时补充外源性胰岛
素，血糖控制在４．８～８．０ｍｍｏｌ／Ｌ。而ＥＮ组患者不采取中心静
脉置管，而是在胃镜的引导下，放置鼻饲管于 Ｔｒｅｉｔｚ韧带下４０
ｃｍ处，在患者入院后２４～４８ｈ内开始实施，经鼻饲管用泵连续
２４ｈ滴注，２０～１２５ｍｌ／ｈ，营养液的成分主要为糖盐水、能全力、
瑞素、牛奶、乳精、米粥等易于被肠道吸收的物质，根据患者的

体重和病情酌情给予，所提供的热量与ＴＰＮ组一致。
１３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和治疗后第７、１４天分别检测患者
血清中的ＩＬ８和ＴＮＦα的水平，同时，检测两组患者的血淀粉
酶、血脂肪酶、白细胞总数，另外，还对两组患者的并发症、住院

时间和病死率进行观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ｘ±ｓ）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在治疗７ｄ后两组 ＳＡＰ患者的白细胞总数、血淀粉酶、血
脂肪酶、ＩＬ８以及ＴＮＦα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其中ＥＮ组相比
较ＴＰＮ组降低程度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治疗１４ｄ后，两组患者的血淀粉酶水平已经逐渐趋于正常，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ＥＮ组的白细胞总数、血脂肪
酶、血中炎性介质 ＩＬ８以及 ＴＮＦα的水平显著低于 ＴＰＮ组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ＥＮ组与ＴＰＮ组患者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

组别 天数 白细胞总数（１０９／Ｌ） 血淀粉酶（Ｕ／Ｌ） 血脂肪酶（Ｕ／Ｌ） ＩＬ８（ｎｇ／ｍＬ）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ＴＰＮ组 ０ｄ １７．１４±４．６４ １５５５±３５０ ４００５±１１８０ ７３．１１±１２．１１ １３９．１±４６．４
７ｄ １３．８７±３．４８ ９３３±２４２ ２１０３±４３９ ５２．４５±１２．１１ １３４．９±３５．４

１４ｄ ９．４９±３．２２ ２９４±７５ ６６５±１３８ ４７．５６±１０．３２ １３０．８±３３．９

ＥＮ组 ０ｄ １６．８１±４．４３ １５０１±２８７ ３８６５±９２０ ７５．１０±１１．８０ １３８．９±３６．７
７ｄ １０．２９±３．２６ ７０１±２２９ １４０９±３３５ ４５．７７±１１．３８ １０５．９±２３．５
１４ｄ ６．３５±３．１１ ２４２±５６ ３２０±８５ ３２．１５±９．４２ ６８．２±２３．２

　　注：ＴＰＮ组与ＥＮ组比较，Ｐ＜０．０５。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住院时间以及病死率，ＥＮ组中消
化道出血和腹腔脓肿发生率（分别为 ８％和 １２％）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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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Ｎ组（分别为 ３６％和 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另外，ＥＮ组的住院时间也显著短于ＴＰＮ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的患者病死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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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ＡＰ）作为一种临床危急病症，其病死率
高达２０％以上，而且患者身体往往处于高代谢状态，能量消耗
增加，从而决定了营养支持在整个 ＳＡＰ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营养支持主要分为肠外营养支持（ＴＰＮ）和肠内营养支持
（ＥＮ）两种，其中ＴＰＮ是应用较为广泛的ＳＡＰ的基本治疗措施，
但是近几年的研究证实，ＴＰＮ很容易导致肠屏障功能破坏，产
生肠道细菌移位，增加胰腺及腹腔的感染几率，可能造成脓毒

症，并且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滴空可能会出现空气栓塞导致呼吸

困难，另外，长期应用ＴＰＮ可导致胆汁酸的肠肝循环障碍，增加
石胆酸的形成，造成胆汁淤积，ＴＰＮ中的某些营养成分过剩，会
引起胆汁中胆固醇结晶，长期禁食会导致胃肠黏膜萎缩变薄，

从而导致肠道细菌移位，最终对肝脏产生一定的损害，为患者

带来痛苦和不便［５－６］。

表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住院时间及病死率的比较（ｎ，％）

组别 ｎ消化道出血 腹腔脓肿 肾衰 ＡＲＤＳ 住院时间（ｄ） 死亡

ＴＰＮ组 ２５ ９（３６） １０（４０） ９（３６） ６（２４） ２４．７±６．３ ４（１６）
ＥＮ组 ２５ ２（８） ３（１２） ６（２４） ３（１２） １３．６±４．７ ２（４）
χ２／ｔ值 ５．７１１ ５．０９４ ０．８５７ １．２２０ ３．１２４ ０．７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与ＴＰＮ相比，肠内营养支持（ＥＮ）能够减少 ＳＡＰ患者的肠
源性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从而有望替代ＴＰＮ对重症
患者进行营养支持［７］。本文对使用ＥＮ治疗ＳＡＰ的疗效与ＴＰＮ
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两组重症胰腺炎患者白细胞总数、血淀

粉酶、血脂肪酶、ＩＬ８以及ＴＮＦα在治疗７ｄ后均有一定程度的
降低，其中ＥＮ组相比较ＴＰＮ组降低更明显；在治疗１４ｄ后，两
组患者血淀粉酶的水平已经接近正常，并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ＥＮ组的白细胞总数、血脂肪酶、血中炎性介质
ＩＬ８以及ＴＮＦα的水平相比较 ＴＰＮ组显著降低（Ｐ＜０．０５）。
这充分说明，ＥＮ与ＴＰＮ治疗相比，可以显著减少ＳＡＰ患者体内
的炎性细胞释放炎性因子，从而降低系统性炎性反应的发生

率。早期的ＥＮ还可以改善肠道黏膜屏障，避免了对胰腺的刺
激，有效地降低胰周感染以及脓肿的发生率，从而防止内源性

感染［８］。

另外，我们还对 ＥＮ治疗 ＳＡＰ的并发症与 ＴＰＮ进行了比
较，结果发现，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主要为消化道

出血、腹腔脓肿、肾衰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其中，ＥＮ组中消
化道出血和腹腔脓肿发生率显著低于ＴＰ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ＥＮ组的住院时间也显著短于 ＴＰＮ组（Ｐ＜
０．０５）；ＴＰＮ组因多功能脏器衰竭及严重感染死亡４例，而 ＥＮ
因多功能脏器衰竭死亡２例，两组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ＥＮ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但对于以下情况需慎用：①出生
少于３个月的婴儿；②广泛小肠切除者病程早期［９］；③腹泻急
性期患者；④肠梗阻或严重肠炎患者；⑤严重肠吸收功能不全
者；⑥严重糖尿病患者［１０］。另外，在应用 ＥＮ的过程中，应当注
意灌注速度以及药物浓度需根据患者自身来进行调整；保证营

养液输注管腔的通畅；对于昏迷患者需要补充水分；营养液必

须现配现用。

总而言之，使用肠内营养支持（ＥＮ）对 ＳＡＰ患者进行治疗
具有经济、安全、有效等优点，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率，减少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减少住院时间，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可大力

推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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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脑尿钠肽测定在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研究
金鹏，张晓明，王均招，沈岳松，朱永吉，方帅

【摘　要】　目的　分析重症肺炎患者脑尿钠肽的变化，探讨其意义及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观察５１例重症肺炎患者
于入院后２４ｈ、９６ｈ测定脑尿钠肽（ＢＮＰ）值，评估ＢＮＰ升高率。依据测定的ＢＮＰ值将患者分为ＢＮＰ正常组和ＢＮＰ升高
组，比较两组患者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Ⅱ评分（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ＳｃｖＯ２）及病死率等；另根据预
后分为生存组及死亡组，比较两组患者ＢＮＰ值变化。结果　５１例患者中３５例ＢＮＰ升高，升高率为６８．６％；ＢＮＰ正常组
和ＢＮＰ升高组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ＳｃｖＯ２及病死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生存组和死亡组２４ｈ、９６ｈＢＮＰ值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死亡组ＢＮＰ值呈进行性上升（Ｐ＜０．０５）。结论　重症肺炎患者ＢＮＰ值升高较常见，ＢＮＰ
水平对判断其病程发展、预后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　脑尿钠肽；重症肺炎；预后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３．１　Ｒ４４６．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３９０２

　　脑尿钠肽（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ＢＮＰ）作为一项临床诊
断急性心衰的标志物已为大家所熟知，但近年来发现其在非心

源性危重症患者中显著增高，并且和病死率相关［１］，且 ＢＮＰ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严重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患者的预

后。现报告５１例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 ＢＮＰ水平对
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收住仙居县人民医
院ＩＣＵ的重症肺炎患者５１例，男性３０例，女性２１例；年龄３４～
７９岁。重症肺炎诊断标准参考文献［２］，肺炎患者出现下列征象

中１项或以上者：①意识障碍。②呼吸频率≥３０次／ｍｉｎ。③
ＰａＯ２＜６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ＰａＯ２／ＦｉＯ２＜３００，需
行机械通气治疗。④动脉收缩压 ＜９０ｍｍＨｇ。⑤并发脓毒性
休克。⑥Ｘ线胸片显示双侧或多肺叶受累，或入院４８ｈ内病变
扩大≥５０％。⑦少尿：尿量＜２０ｍｌ／ｈ，或＜８０ｍｌ／４ｈ，或并发急
性肾功能衰竭需要透析治疗。

１２　标本采集　所有患者均于入院后２４ｈ、９６ｈ肘静脉采血，
采用美国雅培全自动免疫分析仪（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ｉ１０００ｓｒ）测定
ＢＮＰ值，并检测所有患者入院２４ｈ时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Ｓｃ
ｖＯ２），并进行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记录患者年龄、性别及住院病
死率等指标。

１３　分组方法　本院 ＢＮＰ正常参考值为０～５０ｐｇ／ｍｌ，定义
ＢＮＰ＞５０ｐｇ／ｍｌ为升高，将患者分为 ＢＮＰ正常组和 ＢＮＰ升高
组，二次测量ＢＮＰ有任意一次升高则纳入升高组，否则纳入正
常组；根据患者预后分为生存组及死亡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包处理数据。计量资
料以（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ＢＮＰ水平
与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ＳｃｖＯ２进行相关性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ＢＮＰ正常组和升高组临床资料比较　纳入ＢＮＰ升高组患
者３５例，正常组１６例，两组比较，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病死率、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和 ＳｃｖＯ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重症肺炎患者临床资料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ＡＰＡＣＨＥⅡ
（分）

ＳｃｖＯ２
（％）

死亡例数

（ｎ）
ＢＮＰ正常组 １６ １０／６ ５９．６３±１３．７８ １８．３１±４．４１ ６８．８８±３．４７ ４
ＢＮＰ升高组 ３５ ２０／１５ ５８．２１±１２．６６２３．９５±５．１７ ６３．２７±５．５５ １９

　　注：与ＢＮＰ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５。

作者单位：３１７３００浙江省仙居县人民医院ＩＣＵ
通讯作者：金鹏，电子信箱：ｉｃｕｊｉｎ＠１６３．ｃｏｍ

２２　ＢＮＰ、ＡＰＡＣＨＥⅡ和ＳｃｖＯ２相关性分析　取每例患者 ＢＮＰ
的高值，全部患者 ＢＮＰ为（９９．８６±６．７４）ｐｇ／ｍｌ，ＡＰＡＣＨＥⅡ为
（２１．１９±５．０７）分，ＳｃｖＯ２为（６６．７８±５．４３）％。相关性分析表
明，ＢＮＰ与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呈正相关（ｒ＝０．６２３，Ｐ＜０．００１），
ＢＮＰ与ＳｃｖＯ２呈负相关（ｒ＝－０．８１７，Ｐ＜０．００１）。
２３　生存组和死亡组 ＢＮＰ值比较　生存组和死亡组比较，２４
ｈ、９６ｈＢＮＰ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４ｈ、９６ｈ
ＢＮＰ值比较，生存组ＢＮＰ值呈下降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死
亡组ＢＮＰ值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２　生存组和死亡组ＢＮＰ值比较（ｘ±ｓ，ｐｇ／ｍｌ）

组别 ｎ ２４ｈＢＮＰ ９６ｈＢＮＰ

生存组 ２８ ５４．５６±４．９０ ５２．２８±４．２３
死亡组 ２３ １２３．８５±６．３８ １６３．６０±５．５６

　　注：与生存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２４ｈＢＮＰ值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ＢＮＰ是一种心脏神经激素［３］，主要由心室的心肌细胞分

泌，能独立、特异性地反映左心室功能的变化，是心功能紊乱时

敏感和特异的指标之一，被广泛用于心力衰竭的诊断、鉴别诊

断、治疗及预后评估［４－８］。

重症肺炎是一种常见的危重症，进展快，病死率高，超过

５０％［９－１０］。目前尚缺乏有效客观指标有效判断其预后。近年

来研究发现升高的血浆 ＢＮＰ浓度并不一定由心衰引起［７］，在

心肌缺血、心律失常、严重感染、休克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时均可升高；ＰｏｓｔＦ等研究表明［１１］，严重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

患者中ＢＮＰ显著升高。血浆ＢＮＰ浓度可作为识别严重感染引
起心肌损害的一个可靠标记物，可作为判断患者不良预后风险

升高的预测指标［６－７］。

本研究发现重症肺炎患者 ＢＮＰ升高发生率高达 ６８．６％
（３５／５１），并不少见。血ＢＮＰ升高意味着心肌细胞分泌ＢＮＰ增
加。其机制［１，１０］可能是重症肺炎患者分泌的大量炎性因子（白

介素－６、肿瘤坏死因子等）、内毒素促进心脏合成、释放 ＢＮＰ，
和（或）高动力循环导致心房及心室张力增加，促进 ＢＮＰ合成
及释放。

本研究结果显示，ＢＮＰ升高组和正常组年龄、性别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明重症肺炎患者血浆 ＢＮＰ浓度与年龄、
性别无关；而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ＳｃｖＯ２和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表明 ＢＮＰ升高组患者病情重，心肌功耗增加。
ＢＮＰ测定或许可以成为判断病情程度的一个参考指标。相关
性分析表明，血浆ＢＮＰ水平与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ＳｃｖＯ２均具有
明显相关性。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目前广泛被用于判断危重病患者
的病情程度，预测其预后。ＡＰＡＣＨＥⅡ分值越高，病情越重，预
后越差，病死率越高；ＳｃｖＯ２能够反映全身组 （下转第１７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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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疏风通络法治疗７６例颈源性头痛的临床观察
陈凡，陈琼

【摘　要】　目的　观察疏风通络方药治疗气滞血瘀阳亢型颈源性头痛（ＣＥＨ）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７６例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与治疗组，３０例健康体检者为正常组，对照组和治疗组分别予以氟桂利嗪及中药对症方剂口服，４周后检测各
组治疗前后血浆非对称性二甲酸精氨酸（ＡＤＭＡ）、内皮素（ＥＴ）含量。评价治疗前后症状积分及总有效率。结果　对照
组和治疗组ＡＤＭＡ、ＥＴ含量较正常组显著升高（Ｐ＜０．０５）；治疗后两指标均下降（Ｐ＜０．０５），以治疗组效果更显著（Ｐ＜
０．０５）；治疗组症状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疏风通络法可调节改
善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治疗ＣＥＨ疗效确切。
【关键词】　疏风通络法；颈源性头痛；非对称性二甲酸精氨酸；内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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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ａｙｐｌａｙａ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Ｈｂｙ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ｗｉｎｄａｎｄ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Ｃｅｒｖｉｃｏｇｅｎｉｃ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

　　颈源性头痛（ｃｅｒｖｉｃｏｇｅｎｉｃ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ＣＥＨ）是由颈枕部及
（或）肩部组织的器质性或功能性病变而致的头痛，临床主要表

现为头痛同时伴有上颈部疼痛、僵硬或活动时的疼痛、压痛及

活动受限。头痛可随病程进展逐渐加重，目前通常采用药物、

针灸、推拿理疗及枕大神经或耳大神经阻滞痛点注射等方法治

疗［１］，常用药物为非甾体抗炎药、扩血管药物等［２］，而祖国医学

则多采用活血通络舒筋等药物［３］。有文献报道，头痛与血管内

皮功能受损密切相关［４－５］。本课题通过观察７６例气滞血瘀阳
亢型ＣＥＨ患者经中药治疗后血管内皮因子非对称性二甲酸精
氨酸（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ＡＤＭＡ）、内皮素（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
ＥＴ）含量的变化，以探讨疏风通络法治疗该病的作用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我院门诊７６
例ＣＥＨ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３５例，男性１３例，女性２２
例，年龄２１～６６岁，平均（３８．５±２．３）岁，病程３个月～２年；治
疗组４１例，男性 １５例，女性 ２６例，年龄 ２３～６１岁，平均
（３６．３±２．８）岁，病程４个月 ～２年。另以３０例健康体检者作
为正常对照，其中男性１２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２５～６８岁，平均
（３７．２±２．９）岁，各组资料年龄、性别、病程经统计学处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国际头痛疾病分类》中颈源
性头痛的诊断标准，经中医辨证全部患者均为气滞血虚阳亢

型。排除高血压、颅内感染及颅内器质性疾病引起的头痛。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予以中药方剂口服，方药组成为：川
芎、当归、桃仁、红花、鸡血藤、白芍、地黄、钩藤、附子、防风、独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４０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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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麻黄、白芷、羌活、细辛等，每日３剂；对照组予以盐酸氟桂
利嗪胶囊（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每次１０ｍｇ，２次／ｄ，
均４周为１个疗程。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ＡＤＭＡ及ＥＴ的检测　所有受试者均于治疗前清晨抽
取空腹静脉血４ｍｌ，注入１０％ ＥＤＴＡＮａ２４０μｌ和抑肽酶１００
μｌ，４℃预冷管中离心分离血浆，－７０℃保存。取１ｍｌ血浆标
本加入５磺基水杨酸２０ｍｇ沉淀蛋白，冰浴１０ｍｉｎ后在４℃下
２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将脱蛋白后的上清液２０μｌ置入高效
液相色谱仪内，在２００ｎｍ的波长下以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
浆ＡＤＭＡ含量；采用硝酸盐还原酶还原法测定血浆 ＥＴ含量。
治疗组及对照组于治疗后再次测试。

１４２　症状积分　症状轻重分级：①头痛（轻重）分级：直观模
拟标尺法（ＶＡＳ）：０～１级即无痛，记０分；１～３级，轻度疼痛，
但不影响工作生活，记２分；３～７级，中度疼痛，对生活和工作
有轻微影响，记４分；７～１０级，重度疼痛，严重影响生活，不能
工作，记为６分。
１５　疗效评定　痊愈：头痛症状完全消失或基本消失者；显
效：头痛及伴随症状明显减轻，发作次数及发作持续时间明显

减少；有效：疼痛及伴随症状有所减轻，发作次数及发作持续时

间有一定程度的减少；无效：疗程结束后头痛症状无改善或加

重，发作次数及发作持续时间无变化或增多。总有效率 ＝（痊
愈＋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
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治疗前后血浆 ＡＤＭＡ及 ＥＴ的含量比较　与正常组
比较，ＣＥＨ患者的血浆 ＡＤＭＡ及 ＥＴ的含量均显著升高（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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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治疗前对照组及治疗组 ＡＤＭＡ、ＥＴ的含量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但治疗组显著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各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　经过治疗后，治疗组和对
照组症状积分（分别为１．６７±０．１３和３．４２±０．３４）均较治疗前
（分别为５．１４±０．３５和５．０３±０．２８）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但
治疗组下降更明显，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１　各组治疗前后血浆ＡＤＭＡ及ＥＴ的含量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ＡＤＭＡ（μｍｏｌ／Ｌ） ＥＴ（ｐｇ／ｍｌ）

正常组 ３０ ２．０１±１．０９ ５８．４７±９．７２
对照组 ３５治疗前 ３．６９±１．５８★ ８７．２５±１５．２１

治疗后 ２．８７±０．２４▲ ６４．１１±１０．０５◆

治疗组 ４１治疗前 ３．７１±１．４５★ ８８．８７±１３．５３

治疗后 ２．２５±０．３２▲△ ７５．０８±１２．１３◆■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同组间，与治疗前比
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各组总有效率比较　对照组痊愈９例，无效６例，总有效
率８２．８６％；治疗组痊愈１５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９２．６８％，显
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ＣＥＨ是一类伴有颈部压痛，而且与颈神经受刺激有关的头
痛［６－７］，中医学将其归属于“头风”、“偏头风”、“内伤头痛”范

畴，其主要病机为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逆乱，肝阳失敛而上亢，

挟邪上扰，清窍被遏，阻滞脉络，气血亏虚，运行不畅，脑络阻

痹，不通则痛。方中川芎、当归、桃仁、红花、鸡血藤养血活血，

祛瘀通络；白芍、地黄滋阴养血；钩藤平肝息风；附子温经补元

阳；防风、独活、麻黄祛风除湿止痛；白芷善治阳明经头痛，羌活

善治太阳经头痛，细辛善治少阴经头痛，诸药合用，共奏行气化

瘀止痛、养血活血平肝、祛风通络除湿之功效，适用于治疗外感

风邪、瘀血阻络、肝阳上亢引起的多种头痛。

ＡＤＭＡ是内源性一氧化氮（ＮＯ）合酶抑制物，能竞争性抑
制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从而减少具有舒张血管作用的 ＮＯ的
生成［８］，引起血管内皮受损及功能不全［９］。有学者发现头痛患

者在发作期或间期，血浆 ＡＤＭＡ含量显著高于正常人群，认为
头痛者存在着血管内皮功能损伤［１０］。

ＥＴ是一种作用极强、作用时间持久的缩血管活性多肽［１１］。

生理条件下，血浆ＥＴ浓度较低，但当发生缺氧、缺血时ＥＴ含量
则明显升高。本研究显示，对照组及治疗组患者的血浆 ＡＤＭＡ

及ＥＴ含量均显著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由此推测，气滞血虚
阳亢型ＣＥＨ患者由于血浆ＡＤＭＡ含量显著升高，抑制了ＮＯ的
生成，血管挛缩血流量减少以致血液灌注异常，血管内皮功能

受损，血浆ＥＴ浓度显著升高。表１还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ＡＤＭＡ及ＥＴ含量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患者的症状均有不同
程度的改善，症状积分均随之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也提示了血
管内皮功能与气滞血虚阳亢型 ＣＥＨ的发生密切相关。研究还
发现，经中药干预后的治疗组，其血浆ＡＤＭＡ、ＥＴ含量及症状积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但其总有效率却高达９２．６８％，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中医药治疗ＣＥＨ的作用机制
可能是通过降低血浆ＡＤＭＡ及 ＥＴ含量，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而
发挥的。

综上所述，中医药治疗气滞血虚阳亢型 ＣＥＨ的疗效确切，
可通过调节改善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而发挥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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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９］；而且吸烟可导致血管内皮细胞的结构改变，而内皮

细胞结构改变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进一步导致冠心病的发

生［１０］；再者，患者年龄越大，身体抵抗力越弱，免疫力降低，体

内代谢缓慢，脂质代谢毒素未能及时排出体外，从而形成血脂

黏附在血管内壁，导致动脉硬化，直至冠心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多种危险因素与老年冠心病密切相关，这些因

素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从而导致冠心病。

因此，戒烟戒酒、降压、降脂、注重饮食、适当运动，对于身体的

各种并发症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予以积极的治疗，从而有效地控

制以上危险因素，对于防止老年冠心病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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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ＹａｎｇＳＲ，ＸｉｅＧＬ，ＰｉａｏＪＨ，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ｒｖｏｕ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１１，１５２（Ｓｕｐｐｌ１）：Ｓ５８．

［５］　张新娅，韩雅玲，荆全民，等．老年冠心病患者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分析［Ｊ］．解放军医学杂志，２０１１，
３６（４）：３４０３４３．

［６］　吴锦晖，孙春丽，张绍敏，等．门诊规范化管理对老年冠心病患者
预后的影响［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５）：５２０５２３．

［７］　王悦喜，任保军，阿荣，等．老年冠心病患者介入治疗术后的预后
因素分析［Ｊ］．中华老年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１（２）：１１０１１２．

［８］　ＫｕｔｔｙＲＳ，ＮａｉｒＳＫ．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１２，３０（１）：３２３８．

［９］　欧凤荣，孙晓，张曼，等．早发冠心病心肌梗死型与非心肌梗死型
危险因素差异分析［Ｊ］．中国实用内科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５）：３６９
３７１．

［１０］　罗太阳，雷涛，刘小慧，等．吸烟的冠心病患者戒烟现状及影响因
素分析［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１，３９（５）：４０６４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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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麝香保心丸对Ⅰ、Ⅱ级稳定型心绞痛的干预效果探析
安爱军，安广文

【摘　要】　目的　探讨麝香保心丸联合舒血宁注射液治疗Ⅰ、Ⅱ级稳定型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９６例
Ⅰ、Ⅱ级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分为观察组（４８例）与对照组（４８例），观察组给予麝香保心丸联合舒血宁注射液治疗，对照
组单纯应用舒血宁注射液治疗，疗程为４周，随访８周。对比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及心电图表现，随
访期间心绞痛症状复发情况。结果　观察组心绞痛症状改善的有效率为９１．６７％，对照组为６０．４２％，两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心电图好转的有效率为８１．２５％，对照组为５２．０８％，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
访期间观察组复发率为２０．８３％，对照组为６４．５８％，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麝香保心丸联合舒血
宁注射液治疗Ⅰ、Ⅱ级稳定型心绞痛，对改善心绞痛症状、心电图表现及降低复发率均有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麝香保心丸；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舒血宁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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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冠
状动脉性心脏病（通常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发病

率逐年上升，可以说冠心病已经成为一类严重危害着患者的健

康，甚至威胁到患者生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冠心病的发病

机理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其管腔狭窄，严重者阻塞，心肌

血供受阻，导致心肌缺血而发生一系列心脏病变，心绞痛为典

型的临床表现［１］。目前的治疗原则主要为改善心肌供血、降低

心肌氧耗［２］。本研究采用麝香保心丸联合舒血宁注射对比单

纯应用舒血宁治疗稳定型心绞痛，旨在探讨麝香保心丸的作

用，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于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２６４医院诊治的９６例Ⅰ、Ⅱ级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根
据患者及其家属意愿分为两组（各４８例），观察组：男性２５例，
女性２３例，中位年龄６８岁（４８～８７岁），合并高脂血症２９例，
糖尿病１２例，高血压病１９例；对照组：男性２２例，女性２６例，
中位年龄７１岁（４９～８５岁），合并高脂血症 ２５例，糖尿病 ２１
例，高血压病２１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并发症、心绞痛发
作频率及心肌缺血程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参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２００７
年中国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诊断与治疗指南中关于冠心病心绞

痛的诊断与分层标准。

１３　排除标准　①严重呼吸、消化、血液及神经、精神系统疾
病；②心功能Ⅲ、Ⅳ级；③急性心肌梗死及心力衰竭患者；④对
酒精严重过敏患者。

１４　治疗方法
１４１　观察组　麝香保心丸（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２粒，
口服或口含，３次／ｄ；舒血宁注射液（上海新先锋药业）２０ｍｌ加
入５％葡萄糖溶液２５０ｍｌ（糖尿病患者加普通胰岛素３Ｕ），静
脉滴注，１次／ｄ。
１４２　对照组　单纯应用舒血宁注射液，用法及用量同观察
组。

１４３　常规治疗　两组患者针对高血压病、糖尿病及高脂血
症等基础及并发疾病行相应的降血压、降血糖及降血脂等对症

治疗，同时予以积极抗血小板治疗。健康教育包括：戒烟酒，低

盐、低脂、低糖饮食，充分休息。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０１太原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２６４医院药剂科（安爱
军）；０３００１２太原市，北京军区太原药品器材供应站（安广
文）

通讯作者：安爱军，电子信箱：ａｎａｉｊｕｎ２６４＠１２６．ｃｏｍ

　　疗程：疗程为４周，随访８周（麝香保心丸应用至随访结
束）。

１５　疗效评价标准
１５１　心绞痛症状疗效判断标准　①显效：心绞痛发作消失
或基本消失，发作次数减少超过８０％；②有效：心绞痛有一定程
度改善，心绞痛发作次数减少５０％～８０％；③无效：心绞痛发作
次数减少低于５０％［３］。

１５２　心电图疗效标准　显效：静息心电图恢复正常，次极量
运动试验由阳性转阴性，或者运动耐量提升２级（＋）；改善：静
息心电图或者次极量运动试验心电图缺血性 ＳＴ段下降，治疗
后回升１．５ｍＶ以上，但是未恢复正常，或者主要导联Ｔ波变浅
达５０％以上，或者Ｔ波由平坦变为直立，或者运动耐量上升１
级（＋）；无效：静息或者次极量运动试验ＳＴ段较治疗前下降≥
０．５ｍＶ，主要导联Ｔ波加深≥５０％或者直立Ｔ波变为平坦。或
者平坦Ｔ波变为倒置，或者次极量运动试验较前运动耐量下降
１级（＋）［４］。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统计方法选择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１．６７％，对照
组为 ６０．４２％，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２．８６５，Ｐ＝
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８ １３ ３１ ４ ９１．６７
对照组 ４８ ７ ２２ １９ ６０．４２

２２　心电图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８１．２５％，对照组为
５２．０８％，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１８８，Ｐ＝０．００４）。见
表２。

表２　两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心电图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改善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８ １６ ２３ ９ ８１．２５
对照组 ４８ ４ ２１ ２３ ５２．０８

２３　复发率　随访期间观察组复发率为２０．８３％，对照组为
６４．５８％，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８．７７４，Ｐ＜０．００１），见
表３。
表３　两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随访期间心绞痛症状复发率比较（例）

组别 ｎ 复发 未复发 复发率（％）

观察组 ４８ １０ ３８ ２０．８３
对照组 ４８ ３１ １７ ６４．５８

３　讨论
　　冠心病心绞痛在中医领域属“胸痹心痛”（下转第１７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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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慢衰康颗粒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临床疗效观察
段学忠，王翔艳，徐静，王巍，刘伟伟

【摘　要】　目的　观察慢衰康颗粒治疗心肾阳虚证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功能疗效、中医症状疗效及左心室射血分数
（ＬＶＥＦ）、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ＥＤＤ）、６ｍｉｎ步行距离的变化。方法　将１０６例心肾阳虚证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５３例和对照组５３例。两组患者均按常规西医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加服慢衰康颗粒，
治疗２个月后，观察两组患者心功能、中医证候积分及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６ｍｉｎ步行距离的变化。结果　治疗组心功能显效
率、总有效率，中医症状显效率、总有效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两组治疗后 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６ｍｉｎ步行距离均
较治疗前显著改善（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上述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或 Ｐ＜
０．０５）。结论　常规西医治疗加服慢衰康颗粒治疗心肾阳虚证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能更有效地提高心功能，改善临床症
状，增强运动耐力，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利于心衰的二级预防，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有效。

【关键词】　心力衰竭；慢性；心肾阳虚证；慢衰康颗粒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６　Ｒ２５６．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４３０２

　　慢性心力衰竭是临床常见而严重的临床综合征，是多数心
血管疾病的最终归宿，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据我国５０家
医院住院病历调查文献分析，心力衰竭住院率只占同期心血管

病的２０％，但病死率却占４０％，提示预后严重［１］。随着人口老

龄化，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病率、病死率逐年上升，积极有效地治

疗慢性心力衰竭十分重要。近年临床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慢

性心力衰竭在增强疗效，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缓心力衰

竭进程等方面显示了明显的优势，其治疗价值越来越受关

注［２］。笔者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服慢衰康颗粒治疗心

肾阳虚证慢性心力衰竭５３例，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期间济南军
区总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１０６例。纳入
标准：符合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标准［３］，按美国心脏病协会心功

能分级（ＮＹＨＡ）［４］为Ⅱ～Ⅳ级，超声心动图检测左心室射血分
数（ＬＶＥＦ）均＜４５％，同时中医辨证属心肾阳虚证［５］者。排除

标准：急性心力衰竭；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或心源性

休克；严重室性心律失常；Ⅱ度Ⅱ型以上房室传导阻滞；肥厚性
心肌病；缩窄性心包炎；心包填塞；未控制好的高血压；未控制

的感染；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合并内分泌系统、造血

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过敏体质；妊娠或哺乳期妇女；精神病

患者或不愿合作者。１０６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
疗组５３例，男性 ３１例，女性 ２２例；年龄 ４６～７５岁，平均
（６３．６±８．９）岁；病程５个月 ～７．５年，平均（２．４±１．１）年；心
功能Ⅱ级１７例，Ⅲ级２６例，Ⅳ级１０例。原发病包括冠心病２９
例，高心病１１例，扩心病８例，风心病５例。对照组５３例，男性
３０例，女性２３例；年龄４５～７５岁，平均（６２．８±９．１）岁；病程４
个月～７．２年，平均（２．３±１．２）年；心功能Ⅱ级１８例，Ⅲ级２６
例，Ⅳ级９例。原发病包括冠心病３０例，高心病１０例，扩心病
７例，风心病６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等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低盐饮食、硝酸酯类、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正性肌力药物、利尿剂等常规西医治疗，保

持两组间用药及休息、吸氧等治疗措施的均衡性。治疗组患者

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加服慢衰康颗粒（药物组成为黄芪６０ｇ，红
参１０ｇ，制附子１２ｇ，肉桂６ｇ，当归２０ｇ，丹参３０ｇ，葶苈子３０
ｇ，枳实１２ｇ，陈皮１２ｇ。均为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提供的中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３１济南市，济南军区总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科
通讯作者：段学忠，电子信箱：ｄｘｚ５９８８＠１２６．ｃｏｍ

药配方颗粒）。每日１剂，３００ｍｌ温开水融化后分早、中、晚３
次口服。在用药观察期间，停用除上述以外的其他中西药物。

两组患者均治疗２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２个月后做以
下指标检测评估。①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②中医证候积分变
化。③超声心动图检测，记录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ＥＤＤ）、
ＬＶＥＦ。④６ｍｉｎ步行距离［６］。

１４　疗效标准　心功能疗效评定标准（按 ＮＹＨＡ分级）［７］：显
效：心功能达到Ⅰ级或心功能提高２级。有效：心功能提高１
级，但不足２级。无效：心功能分级无变化或恶化。

中医症状疗效评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制定［５］。显效：主次症基本或完全消失，治疗后证候积分为

０或减少≥７０％。有效：治疗后证候积分减少≥３０％。无效：治
疗后证候积分减少＜３０％或超过治疗前积分。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包对资料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心功能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心功能显效率、总
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显著优于
对照组。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５３ ３３（６２．２６） １８（３３．９６） ２（３．７７） ９６．２３

对照组 ５３ １８（３３．９６） ２０（３７．７４） １５（２８．３０） ７１．７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中医症状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中医症状显效
率、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显著优
于对照组。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两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医症状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５３ ３５（６６．０４） １７（３２．０８） １（１．８９） ９８．１１

对照组 ５３ １７（３２．０８） ２０（３７．７４） １６（３０．１９） ６９．８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６ｍｉｎ步行距离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６ｍｉｎ步行距离均较治疗前显
著改善（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比较，上述指标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治疗组显著优于对
照组。结果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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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均无异
常变化，服药期间均未见不良反应。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６ｍｉｎ步行距离比较（ｘ±ｓ）

组别 时间 ＬＶＥＦ（％） ＬＶＥＤＤ（ｍｍ） ６ｍｉｎ步行距离（ｍ）

治疗组 ５３治疗前 ４０．１２±４．２６ ５０．３６±４．２１ ９２．６３±３９．２５
治疗后 ５５．３７±６．９４△ ４１．２２±３．９４△ ２８０．４２±４６．３６△△

对照组 ５３治疗前 ４０．７１±４．４３ ４９．９７±３．８３ ９６．８７±４０．５１
治疗后 ４７．６５±７．１２ ４５．８２±３．２７ １８４．２５±４２．３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属中医学“胸痹”、“心悸”、“水肿”、“喘证”
等范畴，病机为本虚标实之证。本病心肾阳虚证患者的主要病

机为心肾阳虚，血瘀水停，心肾阳虚为本，血瘀水停为标［８］。治

宜益气温阳，活血化瘀，利水消肿。黄芪为补气之圣药，益气温

阳，利水消肿。红参大补元气，通畅血脉。附子温壮心肾阳气。

肉桂益元阳，通血脉。当归、丹参养血活血，安神宁心。葶苈子

强心，利尿。枳实、陈皮行气消痞，化痰和胃。诸药合用，补中

寓通，通补兼施，共奏益气温阳，活血利水之功用。现代药理研

究证明，上述药物具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加心输

出量，提高心功能，改善冠脉血流量，抗心肌缺血，抑制血小板

黏附、聚集，抗血栓，改善微循环等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心功能疗效、中医症状疗效及

ＬＶＥＦ、ＬＶＥＤＤ、６ｍｉｎ步行距离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表明在常规西医治疗心肾阳虚证慢性心力衰竭的
基础上加服慢衰康颗粒，能更有效地提高心功能，改善临床症

状，增强运动耐力，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利于心衰的二

级预防，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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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脑水肿［１］，全身激素治疗及鞘内注射地塞米松能够明显缓

解临床症状和改善脑脊液［２］。本组资料显示，早期 ＣＳＦ细胞
数、蛋白质、ＬＡ、ＡＤＡ均增高，氯化物降低，糖下降不明显。联
合抗结核化疗、全身应用激素及鞘内注射后细胞数、蛋白质、

ＬＡ、ＡＤＡ明显下降，氯化物明显升高。
ＬＡ是葡萄糖厌氧反应的最终产物。脑部细菌感染时，菌

原体或被破坏的细胞都能释放出葡萄糖分解酶，使ＣＳＦ中的葡
萄糖变为ＬＡ，而分解产生的乳酸使脑脊液ｐＨ值下降使氯化物
降低［３］。ＣＳＦ中ＬＡ含量越高、氯化物越低，病情越重预后越
差［４］，恢复期大量细菌被杀死或受抑制，葡萄糖分解下降，ＬＡ
下降，ｐＨ值上升，氯化物上升。ＡＤＡ腺苷脱氨酶是腺嘌呤核苷
代谢中的重要酶类，属于巯基酶，广泛存在于人体各种组织细

胞中，尤其是Ｔ淋巴细胞，可以间接反映局部细胞的免疫状态。
基础研究证实，γ、δＴ细胞在结核病变中大量聚集，并对分支杆
菌抗原表现较强的反应性，因此当结核杆菌侵入中枢神经系统

引起结核性脑膜炎时，局部细胞免疫受刺激，淋巴细胞增多、增

殖和分化，导致脑脊液中 ＡＤＡ活性明显升高［５］。脑脊液中

ＡＤＡ活性升高并非结核杆菌感染所特有，凡能引起中枢神经系
统免疫功能发生变化的疾病都可能导致 ＡＤＡ活性改变，但在
结核性渗液中ＡＤＡ活性升高幅度大［６］。ＳｕｎＱ等［５］研究表明，

ＡＤＡ活性持续高水平或动态上升，多强烈提示结核性疾病及病
情进展与活动，当抗结核治疗有效时，ＡＤＡ活性亦随之下降，与
本研究结果相同。本组资料研究中还发现，在治疗 ４周以后
ＣＳＦ中的 ＬＡ和 ＡＤＡ明显下降，与吴泉等［７］的研究结果相同，

有助于早期治疗效果的判断。另有学者研究发现检测 ＣＳＦ结
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培养滤液蛋白１０（ＣＦＰ１０）和６０００早期
分泌性抗原靶（ＥＳＡＴ６），方法快速、便捷、特异性高，有助于结

核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但对于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判断方面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８］。

综上所述，结核性脑膜炎治疗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

抗结核化疗、全身激素及鞘内注射治疗，脑脊液 ＬＡ、ＡＤＡ及氯
化物可作为判断早期治疗效果及预后的指标。

（志谢：感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和病案室

提供资料以及赵守松主任医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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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与教育·

皖北地区围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影响因素调查及健康教育
张珍珍，李李，沈莹

【摘　要】　目的　探讨皖北地区围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ＯＰ）的影响因素及健康教育。方法　对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来医院体检的围绝经期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和骨密度（ＢＭＤ）检测。结果　ＯＰ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绝经前后
骨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居住在城市的女性ＯＰ患病率高于农村（Ｐ＜０．０５）；脑力劳动者的ＯＰ患病率高于
体力劳动者（Ｐ＜０．０５）。与ＢＭＤ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有：喝牛奶、居住地为农村，呈负相关的因素有：年龄、绝经年龄、生
育次数、吸烟、哺乳时间。结论　围绝经期妇女发生骨质疏松主要与年龄、绝经因素、居住地、职业、生育状况及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有关。骨质疏松患者应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加强锻炼，正规合理用药，定期复查等。

【关键词】　骨质疏松；围绝经期；影响因素；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１．４　Ｇ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４５０２

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ｉｎ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ｈｕｉ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ＬＩＬｉ，ＳＨＥＮＹｉｎ．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３２，Ａｎｈｕｉ，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ｉｎ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ｈｕｉａｎｄ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ｅｓｔｗｅｒ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ｕｎ
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ｅｃｋｕｐ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２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ｔｈｅ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ｆｒｏｍｃｉｔ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ｆｒｏｍ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ｉｎｍａｎｕａｌ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ｉｔｈＢＭＤｗｅｒｅ：ｍｉｌｋ，ｌ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ｏｎｅｓｗｉｔｈ
ＢＭＤｗｅｒｅａｇ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ａｇｅ，ｐｒ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ｓ，ｓｍｏｋｉｎｇ，ｂｒｅａｓ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ｗｅｒｅａｇ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ｂｉｒ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ｉｆ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ｍｏｒ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骨质疏松症（ｏｓｅｔｅｏｐｏｒｉｓｓ，ＯＰ）是以骨量低下、骨微细结构
破坏，骨的脆性增加，极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代谢性疾

病，在当今疾病谱中排在第５位［１］，是围绝经期女性常见疾病

之一［２］。本文收集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皖北地区来我
院进行健康体检的８０４名女性的骨密度检测结果进行骨质疏
松相关因素调查，提出相应的健康教育。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皖北地区来我院
体检的４０～６５岁之间围绝经期的女性８０４名，采用问卷调查和
骨密度测定。排除造成继发性和特发性骨质减少的各种疾病

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慢性肝肾疾病等。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内容　年龄、居住地等一般情况、职业、饮食
习惯、生活习惯、生育史、身高、体重等。

１２２　检测方法　采用美国Ｈ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ｗ双能Ｘ线骨密
度仪（ＤＸＡ），检测体检者股骨颈、全髋关节、腰椎的骨密度值
（ＢＭＤ）及Ｔ值。
１２３　诊断标准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标准并结合我
国国情，将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定义如下：Ｔ值 ＞－１为骨质正
常；Ｔ值在－１～－２．５之间为骨质减少（ＯＰＡ）；Ｔ值 ＜－２．５为
骨质疏松症（ＯＰ）［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全部资料数据输入数据库，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
软件对资料进行 χ２、ｔ检验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因素分析。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骨密度与年龄的关系　在８０４名体检人群中，骨密度正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珍珍，李李，
沈莹）；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
科、老年病科综合病区（张珍珍）

通讯作者：李李，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２００５＠ｙｅａｈ．ｎｅｔ

常者２１２例，占２６．４％；骨量减少者３８２例，占４７．５％；骨质疏
松者２１０例，占２６．１％。４０岁组患病率为１８．８％，５０岁组患病
率为２９．８％，６０岁组患病率为３９．０％。统计学分析显示：随着
年龄的增加，骨质疏松患病率也显著增加（Ｐ＜０．０１），５０岁、６０
岁年龄组患病率明显高于４０岁组（Ｐ＜０．０１），而６０岁年龄组
患病率最高。

２２　骨密度与绝经的关系　在８０４名体检女性中，绝经者４１９
人，未绝经者３８５人。平均绝经年龄４８．７岁。绝经前后妇女骨
密度值分别为０．６９５±０．１０２，０．５８９±０．１００，两者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３　骨密度与居住地的关系　３７４例居住在城市的妇女 ＢＭＤ
均值为０．６７８±０．１１５，ＯＰ患病率为２６．７４％；４３０例居住在农
村的妇女，ＢＭＤ均值为０．７０２±０．１１３，ＯＰ患病率为２０．１５％。
居住在城市妇女的ＢＭＤ均值低于农村妇女（Ｐ＜０．０５），ＯＰ患
病率高于农村妇女（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４　骨密度与职业的关系　３９７例体力劳动者，ＯＰ患病率为
２４．９４％；４０７例脑力劳动者，ＯＰ患病率为２９．４８％。脑力劳动
的患病率高于体力劳动者（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５　ＢＭＤ相关因素　有研究显示与 ＢＭＤ显著正相关的因素
有：喝牛奶、居住地为农村，呈负相关的因素有：年龄、绝经年

龄、生育次数、吸烟、哺乳时间［４］，与本次调查结果相符。见表

１。

３　讨论
３１　双能Ｘ线骨密度仪（ＤＸＡ）　双能 Ｘ线骨密度仪是骨密
度监测公认的“金标准”。是骨质疏松早期诊断、疾病监测和药

物疗效评价的常用方法。

３２　年龄、绝经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　本文结果与报道一
致［５］，年龄、绝经状态与骨质疏松呈正相关。女性骨质疏松的

发生与卵巢功能低下、雌激素的缺乏密切相关，绝经后妇女由

于雌激素分泌减少使破骨细胞活性增强，成骨细胞活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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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骨丢失大于骨形成［６］。

表１　骨密度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相关系数 标准误 Ｐ值

喝牛奶 ０．７４３ ０．２６０ ０．００４
居住农村 －０．３５４ ０．１６２ ０．０２９
年龄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绝经年龄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
生育次数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９
哺乳＞６个月 －１．１３０ ０．５１７ ０．０２９
吸烟 －２．０４９ １．０２７ ０．０４７

３３　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
３３１　职业、居住地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　本文结果显示：体
力劳动者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低于脑力劳动者，居住在农村的女

性低于城市的女性。因为居住在农村的女性体力劳动者较多，

体力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骨质增加或阻止骨量流失，而脑

力劳动者大多活动量比较少，接触日光的时间短［７］，并且有喝

浓茶、咖啡等习惯。说明适度的体力活动和运动、良好的生活

习惯有利于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８］。

３３２　生活方式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９］：钙摄

入不足、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生活方式与骨质疏松呈负相

关，所以我们要提倡围绝经期女性坚持做户外运动，避免吸烟、

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

３３３　生育状况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　结果显示生育次数愈
多，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愈大；哺乳时间越长，骨质疏松的患病

率越高；这是因为妊娠与哺乳造成体内的钙量丢失严重，骨的

储备能力降低。所以妊娠和哺乳期女性要加强钙的补充，以预

防和延缓骨质疏松的发生。

３４　健康教育
３４１　骨质疏松相关知识　骨质疏松症是围绝经期女性常见
疾病之一。目前我国５０岁以上妇女的患病率高达５０％，因骨
质疏松症引起的椎骨、髋骨等骨折约占５０％ ～６０％，已成为严
重的公众健康问题。

３４２　饮食指导　饮食宜清淡，避免饮用过多的咖啡和浓茶。
多食用一些含钙及维生素 Ｄ丰富的食物如豆制品、奶制品等。
因为蛋白质摄入的增多对减少 ＯＰ的发生十分有利，而维生素
Ｄ可以促进钙的吸收［１０］。

３４３　休息和运动　绝经期女性应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
合自己的运动，因为运动时通过肌肉活动产生对骨的应力，刺

激骨形成，并通过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影响钙的平衡［１１］。并且

在运动的过程中还能多接受阳光的照射，阳光的照射可以产生

维生素Ｄ，促进钙的吸收。但是我们要注意运动时要循序渐
进，身体力行，以预防意外的发生。

３４４　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与骨质疏
松呈负相关，所以绝经期女性应戒烟酒、少熬夜、少饮用浓茶咖

啡等。

３４５　用药指导　指导骨质疏松患者遵医嘱及时正规用药，
告知各种药的用法，副作用及注意事项等，严密观察药物的疗

效及不良反应。如服用钙剂时要增加饮水量，以增加尿量，减

少泌尿系统结石形成的机会，服用时间最好在两餐之间，同时

服用维生素Ｄ时，不可和绿叶蔬菜一起服用，以免形成钙螯合
物而减少钙的吸收。

３４６　定期复查　对于围绝经期女性，应该定期进行骨密度
检查，建议每年进行一次骨密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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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值，ＡＩＰ指数易于计算，临床上直观而实用。

本项研究提示，高血压与动脉粥样硬化相互影响，

高血压观察组 ＡＩＰ与 ＭＢＰＳ有较好的相关性，在一定
程度上可反映高血压病患者的动脉硬化程度，ＡＩＰ与
ＭＢＰＳ值越高，反映动脉硬化的程度越重，发挥 ＡＩＰ的
监测对控制体重、降脂疗效的作用。血压晨峰程度与

心脑血管事件高发密切相关［９］，调节血脂水平和 ＡＩＰ，
维持正常的血压昼夜节律，有效控制血压晨峰现象以

及关注整个动脉系统血压［１０］，从而降低心血管事件的

风险，产生有益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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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心理干预对下生殖道感染及盆底肌恢复的研究
李凤艳，王志芳，侯雯莅

【摘　要】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对产后下生殖道感染及盆底肌恢复的影响。方法　选取来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妇女３００
例，分为宣教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１５０例。宣教组于产前进行围生期保健、盆底肌康复方法宣教、个人卫生、膳食营养、心
理健康等知识的心理干预，对照组未实行心理干预。对两组阴道感染情况、盆底肌力恢复方面进行比较。结果　宣教组
阴道分泌物常见感染阳性率低于对照组，产后妇女加德纳杆菌感染引起的细菌性阴道病高于滴虫、假丝酵母菌感染引起

的阴道炎。宣教组盆底肌力恢复情况优于对照组，产后４２ｄ宣教组的阴道静息压、盆底收缩压及Ⅰ类肌纤维、Ⅱ类肌纤
维的各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经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后，两组各项检测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但检测指

标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产前进行心理干预降低了产后妇女阴道感染发病率，对盆底肌功能的恢复具有
促进作用，对于促进产后康复，提高妇女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心理干预；生殖道感染；盆底肌恢复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３　Ｒ７４９．０５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４７０２

　　心理干预的目的是促进产后康复，产前即进行个人卫生、
盆底功能恢复等心理干预，对促进妇女产后康复、婴儿健康成

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产前心理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来本院妇
保科产前检查的妇女３００例，分为两组，每组各１５０例，宣教组
实施产前宣教，对照组不实施产前宣教。宣教组年龄２１～３５
岁，孕周（３９．４±１．５）周，剖宫产６３例，顺产８７例，新生儿体重
（３．４５±０．２５）ｋｇ。对照组年龄 ２２～３４岁，妊娠终止时孕周
（３９．２±１．６）周，剖宫产 ９２例，顺产 ５８例。新生儿体重
（３．４３±０．２６）ｋｇ。两组产妇年龄、孕周、分娩方式、新生儿体重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心理干预　①充分告知孕产妇应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
式，告知必要的医学知识，增强其自然分娩的信心，使产妇安全

顺利地度过分娩［１］。②盆底肌的锻炼：分娩可造成盆底组织
（肌肉及筋膜）扩张过度、弹性减弱，是产后发生盆腔器官脱垂

和压力性尿失禁等疾病的重要原因。盆底肌锻炼方法：做缩紧

提肛肌的动作，活动阴道周围的肌肉，每次收紧不少于３ｓ，然
后放松。每天做１５０～２００次，６周为１疗程。盆底运动可将长
收缩与短收缩结合起来，锻炼慢收缩与快收缩的肌肉纤维。③
个人卫生指导：指导产妇孕期注意卫生，产褥期要保持外阴清

洁，禁止性生活。对照组未进行心理干预。

１３　评估方法　通过心理干预后，从阴道分泌物常见感染情
况及盆底肌力恢复两方面对产后４２ｄ来院复查的两组产妇进
行比较。

１３１　评估盆底肌力指标　盆底肌肉功能评估主要包括盆底
肌力、阴道收缩压。盆底肌力主要评估肌肉收缩强度、能否对

抗阻力，肌肉收缩持续时间及疲劳度、对称性，重复收缩能力及

快速收缩次数。本研究盆底肌肉压力检测指标包括：静息压、

盆底收缩压、Ⅰ类肌纤维（慢收缩纤维）、Ⅱ类肌纤维（快收缩纤

维）［２］。

１３２　产后检查　两组常规做产后检查，内容包括：全身检
查；妇科检查；采集阴道分泌物并行阴道分泌物检测。采集方

法：用无菌棉签采取阴道分泌物，棉签于阴道后穹隆处旋转

１０～２０ｓ，以能清晰看到分泌物附着为准。检验方法：阴道分泌
物用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阴道炎五联检试

剂盒检测滴虫、念珠菌、加德纳杆菌、支原体等病原微生物。对

恶露已干净的妇女采用压力探头（内为２０ｍｌ气体）进行盆底
肌压力检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对３００名产后妇女进行阴道分泌物化验，结果显示：产后
妇女病原体感染以加德纳杆菌为主，其次为支原体和念珠菌感

染，见表１。Ｇ＋球菌感染３１例，患病率为１０．３３％（３１／３００）；支
原体感染９７例，患病率为３２．３３％（９７／３００）；加德纳杆菌感染
１１０例，患病率为３６．６７％（１１０／３００）；假丝酵母菌感染５７例，患
病率为１９．００％（５７／３００）；纤毛菌感染２９例，患病率为９．６７％
（２９／３００）；淋球菌感染３例，患病率为１．００％（３／３００）；滴虫感
染１１例，患病率为３．６７％（１１／３００）；衣原体感染９例，患病率
为３．００％（９／３００）。部分妇女存在两种以上混合感染。宣教组
产后４２ｄ的阴道静息压、盆底收缩压、Ⅰ类肌纤维持续收缩压、
Ⅱ类肌纤维快速收缩压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２。

表１　两组产妇阴道分泌物常见感染情况（ｎ，％）

组别 ｎ 假丝酵母菌阳性 阴道毛滴虫阳性 加德纳杆菌阳性

对照组 １５０ ４３（２８．６７） ９（６．００） ８９（５９．３３）
宣教组 １５０ １４（９．３３） ２（１．３３） ２１（１４．００）
χ２值 １８．２２ ４．６２ ６６．３７

　　注：宣教组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０５。

表２　两组产妇产后４２ｄ盆底肌力比较

组别 ｎ
盆底肌肉压力检测

静息压（ｃｍＨ２Ｏ） 盆底收缩压（ｃｍＨ２Ｏ）
Ⅰ类肌纤维

持续收缩压（ｃｍＨ２Ｏ） 持续时间（ｓ）
Ⅱ类肌纤维

快速收缩压（ｃｍＨ２Ｏ） 收缩个数（ｎ）
对照组 １５０ ３１．１５±５．９６ ２５．７０±１３．８２ １３．２４±７．９３ ５．２４±２．９０ ２２．５０±１３．８５ ２．５５±０．９５
宣教组 １５０ ３７．２６±１０．５８ ３７．３１±２２．７８ ２０．１９±１２．９０ ５．２３±２．０８ ３１．５１±２０．３０ ２．６８±１．０１
ｔ值 ６．１７２ ５．３３１ ５．６２２ ０．０３４ ４．４８３ １．１８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５

　　注：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

作者单位：０７１０００河北省保定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王志芳，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ｆｕｃｈａｎｋｅ＠１２６．ｃｏｍ

３　讨论
　　产褥期母体各系统发生许多变化，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些
变化，则可能造成盆底组织松弛、生殖道感染。通过耐心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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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前心理干预，让孕妇掌握产后康复相关知识，增强产妇身

体恢复的信心，预防产褥期并发症的发生。

３１　产后妇女易患阴道感染　阴道分泌物中已经分离到２９种
微生物［３］，国内报道认为：４０％ ～５０％以上的阴道炎为混合型
感染［４］，女性生殖道对细菌的侵入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对入侵

病原体的反应与病原体的种类数量、毒力及机体的免疫力有

关，正常妇女阴道寄生大量细菌，有些非致病菌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致病称为条件致病菌。阴道上皮富含糖原，可增加对病原

体的抵抗力。糖原在阴道乳杆菌的作用下分解为乳酸，维持阴

道正常的酸性环境，抑制其他病原体生长［５］。本研究显示宣教

组假丝酵母菌、阴道毛滴虫以及加德纳杆菌感染率低于对照

组。因此，产前心理干预及卫生指导，可明显降低阴道感染率。

３２　妊娠期盆底肌肉锻炼对产后康复的影响　妊娠期进行盆
底肌功能锻炼，对孕妇盆底组织血液循环有促进作用，加强盆

底肌肉张力，有利于自然分娩，防止压力性尿失禁、子宫脱垂、

产后性功能障碍等疾病的发生［６］。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严重

影响女性生活质量［７］。产褥期坚持盆底肌肉锻炼，运动量应由

小到大，循序渐进，盆底肌有可能恢复至接近未孕状态［５］。本

研究显示宣教组产后４２ｄ的阴道静息压、盆底收缩压、Ⅰ类肌
纤维持续收缩压、Ⅱ类肌纤维快速收缩压均高于对照组。由此
可见产前心理干预对产后盆底恢复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开展

的治疗盆底肌力减退的方法有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阴道哑铃

锻炼和体操等［８－９］。

综上所述，产前进行心理干预降低了产后妇女阴道感染的

发病率，对盆底肌功能的恢复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产后康

复，提高妇女生活质量，保证母婴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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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之间的一组临床心绞痛综合征，主要包

括初发心绞痛、恶化劳力性心绞痛、静息心绞痛伴心电图缺血

改变和心肌梗死后早期心绞痛，其病理基础为不稳定的斑块。

与稳定型心绞痛相比，不稳定型心绞痛的特点：疼痛更强、持续

时间更长、较低的活动量就可诱发、休息时也可自发出现。因

斑块的不稳定，不稳定型心绞痛容易进展为急性心肌梗死并可

诱发急性左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猝死等急性心血管事件。

缺血性Ｊ波是近几年提出的心电图新概念，是指临床不同
病症引发急性心肌缺血事件时，心电图在其同时或紧跟其后新

出现Ｊ波或原有Ｊ波出现振幅增高、时限增宽，是心肌严重缺血
时伴发的一种超急期的心电图改变。已经证实伴有急性心肌

缺血的多种临床情况均可引起缺血性Ｊ波。Ｊ波的发生机制目
前认为是Ｉｔｏ电流增强的结果［６］，各种因素（生理及病理性）使

跨室壁的电压梯度、复极的异质性及离散度加大，最终形成 Ｊ
波。

相关基础及临床研究表明：心电图 Ｊ波的改变与冠状动脉
造影的相关性较好；缺血性Ｊ波不论单独存在还是与其他心电
图指标复合出现，都将形成心源性猝死不同级别的预警心电图

标志。缺血性Ｊ波与ＳＴ段抬高、Ｔ波交替同时出现更是心脏猝
死的高危预警指标［７］。因此在不稳定心绞痛患者，缺血性 Ｊ波
出现高度提示严重的心肌缺血、心电不稳定，需及时干预以缓

解心肌缺血。

目前，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临床治疗主要是抗血小板、抗凝

治疗［８－９］及急诊ＰＣＩ术［１０］。本研究结果显示不稳定型心绞痛

患者行ＰＣＩ治疗后，胸痛症状均缓解且２４ｈ内心电图三个导联
上Ｊ波振幅均降低、时限均缩短，提示及时行ＰＣＩ术能够改善不
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缺血性 Ｊ波，有利于患者心电状态的稳定，
其机制可能与及时ＰＣＩ术有效干预冠脉病变、改善心肌血供有

关。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并结合此前相关研究结果，可作出如下

结论：①在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缺血性 Ｊ波的出现提示早期
严重的心肌缺血，需要及时干预；②及时 ＰＣＩ术能够有效改善
心肌供血，有效改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缺血性 Ｊ波，有利于
患者心电状态的稳定及避免急性心血管事件。上述结论有待

进一步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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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肥胖因素对社区２型糖尿病患者的综合干预影响的分析
温会堂，白薇，徐晓云，李艳玲，聂鹏涛，张燕萍，王勇，陈京玉，陈凯，温海松，王冬，汪鹏，张冬勇，田娟，宋飞，万钢

【摘　要】　目的　探讨肥胖因素对社区２型糖尿病患者的综合干预的影响。方法　遵循患者自愿参加的意愿，２００８年
到本社区中心就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１７２例，在合理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结合健康教育、定期复查及生活方式等强化干
预方式，进行为期３年的干预。并定期对所有２型糖尿病患者的体质指数（ＢＭＩ）、血压、血脂、空腹血糖、餐后２ｈ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肝肾功能等指标进行监测和记录。结果　①Ｔ２ＤＭ合并肥胖患者的 ＢＭＩ、腰围、糖化血红蛋白
比非肥胖患者水平高，高密度脂蛋白比非肥胖患者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校正年龄、性别的影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显示肥胖患者发生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控制未达标的风险分别是非肥胖者的２．３１倍（９５％ＣＩ：１．１２～４．７８），
１．９８倍（９５％ＣＩ：１．０７～３．６８）；③Ｔ２ＤＭ肥胖患者干预后的体质指数、收缩压、糖化血红蛋白低于干预前，高密度脂蛋白
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④ＧＬＭ分析显示，ＢＭＩ影响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高密度脂蛋白的干预
效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肥胖因素可能影响糖尿病患者的干预效果，通过社区长期强化管理，并有
针对性对肥胖因素进行干预，可能有利于社区Ｔ２ＤＭ患者的管理效果。
【关键词】　２型糖尿病；社区；强化干预；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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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④ＧＬ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ＢＭＩｅｆｆｅｃｔｅｄ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ｉｇｈｔ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ｂｅｓ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２ＤＭ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ｂｅｓｉｔｙ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力消耗日益减少，
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合并肥胖的发病率明显提高。肥胖是代谢
综合征（ＭＳ）的重要临床代谢病组成成分之一［１］。代谢综合征

（ＭＳ）是以糖代谢异常（糖尿病或糖调节受损）、高血压、血脂异
常、中心型肥胖等多种主要疾病或危险因素在个体聚集为特征

的一组临床征侯群［２］。本研究对我中心于２００８年门诊确诊的
２型糖尿病患者１７２人，分为 Ｔ２ＤＭ合并肥胖患者与 Ｔ２ＤＭ非
肥胖患者两组，进行了为期３年的糖尿病干预。为今后社区对
２型糖尿病及其合并肥胖患者进行强化管理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本社区 ２００８年 ８～１２月门诊就诊的
Ｔ２ＤＭ患者共１７２例，均符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糖尿病诊断标准［３］，

并且自愿接受糖尿病强化干预、健康教育培训者。并按２００４
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ＣＤＳ）建议的代谢综合症诊断标准，
体质指数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为肥胖组。将入选者分为 Ｔ２ＤＭ肥

基金项目：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２００７１０３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６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讯作者：白薇，电子信箱：ｃｙｓｑ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胖组患者９８例（男性３８例，女性６０例），年龄（６４．１２±９．３５）
岁，病程中位数为５．１年，Ｔ２ＤＭ非肥胖组患者７４例（男性２７
例，女性４７例），年龄（６７．０７±９．７３）岁，病程中位数为７．３年。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７２例 Ｔ２ＤＭ患者均维持入组前的药物干预
不变，在此基础上采取社区强化干预，干预措施如下：①建立个
人及家庭健康档案，记录患者饮食、运动、行为等生活习惯，对

糖尿病的认知程度、服药情况以及自我管理等方面的情况。②
对Ｔ２ＤＭ患者，每月进行１次糖尿病健康教育讲座，健康教育
内容包括糖尿病的基础知识、饮食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

药物指导、自我检测等。③与糖尿病患者签订家庭医生式服务
协议，医护人员每月下社区随访，制定个体化的饮食、运动方

案。④建立糖尿病随访表，每１个月记录１次，记录内容包括
糖尿病的症状、体征、用药情况、饮食、运动、血压、体质指数

（ＢＭＩ）及空腹血糖（ＦＰＧ）、餐后２ｈ血糖（２ｈＰＧ）。每３个月监
测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统一由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实验室
用美国伯乐公司ＶＡＲＩＡＮＴ高压液相仪测定）、血脂、肝肾功能
等指标１次。观察期限为３年。
１３　观察指标评价标准　ＦＰＧ控制好：≤７．０ｍｍｏｌ／Ｌ，差：＞
７．０ｍｍｏｌ／Ｌ；餐后血糖控制好：≤１１．１ｍｍｏｌ／Ｌ，差：＞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ＨｂＡ１ｃ良好：≤７．０％，差：＞７．０％；血清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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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正常：≤５．７２ｍｍｏｌ／Ｌ，高：＞５．７２ｍｍｏｌ／Ｌ；三酰甘油（ＴＧ）
正常：≤１．７ｍｍｏｌ／Ｌ，高：＞１．７ｍｍｏｌ／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正常：≤３．６４ｍｍｏｌ／Ｌ，高：＞３．６４ｍｍｏｌ／Ｌ；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１．０ｍｍｏｌ／Ｌ，正常：＞１．０ｍｍｏｌ／Ｌ。高
血压者，收缩压良好≤１３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差：＞１３０ｍｍＨｇ；舒张压：良好：≤８０ｍｍＨｇ，差：＞８０ｍｍＨｇ；
无高血压，血压 ＜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肥胖：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非肥
胖：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ＡＳ９．２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以（ｘ±ｓ）或中位数（Ｑ１，Ｑ３）表示，干预前组间的差异采用方
差分析或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检验；干预前后指标的差异采用配对ｔ检验；

并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因素的危险度ＯＲ（９５％ＣＩ）；干预前后
组间的差异采用 ＧＬＭ协方差分析。采用双侧检验，若 Ｐ＜
０．０５，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糖尿病合并肥胖患者与单纯糖尿病患者的生理生化指标
情况　Ｔ２ＤＭ合并肥胖患者的ＢＭＩ、腰围、糖化血红蛋白比非肥
胖患者水平高，高密度脂蛋白比非肥胖患者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血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血
肌酐、尿素氮、血尿酸等指标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糖尿病合并肥胖患者与单纯糖尿病患者的生理生化指标情况

组别 ｎ
体质指数

（ｋｇ／ｍ２）
腰围

（ｃｍ）
收缩压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ｍｍＨｇ）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Ｌ）
糖化血红蛋白

（％）
甘油三酯

（ｍｍｏｌ／Ｌ）
总胆固醇

（ｍｍｏｌ／Ｌ）
高密度脂蛋白

（ｍｍｏｌ／Ｌ）
低密度脂蛋白

（ｍｍｏｌ／Ｌ）
非肥胖 ７４ ２２．５５±２．１０ ８４．２２±６．５６ １２７．０９±１２．３６７５．０５±７．５８ ７．５１±２．４６ ７．２５±１．４９ １．６５±１．１２ ４．９１±１．１８ １．３１±０．３８ ２．９２±０．８５
肥胖　 ９８ ２７．８４±２．８４ ９１．２２±８．０７ １３０．３３±１２．２９７５．９６±６．７２ ８．２４±３．２４ ７．７９±１．７１ ２．０２±１．６５ ５．１０±１．１０ １．１８±０．２８ ３．１０±０．８１
Ｆ值　 １９６．９１ ３７．１２ ２．９１ ０．６８ ２．８０ ５．４７ ３．０６ １．２７ ６．２２ １．９４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０ ０．４１１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２ ０．２６１ ０．０１４ ０．１６５

２２　肥胖对生化指标达标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校正年
龄、性别因素的影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肥胖影响空腹血糖、糖
化血红蛋白的控制，肥胖患者发生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未达

标的风险分别是非肥胖者的２．３１１倍（９５％ＣＩ：１．１１７～４．７８４），
１．９８７倍（９５％ＣＩ：１．０７２～３．６８３）；肥胖患者的血压、血脂的控
制较非肥胖患者差，但差异无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肥胖对生化指标达标影响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指标 ｂ ｓｔｂ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
９５％ＣＩｆｏｒ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血压　　　　 ０．５２ ０．３６ ２．１２ ０．１４６ １．６８２ ０．８３５ ３．３９１
空腹血糖　　 ０．８４ ０．３７ ５．０９ ０．０２４ ２．３１１ １．１１７ ４．７８４
糖化血红蛋白 ０．６９ ０．３１ ４．７６ ０．０２９ １．９８７ １．０７２ ３．６８３
甘油三酯　　 ０．１３ ０．３８ ０．１２ ０．７３１ １．１３９ ０．５４４ ２．３８４
总胆固醇　　 ０．５５ ０．３３ ２．８２ ０．０９３ １．７４０ ０．９１２ ３．３２２
高密度脂蛋白 ０．５１ ０．３４ ２．３０ ０．１３０ １．６７０ ０．８６１ ３．２４２
低密度脂蛋白 ０．３５ ０．３１ １．３０ ０．２５４ １．４２４ ０．７７６ ２．６１４
　　注：各指标控制达标的标准见观察指标的评价部分。
２３　糖尿病伴肥胖患者干预前后指标情况　干预后 Ｔ２ＤＭ伴
肥胖患者的体质指数、收缩压、糖化血红蛋白低于干预前，高密

度脂蛋白高于干预前，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腰围、舒张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

指标，干预后有所改善，但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ＢＭＩ指数对糖尿病干预效果影响的协方差分析（ＧＬＭ）　
以基线的指标水平为协变量，ＧＬＭ分析显示，ＢＭＩ影响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高密度脂蛋白的干预效果，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腰围、收缩压、舒张压、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
脂蛋白的影响差异无统计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３　讨论
　　肥胖是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高血压、血脂异常等代谢相关
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５］。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２型糖尿
病（Ｔ２ＤＭ）患者中８０％都是肥胖者［６］，它是肥胖相关疾病。高

能量摄入及久坐不动，缺少运动的生活方式为肥胖的主要因素。

因此通过社区健康教育及生活干预直接改变患者不良的生活方

式，从而使Ｔ２ＤＭ肥胖患者体重降至理想体重，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及寿命。有研究显示当体重减轻到标准体重时，高血糖、高

血压、高血脂及高胰岛素血症都会有显著的好转［７］。

表３　糖尿病伴肥胖患者干预前后指标情况

组别
体质指数

（ｋｇ／ｍ２）
腰围

（ｃｍ）
收缩压

（ｍｍＨｇ）
舒张压

（ｍｍＨｇ）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Ｌ）
糖化血红蛋白

（％）
甘油三酯

（ｍｍｏｌ／Ｌ）
总胆固醇

（ｍｍｏｌ／Ｌ）
高密度脂蛋白

（ｍｍｏｌ／Ｌ）
低密度脂蛋白

（ｍｍｏｌ／Ｌ）
干预前 ２７．８４±２．８４ ９１．２２±８．０７ １３０．３３±１２．２９ ７５．９６±６．７２ ８．２４±３．２４ ７．３５±１．３６ ２．０２±１．６５ ５．１０±１．１０ １．１８±０．２８ ３．１０±０．８１
干预后 ２７．３７±２．８２ ９１．５５±８．７４ １２６．５５±８．０４ ７５．９６±６．６６ ８．０３±２．６４ ７．３５±１．３６ １．９９±１．１８ ４．８７±１．３２ １．３５±０．２７ ３．００±０．８３
ｔ值　 ２．８５２ －０．６７３ ２．８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４ ２．５４６ ０．４２２ １．７６１ －６．４２５ １．２３２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５０２ ０．０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５７４ ０．０１３ ０．６７４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１

表４　ＢＭＩ指数对糖尿病干预效果影响的协方差分析（ＧＬＭ）

指标 ｂ ｓｔｂ ｔ值 Ｐ值

腰围 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２６４ ０．７９２
收缩压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１６１ ０．８７２
舒张压 ０．１２ ０．２３ ０．５０９ ０．６１２
空腹血糖 ０．２５ ０．０９ ２．７９０ ０．００６
糖化血红蛋白 ０．１２ ０．０４ ２．６５４ ０．００９
甘油三酯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６４０ ０．１０５
总胆固醇 ０．０８ ０．０４ １．７８２ ０．０７８
高密度脂蛋白 ０．０６ ０．０３ ２．１０９ ０．０３８
低密度脂蛋白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３８７ ０．６９９

　　本研究对２００８年１７２例入组的２型糖尿病患者的各项生
理生化指标分析，发现Ｔ２ＤＭ合并肥胖患者的体质指数（ＢＭＩ）、
腰围、糖化血红蛋白比非肥胖患者水平高，高密度脂蛋白比非肥

胖患者低；校正年龄、性别的影响后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肥胖患

者发生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的风险分别是非肥胖者的

２．３１倍、１．９８倍，表明肥胖因素可能是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控
制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肥胖因素是否可以控制，并且

对于肥胖因素的控制是否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血脂的管

理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通过对糖尿病患者进行３年的健康教
育、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自我监控、药物指导、心理治疗等手段

的强化干预，发现Ｔ２ＤＭ肥胖患者干预后的体质指数、收缩压、
糖化血红蛋白低于干预前，高密度脂蛋白高于干预前，表明糖尿

病合并肥胖的患者，通过适当的干预，ＢＭＩ是可以控制的，并且
有利于血糖、血脂的优化管理。ＧＬＭ分析显示，ＢＭＩ影响患者
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高密度脂蛋白的干预效果，ＢＭＩ低
的患者干预效果更好，这与余庆英等研究的报道一致［８］。应对

Ｔ２ＤＭ合并肥胖患者加强疾病相关知识教育、饮食、运动、血糖
监测等非药物体重干预［９］。Ｔ２ＤＭ合并肥胖患者存在有多种代
谢异常，尤其是血脂紊乱，危害很大。因此，控制好体重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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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登，王志泉，曹海涛，潘毅慧，马文欢，于晓静

【摘　要】　作为全国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试点地区协助组组长单位，闸北区在近一年的探索中，充分整合各类卫
生资源结合原有的“１＋３＋３＋９”的“治未病”服务体系网络和信息化服务手段，将中医健康管理工作融入到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工作中，探索形成“５＋Ｘ”技术规范，并在高血压信息化管理系统中添加中医辨证分型干预内容，初步建立了高血
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本文通过对此服务模式进行深入分析，结合闸北社区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实际情况，探讨研究

实践所得，提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以健康管理为服务新模式、以全科团队为服务提供者、

以营造文化氛围为手段等４个特点及模式可行性，并指出当前中医健康管理尚存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健康管理连
续性尚难保障、服务供给难以满足需求、考核评价指标有待进一步研究等问题，以期为我国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完

善和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血压；健康管理；中医；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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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区公共卫生事业的深入发展，除了原有的以西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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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特征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外，还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２０１１年９月，卫生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项

目试点工作，并将闸北区确定为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试点

地区协助组组长单位［１－３］。在近一年的探索中，闸北区充分整

合各类卫生资源，结合原有的“１＋３＋３＋９”的“治未病”服务体
系网络和信息化服务手段，将中医健康管理工作融入到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工作中，初步形成了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服务

模式。

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同等重要，强化干预各种代谢紊乱，有利

于减少糖尿病患者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延缓其发展［１０］。肥胖

因素可能影响糖尿病患者的干预效果，通过社区长期强化管

理，并有针对性对于肥胖因素的干预，有利于社区 Ｔ２ＤＭ患者
的联合达标效果，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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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服务模式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高血
压发病率、病死率已居各类疾病之首［３］。因此加强对高血压的

防治，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是当今医学界关注的热点。

中医健康管理的提出为开展社区高血压防治工作提供了

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在中医“治未病”思想指导下，采用中医

适宜技术开展高血压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病后防复等社区高

血压防治工作，对于减少高血压的发生、维持血压稳定、控制病

情发展、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及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孙继红等学者［４］的研究也表示探索中医

“治未病”社区健康管理模式有助于促进居民健康。

２　服务模式概述
　　本文所指的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是以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为载体，充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学

校、企业等卫生资源，以辖区内高血压患者及高危人群为服务

对象，以家庭医生（含中医医师、临床医师）为主体，以公卫医

师、社区护士为辅助，以构建长期、稳定的服务管理关系为抓

手，以信息化平台为支撑，通过把中医药工作融入基本医疗服

务和公共卫生服务，探索为社区高血压患者及高危人群提供中

医健康管理服务的服务模式，是对现有的高血压管理模式的深

化。

３　研究实践目的
　　推广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有助于规范社区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流程、人员配置，有助于社区全科医师、中医

医师、公卫医师主动掌握系统规范化的高血压“治未病”预防保

健知识，并合理运用健康管理方案为社区居民服务，恰当使用

各种预防保健治未病疗法，对高血压未病之人、欲病之人、已病

之人进行防护及调理，从而实现有效预防和控制社区高血压的

发病情况、减少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命质量、延长健康

寿命、降低疾病负担。

４　研究实践基础
４１　政策支持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闸北区卫生局以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技术规范》为指导，与

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多次沟通，根据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开展

的现状，协商制定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

医健康管理试点地区协作组２０１２年工作计划》、《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医健康管理试点地区协作组２０１２
年工作实施方案》、《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中医健康管理５＋Ｘ技
术规范》等，为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４２　政府引导　闸北区卫生局将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服
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进行落实，充分发挥政府引导

作用，强调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并加大投入力度，每年投入

２００万元作为推进专项经费，并将预防保健经费的１０％作为中
医健康管理专项资金。

４３　工作基础　２００９年，闸北区形成“１＋３＋３＋９”的“治未
病”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区中医院、三家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疾

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妇幼保健所、九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联动开展“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２０１０年，闸北
区作为全市家庭医生制服务试点区之一，积极开展以健康管理

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家庭医生制服务，并成立了整合基本医疗和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健康管理部，初步建设信息化健康管理系

统，为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程度的

工作基础。

４４　群众基础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简、便、
廉、验”的特色，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群众基

础。中医“治未病”思想，是中华优秀文化底蕴和思维的体现，

中医药工作对预防、缓解疾病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

意义，而且在降低医疗费用、减轻居民就医负担、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等民生问题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医“治未

病”、“以人为本”的整体观与健康管理“实现对全民生命的全

程管理”的理念有着共通之处，因此，自２００７年以来，闸北区大
力宣传中医“治未病”理念，并尝试将健康管理内涵融入中医药

卫生工作中，受到社区居民的普遍好评，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

理服务模式的推广奠定了群众基础。

５　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方案实践
５１　服务对象　主要包括两大人群：①高血压患者：已纳入闸
北区社区高血压随访管理至少１年，有自主行为能力，语言沟
通能力正常，知情同意；②高危人群：有高血压家族史、高血脂
症等高血压高危因素者。

５２　服务内容
５２１　中医辨识
５２１１　中医体质辨识　建立中医健康档案，依据自主研发
的“中医体质辨识”系统，结合舌苔、脉象等四诊合参，确定体质

类型。人的体质类型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

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９类，其中痰湿质、湿热
质、阴虚质为易患高血压体质［５］。

５２１２　中医辨证分型　在体质辨识基础上，根据《上海市中
医病症诊疗常规》对高血压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包括风阳

上扰、痰浊上蒙、气血亏虚、肝肾阴虚４种类型。同时结合现代
医学检查结果，采取个性化评估技术，让每位来访者了解自己

的体质、状态和易患疾病。之后，专业人员会根据来访者的实

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为其分级，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详细的

咨询，为进一步明确个性化疾病预防方案和因时、因地的养生

调理规范提供依据。

５２２　“５＋Ｘ”中医健康管理技术规范　在对社区高血压患者
和高危人群进行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辨证分型的基础上，选择

规范化、个性化的“５＋Ｘ”服务内容实施干预，并进行定期回访，
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及病后防复。“５＋Ｘ”技术规范包括６
个部分的内容，分别为：①饮食调养：食物是人体生命活动所需
热量的主要物质来源，有针对性地选择食物并长期服食可达到

治病养生的目的。由于“药食同源”，食物亦有寒、热、温、凉之

性，根据五脏盛衰选择饮食，有助于身体康复。②生活起居：生
活有规律，能调养人的形体和精神，使得形神合一，阴阳和谐，

从而健康长寿。③养生锻炼：运用传统的“导引”、体育运动等，
达到宣导气血、伸展肢体的目的，从而防治高血压。④按摩调
养：运用手掌、手指等在体表的一定部位以不同的手法揉按，使

其经脉宣通、气血调和、实现补虚泻实、扶正祛邪的目的。⑤情
志调摄：在“天人相应”整体观念指导下，通过颐养心神、静心冥

想、移情易性、疏泄开导，保护或增强服务对象的心理健康。⑥
“Ｘ”：根据患者意愿和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或联系所需的医疗服
务。比如，安排中医内科、伤骨科、针灸科、推拿科医师等“治未

病”专业的技术骨干为来访者提供中医适宜技术，如中医药内

服治疗、针灸、推拿、艾灸、刮痧、火罐、耳穴等，使得需要实际治

疗的来访者及时获得治疗，促进身体康复。

５３　服务特点
５３１　以健康管理为服务新模式　研究制定“健康闸北２０２０”
战略时整合健康管理理念和中医“治未病”思想及方法，对高血

压患者及高危人群采取积极主动、经济有效的综合干预措施和

健康管理手段，提高居民的健康素质。

５３２　以营造文化氛围为手段　为推广中医健康管理理念，
弘扬中医药文化，闸北区立足社区，“关头前移治未病，重心下

沉到社区”，连续６年召开闸北区社区中医药学术文化节，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因地制宜建设了养生角、中医馆、中医长廊、中

医健康小屋等，开展多种形式的高血压中医预防、保健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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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５３３　以全科团队为服务提供者　通过对社区全科医生、公
卫医生、社区护士等非中医人员开展高血压“治未病”预防保健

知识与技能培训，使其能够提供中医健康管理服务，可以缓解

中医人员较少的局面，扩大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覆盖面，同时可

以依托原有的疾控系统高血压管理流程，不另起炉灶，提高中

医健康管理服务效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５３４　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　充分发挥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
优势，从实用和高效的角度出发，探索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医

健康档案，健全融入了中医药服务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化

管理平台，将传统“治未病”思想与现代“健康管理”理念有机

结合起来，对高血压患者及高危人群采取积极主动、经济有效

的综合干预措施和健康管理手段。

６　讨论
６１　模式可行性
６１１　中医药自身的优势　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
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发现，中医学提倡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与现代医学提出

的“三级预防”一体化的综合防治措施以及２１世纪新医学模式
有共通之处。而且，中医的“整体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使

其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对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６］。应当说中医药在我国更适合大多数老百姓的治疗、保健

需要，中医药学的发展前景很好［７］。目前，全国正大力开展中

医健康管理工作，倡导中医药适宜技术在社区的推广，要求各

地区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鼓励各单位对中国常见病、多

发病进行研究，提出适宜于中国的健康管理模式。研究学者发

现，用中医适宜技术配合高血压的临床治疗，可以有效地控制

病情，提高血压达标率，减少并发症及终点事件［８］。高血压病

病程与中医辨证分型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体育锻炼和饮食疗

法对病程与证型的相关性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且，中医药疗

法还可发挥多靶点、多途径、多部位作用，在降低血压的同时兼

顾高血压的其他病理环节，有着较好的优势。

６１２　高血压防治重点在社区　国内外防治高血压的经验表
明，高血压防治工作重点应放在社区，通过对社区高血压高危

人群及患者进行综合干预，可显著降低高血压患病率及并发症

的发生率和病死率。针对高血压患者不良行为生活方式、生理

因素、心理紧张和长期药物治疗的从医性差等问题，实施以高

血压社区健康促进综合防治为最具有根本性的干预措施［９］。

闸北区立足社区，将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融入社区卫生服务体

系，创建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为高血压患者及

高危人群进行体质辨识，按体质类型给予个体化的养生保健指

导，从饮食调养、养生锻炼、情志调摄、生活起居、自我保健药膳

和中医适宜技术（如针灸、按摩、熏蒸等干预措施）６个方面着
手，实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变后防复”的目的。这一举措不

仅改变过去高血压健康教育一刀切的情况，也改变只服降压药

物控制血压的单一治疗方法。而且，家庭医生制服务、全科团

队团结合作，有利于深化“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内涵，丰富社

区卫生服务内容，提升社区卫生功能，减少疾病发生，减轻个

人、家庭和社会的疾病负担，不断满足两大人群不同层次的中

医药保健服务需求，体现了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的特色和优

势。

６２　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及相关建议
６２１　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国内部分学者也希望我国的
社区高血压干预总结出一套成功的模式［１０］，但目前高血压中

医健康管理模式及服务体系还处于逐步完善阶段，尽管这种健

康管理模式受到居民的普遍好评，但由于社会效益产生的滞后

性，且该项目仅有卫生局牵头，相关部门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

度并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服务模式的深入发展。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共同参与该服务模式的发展规划与讨论，在优化

该服务模式的同时，提高相关部门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６２２　健康管理连续性尚难保障　目前上海医保实行的是
“一卡通”就医，且居民长久以来形成的就医习惯根深蒂固，社

区首诊及双向转诊较难被居民在短时间内接受［１１］。虽然，社

区目前可以对高血压患者进行有效的转诊，但是很少有主动首

诊和上级医院向社区转诊的居民接受管理，造成健康管理过程

中首诊信息和在上级医院就诊信息的缺失，社区诊疗和上级医

院诊疗信息未能有效衔接与互通。因此要保障健康管理的连

续性，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的政策引导，还需要居民转变就医观

念，逐步实现居民的有序就医。

６３　服务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目前上海全科医生数量及质量
均存在不足，中医人才更是匮乏，再加上激励机制的不健全，人

才培养途径有限，人才引进较难，造成当前服务承诺难以全面

到位，服务质量难以持续提升，严重阻碍健康管理服务长效机

制的建立。因此，建议整合各类卫生资源，加强对非中医人员

的中医健康管理知识与技能培养，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人力资源不足。

６４　考核评价指标有待进一步研究　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绩
效考核指标尚未建立，全国范围内未见针对其绩效考核指标、

效果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因此，如何建立科学、长效的考核

评价指标和考核监测机制，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

（志谢：在课题研究和文章撰写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龚幼龙教授、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中医药

服务监管处赵致平处长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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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刘登，季晓颖，施永兴，等．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贡献率与健康的
关系［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０８，２６（９）：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８］　刘世宁．中医“治未病”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的应用［Ｊ］．社区
中医药，２０１２，１４（２４）：１９６１９７．

［９］　夏鹏程，何振仿，丁宏．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高血压相关知识及行
为方式分析［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４）：４８９４９１．

［１０］　薛荃，刘冬梅．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管理模式和效果评价
［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９（５）：７６３７６５．

［１１］　曹海涛，潘毅慧，刘登．上海市闸北区社区综合健康管理模式研
究［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１４（１９）：２１９５２１９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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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干预适宜技术在不同人群中干预效果评价
韩雅斌，钱一建，陈玲?，许皓

【摘　要】　目的　了解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干预适宜技术在不同人群中干预效果。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
法，选择３５～６０岁成人２００１名进行面对面调查，根据问卷、体检和检测结果，将目标人群分为一般人群、肥胖高危人群、
糖尿病高危人群、肥胖患者和糖尿病患者等５类。采用一定的干预适宜技术对干预组不同人群进行分类干预，对照组不
干预，８个月后再次收集两组信息进行分析。结果　干预前后，高危人群和患者在肥胖、糖尿病健康知识的掌握、转变为
积极态度、采取健康行为等方面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一般人群改变不明显（Ｐ＞０．０５）。结论　肥胖、糖
尿病等慢性病干预适宜技术对指导开展社区肥胖、糖尿病综合干预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肥胖；糖尿病；干预适宜技术；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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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将肥胖认定为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
进行重点防治［１］，将糖尿病称之为继癌症、心血管病后的第三

大杀手。我国也分别将肥胖、糖尿病确定为现阶段慢性病干预

和管理的四种生物学异常指标之一和四种主要慢性病之一［２］。

肥胖作为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３－５］之一，与糖尿病一

起，其防治已到了非常严峻的关头。对于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

基层工作者而言，致力于在社区居民中探索开展预防和控制肥

胖、糖尿病的干预模式，旨在寻求一种可行、有效、可推广的适

宜技术，以提高人群对肥胖、糖尿病危害的认识，并逐渐改变不

良生活方式，有效控制肥胖和糖尿病，延缓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利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重要慢性病风险

评估与干预适宜技术研究及推广》桐乡市项目点的基线调查及

终末评估数据，对一般人群、高危人群、患者等不同分类人群的

有关知识、态度、控制饮食与锻炼行为等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重要慢性病风
险评估与干预适宜技术研究及推广》采用两阶段整群随机抽样

的方法，在桐乡市随机选择２个镇，之后在每个镇随机选择一
个社区，按照自愿原则招募，其中没有严重的代谢性疾病或活

动受限的３５～６０岁居民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在了解
项目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签署了书面的知情同意书，并经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批。共有２００２人参加了
基线调查，经核查清理后，共获得２００１人的完整信息，其中干
预组１０００人，对照组１００１人；１９１５人参加了终末评估，其中干
预组９５４人，对照组９６１人，两个组失访率均控制在５％以内。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２００８ＢＡＩ５６Ｂ０４）
作者单位：３１４５００浙江省桐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韩雅斌，电子信箱：３６４８８３２５６＠ｑｑ．ｃｏｍ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十一五”科技
支撑课题“重要慢性病风险评估体系与干预适宜技术研究及推

广”课题研究组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以

面对面询问的方式收集信息。基线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信

息、肥胖相关知识和态度、糖尿病相关知识和态度、饮食情况、

身体活动信息等，终末评估问卷除缺少一般信息外，其余与基

线调查相同。

１２２　医学体检　对所有调查对象的身高、体重、腰围、血压、
心电图等进行现场测量。

１２３　实验室检测　所有调查对象测定血糖、血脂（总胆固
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肝肾常规；空腹血糖≥
６．１０ｍｍｏｌ／Ｌ且否认糖尿病史的进行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
１２４　人群分类评估　运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开发的“中国成人糖尿病、肥胖预测软件系统”［６－７］，综合问卷

调查、医学体检、实验室检测等结果进行评估，将人群分为一般

人群、肥胖高危人群、糖尿病高危人群、肥胖患者、糖尿病患者５
类。

１２５　现场干预　干预组对不同分类人群分批、有序给予课
题组开发的适宜技术干预，干预期８个月。适宜技术内容包
括：发放并解释个体评估报告，发放适宜技术工具（控油壶、限

盐罐、腰围尺、ＢＭＩ尺、食物图谱、千步折算图、糖尿病折页、脂
肪折页、胆固醇图谱、标准酒杯、计步器等），在社区营造健康支

持性环境，开展健康主题活动。对照组所有人群均不给予适宜

技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学分析和描述。
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 ２００１人，男性 ９９２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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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６％，女性１００９人，占５０．４％。其中干预组１０００人，对照组
１００１人。性别比干预组１∶１．０５，对照组１∶０．９９，两组间性别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平均年龄（４６．２±６．７）岁。文化程度以
小学、初中为主，分别占３９．８％、３８．７％。职业主要是生产、运
输设备操作和农林牧渔生产人员，合计占了８３．４％。青年组
（３５～４４岁）１０２０人，占５１．０％，中年组（４５～６０岁）９８１人，占
４９．０％。
２２　人群分类结果　２００１人中，一般人群１３８８人，占６９．４％；
肥胖高危２７２人，占１３．６％；糖尿病高危２０５人，占１０．２％；肥
胖患者１９４人，患病率９．７％；糖尿病患者７１人，患病率３．５％。

人群分类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７６３，Ｐ＝０．１４９＞
０．０５）。
２３　干预前后目标人群相关知识知晓和态度比较　干预后，
干预组人群在体重指数（ＢＭＩ）、判断肥胖的 ＢＭＩ标准、成人腰
围标准、成人每日烹调用油推荐量、成人每日活动推荐量等相

关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态度方面，有更多的调查对象认为肥

胖对健康影响较大，有必要控制烹调用油量，运动对促进健康

重要。对照组在基线和终末２次调查上述指标无差异。见表
１。

表１　两组目标人群在基线、终末两阶段相关知识知晓和态度比较（ｎ，％）

组别 ｎ
知识知晓

体重指数

（ＢＭＩ）
判断肥胖

的ＢＭＩ
成人腰围

标准

成人每日烹调

用油推荐量

成人每日

活动推荐量

态度肯定

肥胖对健康

影响较大

有必要控制

烹调用油量

运动对促进

健康重要

对照组 基线 １００１ ２５（２．５） ９（０．９） １８（１．８） ４（０．４） ２０（２．０） ６７９（６７．９） ８３０（８２．９） ９５７（９５．６）
终末 ９６１ ２５（２．５） ６（０．６） １６（１．７） ４（０．４） ３２（３．２） ６９９（７２．７） ８５０（８８．４） ９２１（９５．９）

χ２值 ０ ０．４９ ０．０５ ０ ３．３７ ５．６４ １２．１９ ０．０８
Ｐ值 １ ０．４８ ０．８２ １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７８
干预组 基线 １０００ ２９（２．９） ４（０．４） １６（１．６） １３（１．３） １５（１．５） ７２０（７２．０） ８１６（８１．６） ９７６（９７．６）
干预组 终末 ９５４ ３４４（３６．１） ５０（５．２） ７１１（７４．５） ８１２（８５．１） ８８３（９２．６） ９０５（９４．８） ９３８（９８．３） ９４７（９９．３）
χ２值 ３４７．６ ４２．５８ １１１１．４ １４０６．０ １６２９．９ １８２．３ １４８．６ ８．６８
Ｐ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３

２４　干预前后肥胖、糖尿病高危人群及患者相关行为比较
２４１　干预前后肥胖高危人群半年内采取控制饮食、体育锻炼
等措施减轻体重的行为比较　基线调查阶段，干预组与对照组
该行为形成率分别为３．９％、５．５％，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０．３７１，Ｐ＝０．５４２＞０．０５）。经干预期后，干预组与对照组
该行为形成率分别为１１．５％、３．６％，干预组高于对照组（χ２＝
５．０８１，Ｐ＝０．０２４＜０．０５）。
２４２　干预前后肥胖患者半年内采取控制饮食、体育锻炼等措
施减轻体重的行为比较　基线调查阶段，干预组与对照组该行
为形成率分别为 ８．１％、１０．５％，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０．３３４，Ｐ＝０．５７＞０．０５）。经干预期后，干预组与对照组
该行为形成率分别为２３．７％、９．９％，干预组高于对照组（χ２＝
６．３５０，Ｐ＝０．０１２＜０．０５）。
２４３　干预前后糖尿病患者半年内采取运动措施控制糖尿病
行为比较　基线调查阶段，干预组与对照组该行为形成率分别
为１６．７％、８．６％。经干预期后，干预组与对照组该行为形成率
分别为３８．７％、１０．０％。实施干预措施后，干预组该行为形成
率明显提高（χ２＝４．１１９，Ｐ＝０．０４２＜０．０５）。而对照组，前后２
次调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３９，Ｐ＝０．８４３＞０．０５）。

３　讨论
　　本次的调查人群为３５～６０岁，该年龄段肥胖、糖尿病标化
患病率分别是８．９％、４．１％，浙江省卫生厅公布１８岁以上成人
肥胖、糖尿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７．１４％、５．９４％［８］，都反映了肥

胖、糖尿病严峻的流行现况，应该采取可行、有效的防控措施。

居民普遍对肥胖防控持正面态度，支持控制烹调用油量、

适宜身体活动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对判断肥胖的ＢＭＩ、成人每
日烹调用油推荐量、成人每日活动推荐量等相关健康知识知晓

率不到１０％。干预组在经过干预期以后，知晓率提高明显，部
分知晓率高达８０％以上，说明日常居民的一些健康知识获取
低，但需求很大，与既往一些调查一致［９］。

干预前后比较显示，采取本适宜技术进行干预，可以促使

部分肥胖、糖尿病高危人群和患者采取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但一般人群在实施干预措施后，在控制饮食、体育锻炼等健康

行为的形成方面不如肥胖、糖尿病高危人群及患者（χ２ ＝
１．３７６，Ｐ＝０．２４１＞０．０５），这可能与他们目前自觉身体健康、自
我感觉良好、远期风险意识不足有关。提示我们卫生工作者，

面对一般人群，有效、可行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措施值得进

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有一定局限性。本研究的调查对象

年龄范围为３５～６０岁，仅代表该年龄段人群干预效果评价，尚
不能外推到其他年龄段人群，今后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以

了解儿童、青少年和老年等各年龄组人群情况。

新一轮医改实施以来，肥胖、糖尿病等社区管理作为国家

“三大类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已然成为现在及

今后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本研究表明，通过采取该

适宜技术进行干预，可以提升人群健康信息的掌握、转变态度

和采取健康行为，这对指导开展社区肥胖、糖尿病综合干预实

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糖尿病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医生给予健康教育，让患

者掌握一定的糖尿病知识和技能，可以有效促使患者采取健康

的行为生活方式［１０］，这对患者的短期症状控制与长期生存质量

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１１］，这一点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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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工业发达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 ＡＤＨＤ发病因素分析
罗忠，徐方忠

【摘　要】　目的　探讨工业发达的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ＡＤＨＤ）发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
选取的黄岩区农村学龄前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发生情况和其发病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学龄前儿童多动症发
生率在孕期是否接触过环境污染物、是否发生过铅中毒、母亲围生期有毒物接触、头部是否受过脑外伤、是否经历过缺氧

或窒息、跟亲属的相关情况类似、父母亲的感情不和、是否偏食和是否母乳喂养等９个方面差异存在着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没有发生过铅中毒、围生期没有毒物接触、头部没有受过脑外伤、没有经历过窒息或缺氧、亲属没有类似情况、父
母感情和睦和饮食合理是避免多动症发生的保护性因素（ＯＲ＜１，Ｐ＜０．０５）；而没有母乳喂养是导致儿童多动症发生的
危险性因素（ＯＲ＞１，Ｐ＜０．０５）。结论　工业发达的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ＡＤＨＤ的发病和多种因素有关，应引起我们的
重视。

【关键词】　农村；学龄前儿童；ＡＤＨ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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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ＤＨ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ＡＤＨＤ）表现为患儿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及行为冲动，患儿
伴有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定向障碍及持续时间短暂的学习困难

及品行障碍，患儿的相关症状有较大一部分持续到青少年期，

甚至是成年期［１－４］。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很多污染企

业由城市转移至农村，加之农村自身工业的发展，导致环境和

工业污染不断加重。加之，在农村地区，由于其经济和文化水

平较低，居民的环保意识及自身保健意识不足，目前关于农村

地区尤其是工业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儿童的 ＡＤＨＤ发病影响因
素的报道较少。浙江省为我国工业较为发达地区，且在农村地

区工厂较多，本研究通过对台州市黄岩区农村地区３～６岁学
龄前期的ＡＤＨＤ患儿的发病因素进行调查，旨在明确影响农村
地区儿童ＡＤＨＤ发生的相关因素，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和预
防。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台州市黄岩区８个自然村的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科学研究基金（２０１１ＺＢ００７）
作者单位：３１８０２０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罗忠）；

３１００１２杭州市，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理科（徐方忠）
通讯作者：罗忠，电子信箱：ｔｕｙａｆｕ＠１６３．ｃｏｍ

１７４３名年龄３～６岁学龄前儿童及其母亲作为调查对象，发放
问卷１７４３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９９份，问卷有效回收率９７．４８％。
回收的１６９９名儿童平均年龄（４．４±１．３）岁，母亲年龄２０～４１
岁，平均（２９．７±８．６）岁。
１２　调查方法　所有调查的人员调查前均进行统一培训，调
查时采用统一指导语及说明语，调查前声明本研究不会对其造

成任何负面影响，所有问卷均由调查人员面对面询问，根据被

调查人的回答如实填写，当场回收。调查问卷包括学龄前儿童

在孕期是否接触过环境污染物、是否发生过铅中毒、母亲围生

期有毒物接触、是否头部受过脑外伤、是否经历过缺氧或窒息、

跟亲属的相关情况类似、父母亲的感情不和、是否偏食和是否

母乳喂养等９个方面。ＡＤＨＤ的诊断参照高建慧等［５］的相关

研究。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处理
及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Ｐ＜０．０５即可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ＡＤＨＤ患病情况分析　我们调查的
１６９９名３～６岁农村儿童中，共发现 ＡＤＨＤ患儿２０２名，ＡＤＨＤ
的发病率为１１．８９％。

［８］　叶真，丛黎明，丁刚强，等．浙江省成人糖尿病患病率调查［Ｊ］．中
华内分泌代谢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２）：９８８９９１．

［９］　王焕春，王春晓，殷召雪，等．４城市公众健康生活方式知识知晓情
况调查［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０，２６（４）：２６７２６９．

［１０］　姜翠丽．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体会［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１０，３１

（１０）：９４９５．
［１１］　刘一鸣．２型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相关因素的调查与分析［Ｊ］．

安徽医学，２００９，３０（７）：７４８７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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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影响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 ＡＤＨＤ发生情况的单因素分
析　单因素分析表明：学龄前儿童多动症发生率在孕期是否接
触过环境污染物、是否发生过铅中毒、母亲围生期有毒物接触、

是否头部受过脑外伤、是否经历过缺氧或窒息、跟亲属的相关

情况类似、父母亲的感情不和、是否偏食和是否母乳喂养等９
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１。
表１　影响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ＡＤＨＤ发生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类别 人数 ＡＤＨＤ人数（％） χ２值 Ｐ值

孕期是否接触过环境污染物 是 ３５６ ７９（２２．１９） １３．３７ ＜０．０５
否 １３４３ １２３（９．１６）

是否发生过铅中毒　　　　 是 ２１８ ６７（３０．７３） ３１．４２ ＜０．０５
否 １４８１ １３５（９．１２）

母亲围生期有毒物接触　　 是 ３２５ ７４（２２．７７） １１．７９ ＜０．０５
否 １３７４ １２８（１１．４８）

头部是否受过脑外伤　　　 是 １０５ ４６（４３．８１） ２８．４７ ＜０．０５
否 １５９４ １５６（９．７９）

是否经历过缺氧或窒息　　 是 １４３ ４９（３４．２７） ２９．３５ ＜０．０５
否 １５５６ １５３（９．８３）

跟亲属的相关情况类似　　 是 ３４５ ７５（２１．７４） １８．４４ ＜０．０５
否 １３５４ １２７（９．３８）

父母亲的感情不和　　　　 是 ４１９ ８７（２０．７６） ２０．１５ ＜０．０５
否 １２８０ １１５（８．９８）

是否存在偏食　　　　　　 是 ６４３ １３３（２０．６８） ２３．８９ ＜０．０５
否 １０５６ ６９（６．５３）

是否母乳喂养　　　　　　 是 １１８８ １００（８．４２） １５．１７ ＜０．０５
否 ５１１ １０２（１９．９６）

２３　影响学龄前儿童 ＡＤＨＤ发生情况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
析　为了有效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对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孕期是否接触过环境污染物、是

否发生过铅中毒、母亲围生期有毒物接触、是否头部受过脑外

伤、是否经历过缺氧或窒息、跟亲属的相关情况类似、父母亲的

感情不和、是否偏食和是否母乳喂养等９个方面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没有发生过铅中毒、围生期没有毒物接触、头部没有受

过脑外伤、没有经历过窒息或缺氧、亲属没有类似情况、父母感

情和睦和饮食合理是避免 ＡＤＨＤ发生的保护性因素（ＯＲ＜１，
Ｐ＜０．０５）；而没有母乳喂养是导致儿童ＡＤＨＤ发生的危险性因
素（ＯＲ＞１，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２。

表２　影响学龄前儿童ＡＤＨＤ发生情况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相关因素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Ｓｉｇ． Ｅｘｐ（Ｂ） ＯＲ９５％ＣＩ

孕期环境污染 １．７９３ ２．８３９ ４．７１７ ０．１３２ ０．９１５ ０．２９７～０．９６３
铅中毒 ２．６５２ ３．２７９ ３．３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９１６ ０．１７９～０．９８４
有毒物接触 ４．４５９ ２．７６９ ２．６７０ ０．０１２ ０．８２５ ０．２５７～０．９７６
脑外伤 ３．５３７ １．７９２ ３．８９７ ０．００９ ０．８０３ ０．１６７～０．９９１
窒息 １．７８０ ４．５６１ １．９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７５２ ０．１４７～０．９６８
跟亲属类似情况 ３．４５７ ２．２５３ ３．５５７ ０．００７ ０．８９１ ０．２４５～０．９７７
父母感情不和 ５．９０１ ４．５６２ ４．２８７ ０．００５ ０．８６７ ０．１５４～０．９７９
偏食 ４．０９２ ３．４７５ １．９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９０２ ０．２０５～０．９７５
母乳喂养 １．４６２ ２．４３５ ５．９５１ ０．００１ １．８１９ １．１３５～１１．８７５

３　讨论
　　我国目前关于学龄前儿童的ＡＤＨＤ发病率仍有争议，而学
龄儿童ＡＤＨＤ的发病率为１．３％ ～１３．４％，且男女学龄前儿童
患病比为（４～９）∶１［６］。儿童的 ＡＤＨＤ不仅对其自身的健康
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也对学校、家庭甚至是社会带来了很多不

好的影响，ＡＤＨＤ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影响
的心理行为性疾病，ＡＤＨＤ发病的必然性由儿童自身的遗传因
素决定，而其发病的可能性则由环境因素所决定［７－９］。儿童的

大脑功能受先天的体质缺陷、器官异常、染色体异常和父母的

精神病等遗传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不断

加重，孕妇及学龄前儿童容易接触到污染物。本研究发现，孕

期接触过环境污染物、发生过铅中毒和母亲围生期有毒物接触

的孕妇生下的儿童ＡＤＨＤ发病率较高，这与阿斯木古丽·克力
木等［６］人的研究一致，提示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和ＡＤＨＤ发病
有一定关系。母乳富含脂肪、蛋白质和丰富的微量元素，能够

满足婴幼儿必需氨基酸及免疫活性物质的需要，而未母乳喂养

的婴幼儿的体格生长及智力发育受一定程度的影响，故容易导

致多动症的发生。偏食的儿童容易发生铁缺乏，进而可发生贫

血，而贫血较为严重的时候，能够导致患儿器官供血不足，进而

导致其注意力不集中，最终导致ＡＤＨＤ的发生。学龄前儿童模
仿能力强，身心不成熟，亲属的相关类似情况容易对其产生不

良影响，故容易导致亲属有类似相关情况的儿童ＡＤＨＤ患病率
较高［８－１０］。父母感情不和的儿童精神长期高度紧张，表现为较

常通过多动及注意力不集中等来宣泄，故导致其ＡＤＨＤ患病率
较高。大脑轻度缺氧、缺血和脑组织受损的儿童，容易发生感

知、行为和思维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头部受过脑外伤、经历过缺

氧或窒息的儿童ＡＤＨＤ发病率较高。
工业发达的农村地区儿童ＡＤＨＤ的发病和多种因素有关，

应减少孕妇围生期的暴露，努力避免学龄前儿童接触到环境污

染物，对发生ＡＤＨＤ的儿童多加关爱和治疗，鼓励母乳喂养，儿
童合理饮食，努力降低工业发达的农村地区儿童ＡＤＨＤ的发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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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急性脑梗死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饮食因素调查
寇雪莲，陈琳迪，唐维国，何松彬，王小同

【摘　要】　目的　观察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水平及其饮食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２３１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在入院次晨测量Ｈｃｙ，并全面搜集可能与其相关的其他临床指标，Ｈｃｙ水平的分界值根据Ｈｃｙ水
平正常参考值高限确定，＞３０ｍｍｏｌ／Ｌ定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将可能影响 Ｈｃｙ的２４个因素为自变量，Ｈｃｙ水平为应
变量，作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了解影响急性脑梗死 Ｈｃｙ水平的因素。结果　Ｈｃｙ＞３０μｍｏｌ／Ｌ者９１例
（３９．４％），Ｈｃｙ≤１５μｍｏｌ／Ｌ者５３例（２２．９％）。黄酒、动物内脏、贝壳类海鲜、蔬菜这４个因素是急性脑梗死Ｈｃｙ的独立
影响因素（黄酒：ＯＲ＝２．９８７，９５％ＣＩ１．４５３～４．８８３；动物内脏：ＯＲ＝２．０３４，９５％ＣＩ１．３９２～２．７２５；贝壳类海鲜：ＯＲ＝
１．００７，９５％ＣＩ１．９２８～６．１０４；蔬菜：ＯＲ＝３．０１７，９５％ＣＩ１．２１９～７．２８５）。结论　黄酒、动物内脏、贝壳类海鲜、蔬菜是海
岛地区急性脑梗死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饮食相关独立影响因素。

【关键词】　急性脑梗死；同型半胱氨酸；饮食；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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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梗死是一种发病率高、复发率高及致残率高的疾病。长
期以来，关于其危险因素及治疗的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众多

学者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同型半胱氨酸（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ＨＨｃｙ）与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卒中及外周血管病等阻塞
性血管性疾病有着密切关系［１－２］。正常人体 ＨＨｃｙ含量很少，
正常值为５～１５μｍｏｌ／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ｍｉａ，Ｈｃｙ）是指空腹Ｈｃｙ水平高于正常值２倍以上［３］。大量的

临床实验和流行病学的研究资料表明，Ｈｈｃｙ是脑梗死的独立危
险因素［４］。在众多影响血浆Ｈｃｙ水平的可控因素中，除了疾病
和药物外，饮食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调查急性脑梗死患

者的饮食结构，检测其 Ｈｃｙ水平，旨在为临床合理诊治提供理
论支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入住我院的
发病７２ｈ内的急性脑梗死病例。共观察２３１例脑梗死患者，其
中男性１２２例，女性１０９例，年龄４０～７５（６２．１８±１１．５３）岁。
所有病例符合以下标准：①纳入标准：发病７２ｈ内，经头颅 ＣＴ
或ＭＲＩ检查证实，年龄４０～７５岁。②排除标准：有使用氨甲喋
呤或三乙酸氮尿苷等抗肿瘤药物，苯妥英钠或卡马西平等抗癫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Ｙ２１１１２６４）；浙江省医药卫生一般
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ＫＹＢ２２４）；浙江省舟山市卫生局课题资
助项目（２０１１Ａ０４）

作者单位：３１６０００浙江省舟山市，舟山医院神经内科（寇雪莲，陈琳迪，
唐维国，何松彬）；３２５０２７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神经内科（王小同）

通讯作者：唐维国，电子信箱：ｔａｎｇｗｅｉｇｕｏ２００３＠１６３．ｃｏｍ

痫药物，维生素Ｂ６拮抗剂（如盐酸肼屈嗪、异烟肼、青霉胺）等
病史。有应用避孕药史。有服用 Ｂ族维生素史。近３个月内
应用激素。合并下列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糖尿病、原发性甲

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功能亢进、银屑病、白血病肿瘤、幽门螺

杆菌感染、唐纳综合征、接受器官移植。心、肺、肝、肾功能不

全。既往有脑肿瘤、脑出血、脑炎等颅脑损伤疾病史。本次为

心源性脑栓塞。

１２　饮食结构调查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脑梗死病例组
发病前月内的饮食习惯及结构进行调查问卷，平衡膳食指选择

多种食物，经过适当搭配做出的膳食，从而满足人们对能量及

各种营养素的需求。不平衡膳食指偏食、挑食等食物种类和搭

配等不合理状态。我们调查了以下因素，包括饮（白水、酒、茶、

咖啡、碳酸饮料、豆浆及豆制品、牛奶及奶制品等）、食（米饭、面

食、薯类、蔬菜、菌类、藻类、动物内脏、鱼肉、贝壳类海鲜、猪牛

羊肉、禽蛋、素食等）。以上因素可能影响 Ｈｃｙ水平，将其作为
自变量进行分析。

１３　Ｈｃｙ水平检测　所有病例于入院第２日清晨空腹采静脉
血３ｍｌ，１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血浆置于ＥＰ管内保存于－３０℃冰箱
待测。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试剂盒由美国生物公司提供。所有步
骤均严格按操作说明书进行检测，检测过程中严格质控。正常

值为５～１５μｍｏｌ／Ｌ，将＞３０μｍｏｌ／Ｌ定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以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
０．１０时该因素可能与预后有关，可进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
归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２３１例脑梗死患者基本临床特征　饮食因素调查问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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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２３１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均衡膳食者９２例（３９．８％），
不均衡膳食者１３９例（６０．２％）。各分因素统计显示，常饮白水
者２３１例（１００％），常饮白酒者５１例（２２．１％），常饮红酒者３
例（１．３％），常饮黄酒者 ８５例（３６．８％），常饮啤酒者 ２３例
（１０．０％），常饮绿茶者 ８例（３．５％），常饮红茶者 １７例
（７．４％），常饮咖啡者 ３例（１．３％），常饮碳酸饮料者 ５例
（２．２％），常饮豆浆及豆制品者３１例（１３．４％），常饮牛奶及奶
制品者２５例（１０．８％）。以米饭为主食者１８７例（８１．０％），以
面食为主者４４例（１９．０％），常食薯类者８例（３．５％），蔬菜为
主者１７７例（７６．６％），常食菌类者２４例（１０．４％），常食藻类者
４３例（１８．６％），食动物内脏者３７例（１６．０％），食鱼者１３２例
（５７．１％），食贝壳类海鲜者１４３例（６１．９％），以猪牛羊肉为主
者１２６例（５４．５％），食禽蛋者 ５６例（２４．２％），素食者 １３例
（５．６％）。Ｈｃｙ血浆水平≤１５μｍｏｌ／Ｌ者５３例（２２．９％），１５～
３０μｍｏｌ／Ｌ者８７例（３７．７％），＞３０μｍｏｌ／Ｌ者９１例（３９．４％）。
２２　影响Ｈｃｙ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将可能影响入院时Ｈｃｙ水
平的２４个饮食因素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见表１。结果
显示：白酒、黄酒、碳酸饮料、蔬菜、动物内脏、贝壳类海鲜、素食

等７个变量的Ｐ值≤０．１０，可以进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表１　影响Ｈｃｙ水平的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名称 Ｐ值 ＯＲ ９５％ＣＩ

均衡膳食 ０．７２４ １．１９３ ０．５２７～３．２４１
白水 ０．５２１ １．０１１ ０．９７３～１．１４４
酒（白酒） ０．０７２ １．８３７ １．０５９～３．９８６
酒（红酒） ０．５９７ １．２１７ ０．８７５～１．８５３
酒（黄酒） ０．０３８ ２．４７８ １．１２９～４．２９１
酒（啤酒） ０．４９８ １．３２５ ０．９１６～１．８４２
茶（绿茶） ０．８１７ ０．９５６ ０．７４３～１．３６８
茶（红茶） ０．７６５ １．１５８ ０．８１３～１．６１７
咖啡 ０．３７１ １．３２４ ０．９０７～１．７９３
碳酸饮料 ０．０５１ １．８２８ １．２７５～２．６９７
豆浆及豆制品 ０．８３３ ０．８２７ ０．６５８～１．３７７
牛奶及奶制品 ０．７４５ １．１８３ ０．８２７～１．５３６
米饭 ０．５３４ １．４４９ ０．８４３～２．４１３
面食 ０．６９２ １．２１８ ０．７２６～１．８４９
薯类 ０．５１２ １．３５８ ０．８４７～１．９９１
蔬菜 ０．０７４ ２．５７３ １．２６７～４．１４７
菌类 ０．４８２ １．３５１ ０．８６２～１．９７８
藻类 ０．６５７ １．２２５ ０．７４７～１．８０１
动物内脏 ０．０８１ １．９８３ １．２５４～２．８５７
鱼肉 ０．７３６ １．４７３ ０．７７６～２．４３６
贝壳类海鲜 ０．０４６ ２．４６１ １．２９４～３．９２８
猪牛羊肉 ０．３２５ １．６４４ ０．８３７～２．７２１
禽蛋 ０．５９７ １．４９６ ０．７９６～２．４３７
素食 ０．０８２ ２．００３ １．４６８～２．７６９

　　注：表示Ｐ值≤０．１０者，可进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３　影响Ｈｃｙ水平的二项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显示可能影响
Ｈｃｙ的因素（白酒、黄酒、碳酸饮料、蔬菜、动物内脏、贝壳类海
鲜、素食）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见表２。结果显
示：黄酒、动物内脏、贝壳类海鲜、蔬菜是 Ｈｃｙ的独立影响因素
（黄酒：ＯＲ＝２．９８７，９５％ＣＩ１．４５３～４．８８３；动物内脏：ＯＲ＝
２．０３４，９５％ＣＩ１．３９２～２．７２５；贝壳类海鲜：ＯＲ＝１．００７，９５％ＣＩ
１．９２８～６．１０４；蔬菜：ＯＲ＝３．０１７，９５％ＣＩ１．２１９～７．２８５）。摄入
这前三类食物高者，Ｈｃｙ水平较高，而摄入蔬菜多者，Ｈｃｙ水平
较低。

３　讨论
　　在海岛地区，日常大量食用海鲜食品，且长期以来交通不
便生活方式相对封闭，其居民的饮食生活习惯与大陆地区不

同，导致许多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与大陆地区存在差别，脑梗

死也是其中之一。目前对脑梗死尚无特效治疗药物，但脑梗死

是可预防的疾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称，通过改善

高危因素，可使全球脑梗死的发生率降低８５％。在脑梗死的可
控危险因素中，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已经被认为与高血压病、

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血管疾病、吸烟、肥胖等因素同样重

要［５－６］。

表２　影响Ｈｃｙ水平的二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名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 ９５％ＣＩ

黄酒 ０．６７３ ０．２７２ ８．５３４ ０．００４ ２．９８７ １．４５３～４．８８３
白酒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７ ４．２９６ ０．００９ ２．０３４ １．３９２～２．７２５
贝壳类海鲜 １．０９４ ０．２８５ １１．８３４ ０．００１ ３．５９６ １．９２８～６．１０４
蔬菜 ０．７８２ ０．２８１ ９．７３６ ０．００１ ３．０１７ １．２１９～７．２８５
常数 －７．５３７ １．１８４ ２０．３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注：Ｂ＝偏回归系数，Ｓ．Ｅ．＝标准误，Ｗａｌｄ＝Ｗａｌｄｓ检验值，ＯＲ＝比
值比，９５％ＣＩ＝９５％可信区间，当９５％ＣＩ不包括１，且Ｐ＜０．０５时，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我国一项对３９１６５人组成的研究队列进行了平均６年以
上的前瞻性追踪的研究表明，单独存在高血压或高同型半胱氨

酸血症的患者，脑卒中死亡的风险分别为正常人群的３倍和４
倍，而高血压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并存者脑卒中的发生风险

增加至１２倍［７］。而国外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同型半胱氨酸水

平降低２５％可使脑梗死发生风险降低１９％［８］。由此可见，如

果可控危险因素能得到有效控制，则脑梗死的发病率将得到明

显降低。

本文显示：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急性期 Ｈｃｙ平均水平是
（１７．０７±２．７１）μｍｏｌ／Ｌ，较国外（１１．１０±５．８６）μｍｏｌ／Ｌ［９］略高，
这种差异考虑是研究对象的选择不同所致，他们的研究对象包

括脑梗死的所有类型，包括心源性脑栓塞。较国内部分研究结

果（２６．４±３．２）μｍｏｌ／Ｌ［１０］、（２７．５２±１１．７２）μｍｏｌ／Ｌ［１１］高，可能
与本文纳入对象为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以及 Ｈｃｙ测量仪
器、方法和时间亦有差异有关。

本文发现，影响 Ｈｃｙ水平的因素包括黄酒和白酒，大量饮
酒患者的Ｈｃｙ水平高。考虑与饮酒后影响维生素 Ｂ１２、维生素
Ｂ６、叶酸吸收导致 Ｈｃｙ代谢障碍有关

［１２］。两者均与 Ｈｃｙ存在
显著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０．５２３，Ｐ＝０．００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
数＝０．６２４，Ｐ＝０．０００）。

我们发现影响Ｈｃｙ水平的因素还包括贝壳类海鲜，随着摄
入量的增多，Ｈｃｙ水平逐渐升高（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０．６１４，Ｐ＝
０．０００）。这与贝壳类海鲜含有高蛋白、高嘌呤，影响 Ｈｃｙ代谢
有关，并且可能与高嘌呤、高蛋白所致的血清尿酸升高导致代

谢紊乱有关。

本文还发现，影响 Ｈｃｙ水平的另一因素是蔬菜的摄入，其
摄入量与Ｈｃｙ水平呈负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０．７０１，Ｐ＝
０．０００）。由于蔬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为 Ｈｃｙ在细胞内参与转
硫化途径和再甲基化途径代谢提供了必要的因子。

综上，我们研究了急性脑梗死的饮食影响因素，发现 Ｈｃｙ
作为脑梗死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与饮食因素存在明显关系，

其中作为可以调节改良的不平衡膳食习惯，为今后脑梗死的防

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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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７２例淮安市食管癌术后患者远期生存质量调查
孙标，李向阳

【摘　要】　目的　食管癌是我国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和生存质量，本文研究了食管癌切除术后
患者远期生存的生存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行食管癌手术治疗、术后生存５年以上的１０５例患者，通过门诊随
访、信访、电话访问、下乡走访等方式进行生存质量问卷调查，记录患者主观生存质量感受及手术分期、术后病理分期等，

完成本次调查的病例共计７２例（７２／１０５，６８．６％），将调查结果与这些患者术前状况进行比较。结果　患者术后在吞咽、
饮食、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方面与术前相比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食管癌切除术后生存超过５年的患
者的总的生存质量较为满意，显示手术治疗未对患者的远期生存质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手术治疗对于患者的生存质量

影响较小。

【关键词】　食管癌；手术治疗；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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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手术是目前治疗食管癌的主要方法［１］，手术能让患者获得

根治的机会、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近几年随着手术技术、手

术条件、监护设备、人员素质等的提高，手术的危险性降低，手

术为主的综合治疗的效果等得到了进一步提高，食管癌患者获

得长期生存的几率越来越多。同时随着对健康理解的深入和

医学模式的转变，食管癌患者对生存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生存质量是指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他们的目标、期

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体验或感受［２］。

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存活超过５年的食管

作者单位：２２３００１江苏省淮安市，蚌埠医学院附属解放军８２医院肿瘤
中心（孙标，李向阳）；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研究
生部（孙标）

通讯作者：李向阳，电子信箱：３９４７６９２１４＠ｑｑ．ｃｏｍ

癌术后群体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其生存质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我院肿瘤外科及普胸外科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经根治性手术治疗后存活超过５年的群体进行研究。生存５
年以上患者总计１０５例。对其通过门诊随访、信访、电话访问、
下乡走访等方式进行生存质量调查，配合并完成调查者７２例，
随访率６８．６％（７２／１０５）。其余３３例因失访、意外死亡、迁徙等
原因未能最后完成调查。７２例完成调查的病例中男性４７例，
女性２５例，手术时年龄６２～７６岁，平均年龄６５．３岁。其中左
开胸食管癌根治术４９例、右开胸（胸腹两切口）２３例。食管癌
术后颈部吻合３例，主动脉弓上吻合１８例，主动脉弓下吻合５１
例。按ＵＩＣＣ的１９９７年ＴＮＭ分期，Ⅰ期２例，Ⅱａ期２６例，Ⅲｂ
期３１例，Ⅲ期１３例。其中术后行放化疗者５８例，其中单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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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２１例，单纯化疗１８例，放化疗综合治疗者１９例。细胞学分
型方面：鳞癌７１例，腺癌１例；病灶位置：食管上段癌１６例，中
段癌３５例，下段癌２１例；大体类型：髓质型、覃伞形、溃疡型、缩
窄型分别为：３５例、１６例、１８例、３例；病灶长度：大于５ｃｍ的
２０例，小于５ｃｍ的５２例。淋巴结清扫方面全部患者均经过规
范化根治性清扫。

１２　研究方法　通过门诊随访、信访、电话访问、下乡走访等
方式进行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①食纳方面：食
欲、饭量、有无吞咽困难及其程度、饮食性质；②伴随症状：有无
恶心、烧心、返酸、呼吸困难等；③社会地位：能否尽到家庭与社
会责任；④一般状况：精神、体力、体重等情况；⑤经济负担等情
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７２例随访患者术后５年在食欲方面较手术之前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多表现为食欲减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在吞咽困难方面，术后患者较术前多有好转，约２６．４％诉仍有
轻度进食不畅感或异物感，在进食流质、半流质饮食时无影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在伴随症状上，几乎所有患者
术后均存在胃食管返流，但大多数患者随着生存时间的延长会

有不同程度好转，多数于术后两年左右诉基本正常或耐受，但

总的发生率与术前相比有所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社会功能方面，大多数患者为老年病患，对比术前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一般状况上，精神状态、睡眠质
量方面术后５年与术前相比有明显改善，术后５年大多数患者
均可进行适度锻炼、参加轻体力劳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大多数患者术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症状，如
咳嗽、活动后胸闷、气喘等，对比术前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经济负担方面患者家庭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汇总见表１。

３　讨论
　　食管癌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恶性肿瘤之一，据代敏等［３］

报告我国食管癌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和病死率均排在世界前

列，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淮安地区是食管癌高发地区，可见

本地区防治食管癌的任务艰巨［４］。外科治疗是食管癌治疗公

认的首选方式［５］。但是由于手术的创伤大，对患者的精神、体

质、社会角色等影响以及术后并发症等［６］，不少患者对手术治

疗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从本调查来看，食管癌患者术后普

遍存在吞咽不畅、胃食管返流、食欲减退、消化不良、胸闷、呼吸

不畅、疼痛及心理社会角色障碍等，并且对许多受访病例造成

家庭的经济负担。对于术后的并发症方面，务森等［７］指出：食

管切除食管胃吻合术降低食管癌患者的生存质量，但多数生存

质量评分在１年后开始恢复，３年后明显改善。这与本研究所
得出的结果基本吻合。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手术对于患者在

身体上的创伤，精神上的影响以及患者对复发转移、术后并发

症等的恐惧，均能导致生存质量不同程度地下降。适度的精神

疏导、普及必要的相关教育、保持医患的良好沟通可以有效的

缓解部分对疾病的恐惧［８］。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术后并发症，如

胃食管返流、吞咽不畅感、消化不良、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目

前的解决办法主要是严格选择患者，充分做好术前准备，严格

规范手术操作，及时、正确的围手术期处理［９］。从本次调查看

来，消化道并发症往往在出院后加重，给患者造成或轻或重的

生活负担及心理上的不适感觉，且即使给予促进胃动力、抑酸、

反酸等不适感觉。这与食管癌手术后抗返流机制的破坏有

关［１０］。另外食管癌术后，有的患者还存在胸闷、呼吸不畅、胸

部束带感、切口感觉异常及心理障碍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患者的生存质量。虽然手术会给部分患者带来一定的并发症

风险，并对其生活质量造成影响，但本调查发现，生存率超过５
年的这部分食管癌术后患者在精神、体力、社会功能方面等均

基本恢复至术前水平。

表１　７２例食管癌随访患者手术前后身体情况及生活质量比较（ｘ±ｓ，ｎ，％）

项目 术前 术后５年 χ２值 Ｐ值

食欲 正常 ４９（６８．１） ３７（５１．４） ４．１５７ ＜０．０１
下降 ２３（３１．９） ３５（４８．６）

饮食量 正常 ４１（５６．９） ４３（５９．７） ０．１１４ ＞０．０５
下降 ３１（４３．１） ２９（４０．３）

吞咽困难 无 ５（６．９） ４５（６２．５） ５９．７３１ ＜０．０１
轻度 ２０（２７．８） １９（２６．４）
中度 ３９（５４．２） ７（９．７）
重度 ８（１１．１） １（１．４）

膳食 流质 １０（１３．９） ３（４．２） ５．１３２ ＞０．０５
半流质 ３８（５２．８） ４８（６６．６）
普食 ２４（３３．３） ２１（２９．２）

腹泻 有 ９（１２．５） １１（１５．３） ０．２３２ ＞０．０５
无 ６３（８７．５） ６１（８４．７）

返流 有 ７（９．７） ２０（２７．８） ７．７０４ ＜０．０１
无 ６５（９０．３） ５２（７２．２）

呼吸系统症状 有 １３（１８．１） ２８（３８．９） ７．６７２ ＜０．０１
无 ５９（８１．９） ４４（６１．１）

体重 减轻 ３５（４８．６） ３２（４４．４） ０．２５１ ＞０．０５
无明显变化 ３７（５１．２） ４０（５５．６）

精神情绪变化 情绪低落 ４１（５６．９） １９（２６．４） １３．８２９ ＜０．０１
良好 ３１（４３．１） ５３（７３．６）

社会角色 良好 ２６（３６．１） ３７（５１．４） ３．４１４ ＞０．０５
较差 ４６（６３．８） ３５（４８．６）

疾病经济负担 较重 ６７（９３．１） ５１（７０．８） １２．０１６ ＜０．０１
尚可 ５（６．９） ２１（２９．２）

轻度体力活动 可 ２７（３７．５） ３８（５２．８） ３．３９３ ＞０．０５
否 ４５（６２．５） ３４（４７．２）

　　食管癌切除术后远期生存质量较为满意，手术治疗不会严
重影响到这部分患者的生存质量。通过合理得当的围手术期

药物治疗、科普宣教、心理辅导、社会支持等，有机会将手术并

发症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但以上结果仍需经循证医学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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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广元市利州区居民胆石病患病状况的调查
朱晓燕，江钦玲，洪天宇，张泽林，杜康，薛秀建，刘杰

【摘　要】　目的　调查广元市利州区居民胆石病患病率，了解胆石病流行病学特点，为今后该地区胆石病的防治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统一采用自编的问卷调查表，通过面访与自填式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利州
区１４４８名常住人口进行胆石病患病率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数据汇总，整理后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应答率为９６．５％，胆石病总患病率为８．８％，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间胆石病患
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４０～６０岁以上的女性，文化水平较低以及事业机关单位职员为危险人群。结论　利州区
居民胆石病患病率较高。胆石病的形成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对胆石病的形成有明显影

响，建议加强该区高危人群胆石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适当增加社区胆石病医疗资源配置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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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饮食结构、
生活方式等的变化均利于胆石病的形成，人群中胆石病患病率

呈上升趋势［１］，在中国胆石病的发病率为４．２１％～１１．００％，存
在明显的地区差异［２］。目前为止尚未见广元市普通人群中胆

石病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本研究旨在了解该地区胆石病

流行现状，为今后制定胆石病的防治措施及社区医疗资源的合

理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广元市利州区城区及下辖的大石镇、荣山
龄镇年龄在１０岁以上的居民（排除外来临时务工人员）为调查
对象。

１２　调查方法　查阅相关文献及咨询专家等方法，制定统一
的调查表。由挑选出２０名临床医学生为调查员，经集中培训，
统一方法和标准，明确表格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后，每２人１
组进行调查。正式调查之前先行预调查，制定规范及标准用

语，根据预调查情况修订调查表。在居委会或村委会工作人员

的协助下采用现场调查方式，对参加人员现场发放问卷，问卷

在调查员的指导和监督下由调查对象自己填写，并当场回收，

当日资料当日汇总，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减少类似误差。

１３　胆石病诊断标准　查阅病例资料，以 Ｂ超检查确诊有胆
石病者或既往行胆囊切除术病理证实为胆石病者。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１２ＺＢ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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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合格问卷数据录入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建库，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胆石病患病率　本次共调查１５００人，实际有效问卷１４４８
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６．５％。胆石病患病人数１２７人，人均胆石
病总阳性率８．８％。其中男性６４４人，阳性人数４８人，阳性率
７．５％；女性８０４人，阳性人数７９人，阳性率９．８％。
２２　胆石病年龄、性别分布　见表１。经χ２检验，不同年龄间
胆石病患病率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１．１７５，Ｐ＜０．０５），其
中以５０～６０岁、６０岁以上年龄组患病率最高，分别为１８．４％、
２０．８％。３０岁以上的人群随年龄增长，胆石病患病率明显增
高，其中４０岁以上年龄组，女性胆石病患病率高于男性，经 χ２

检验，不同性别间胆石病患病率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７．９２６，Ｐ＜０．０５）。
２３　胆石病的文化分布　不同文化层次人群胆石病患病率比
较表明：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群胆石病患病率最高，为１２．５％，而
初中、高中、大学文化水平人群胆石病患病率依次为 ７．６％、
７．７％、４．３％，经χ２检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胆石病患病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５４９，Ｐ＜０．０５）。
２４　胆石病的职业分布　６种不同职业人群胆石病患病率比
较表明：事业机关单位职员胆石病患病率最高，为１４．３％，工人
为１２．２％，农民为 ９．９％，个体户为 ６．５％，自由职业者为
１０．６％，学生为１．７％。经 χ２检验，不同职业的人群胆石病患
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４．５３３，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胆石病是胆道系统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包括发生在胆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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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胆管的结石，其病因比较复杂，目前认为是多因素综合的结

果［３］，本次调查显示利州区居民胆石病总发病率为８．８％，表明
该区胆石病患病率较高，成为影响本市居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

生问题之一，但是否与当地特有的某些饮食、生活习惯及地理

环境等有关尚待下一步研究。

表１　不同年龄、性别人群胆石病患病率情况

年龄
男性

调查人数 阳性人数 阳性率（％）
女性

调查人数 阳性人数 阳性率（％）
合计

调查人数 阳性人数 阳性率（％）
１０～ ６６ ３ ４．５ １０４ １ １．０ １７０ ４ ２．４
２０～ １３９ ２ １．４ １８１ １ ０．５ ３２０ ３ ０．９
３０～ １４６ １３ ８．９ １８３ １６ ８．７ ３２９ ２９ ８．８
４０～ １３９ ８ ５．８ １７６ ２１ １０．４ ３１５ ２９ ９．２
５０～ ７４ １０ １３．５ ６７ １６ ２６．０ １４１ ２６ １８．４
６０～ ８０ １２ １５．０ ９３ ２４ ２５．８ １７３ ３６ ２０．８
合计 ６４４ ４８ ７．５ ８０４ ７９ ９．８ １４４８ １２７ ８．８

　　年龄是慢性病患病率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年龄越大，
致病因子的长期作用，逐步积累致器官损伤，患慢性病的可能

性越高［４］。本次调查表明，３０岁以后胆石病患病率随年龄增长
而增加，６０岁以上年龄组发病率高出４０岁以下年龄组１２％以
上，５０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胆石病患病率比男性高出１０％以
上，这一结论与相关资料的报道一致［５］，可能与女性特有的生

活习惯及生理因素相关，这提示中老年女性人群是胆石病的重

点防治对象。

职业与本地区胆石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事

业及机关单位职员、工人、自由职业者、农民胆石病患病率较

高。事业、机关单位职员可能由于工作性质，如运动及体力劳

动相对较少，易引起胆囊肌的收缩力下降，胆汁排空延迟，造成

胆汁淤积，为形成胆石病创造了条件。此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相当部分的工人及自由职业者没有吃早餐或规律进食早餐的

习惯，而长期不吃早餐使空腹时间加长，胆汁分泌减少，胆固醇

呈饱和状态，易形成胆石病。国内外众学者通过研究已证实了

细菌在胆石病中的存在及作用［６］，而当地工人及农民可能因其

饮食卫生条件及生活习惯相对较差，更易将细菌、虫卵等异物

带进消化道，逆行胆道引起胆道阻塞、胆汁引流不畅及细菌感

染，久之易形成胆结石。文化水平可能也为该地区胆石病发病

的危险因素之一，其中文化水平相对低的人群发病率较高，这

或许是因教育程度可直接影响生活饮食习惯，而胆汁的分泌可

受生活习性的影响。

临床上胆石症患者大多是急性发作入院治疗，静止期患者

不知道或不愿意手术［７］，我们在调查中同样也发现本地绝大部

分人是由于出现明显的躯体临床症状才入院治疗，这反应出当

地人群对胆石病认识不足，健康意识薄弱。由于这些因素，调

查人群中尚可能有部分无明显症状的胆石病患者存在，所以该

调查的患病率低于实际患病率。本次对广元市利州区居民胆

石病流行情况的调查表明该地区胆石病发病率较高，特别是５０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尤其是女性），长期呆在办公室的事业机

关人员以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应该引起重视。此外，研

究表明，胆囊结石与胆囊癌、大肠癌的发生具有相关性［８－９］，因

此早诊断、早发现、早预防是关键。通过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

健康干预，普及防治科普知识，提高人们对胆石病危害的认识，

提倡适宜的体育运动，逐步培养人们科学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的

生活方式，是预防该类慢性疾病的有效途径［１０］，同时，对患者实

施规范化管理是提高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１１］，此外应增加社

区中胆石病医疗资源的配置投入，从而降低本地胆石病的发病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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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Ｐ５３蛋白在喉癌中表达的 Ｍｅｔａ分析
王晋超，杨丽，张劲，唐亮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比Ｐ５３在声带息肉、喉正常组织、喉非典型增生组织中与其在喉癌中的表达差异，探讨Ｐ５３蛋
白在喉癌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选用Ｅｍｂａｓｅ、Ｍｅｄｅｌｉｎｅ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
库等数据库全面检索近几年国内外已发表的相关文献，最终进入系统评价的文献有１３篇病例对照研究。应用 ＲｅｖＭａｎ
５．１软件对各研究原始数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计算合并ＯＲ及９５％ＣＩ。结果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与喉声带息肉相比，Ｐ５３在
喉癌中高表达［ＯＲ＝１３．７６，（９５％ＣＩ：６．３５～２９．８２），Ｐ＜０．０１］；与喉部正常组织对比，Ｐ５３在喉癌中高表达［ＯＲ＝２２．１７，
（９５％ＣＩ：１１．３６～４３．２９），Ｐ＜０．０１］；Ｐ５３在喉癌和喉部非典型增生组织中表达无明显差别［ＯＲ＝２．４０，（９５％ＣＩ：０．９６～
６．００），Ｐ＞０．０１］。结论　Ｐ５３高表达可能在喉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由于目前缺乏随机化对照试验证据，进一步
比较仍需要大样本的多中心的随机化对照试验研究。

【关键词】　喉癌；Ｍｅｔａ分析；Ｐ５３蛋白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９．６５　Ｒ７３０．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６４０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５３ｉｎ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ＡＮＧＪｉｎ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Ｕｙｇｕ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Ｕｒｕｍｑｉ８３００００，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Ｂ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ｚ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Ｐ５３ｉｎｐｏｌｙｐｏｆｖｏｃａｌｃｏｒｄ，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ｉｎ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５３ｉｎ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Ｅｍｂａｓｅ，Ｍ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ＣＢＭｄｉｓｃ，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７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ｂｏｕｔ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ｂ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ｖＭａｎ５．１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ａｗ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ｖａｌ
ｕ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ｏｄｄｒａｔｉｏ（ＯＲ）ａｎｄ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Ｉ）．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Ｐ５３ｉｎ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ｐｏｌｙｐｏｆｖｏｃａｌｃｏｒｄ［ＯＲ＝１３．７６，（９５％ＣＩ：６．３５－２９．８２），Ｐ＜０．０１］；Ｐ５３ｉｎ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ＯＲ＝２２．１７，（９５％ＣＩ：１１．３６－４３．２９），Ｐ＜０．０１］；Ｐ５３ｉｎ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ＯＲ＝２．４０，（９５％ＣＩ：０．９６－６．００），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ｈｉｇ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５３ｍａｙ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ｏｕｌｄｂ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ｌａｒｇｅ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Ｐ５３

　　近些年，肿瘤基因成为肿瘤研究的一个热门，而 Ｐ５３基因
是被广泛研究的基因之一。Ｐ５３基因属于抑癌基因，能够抑制
恶性细胞的增殖，可以启动细胞的程序性死亡过程，能够维持

组织细胞的正常生长。当Ｐ５３基因与恶性肿瘤病毒蛋白结合，
或通过丢失、突变等形式而失活，使 ＤＮＡ损伤不能被修复，并
向恶性转变［１］。Ｐ５３蛋白的异常表达多出现在恶性肿瘤细胞
中，在正常喉组织中，Ｐ５３多呈阴性表达。多项研究探讨了 Ｐ５３
基因表达与恶性肿瘤的关系，但与喉癌的研究多为小样本，研

究结果也略有不同。此次，我们将对国内外多个关于喉癌中

Ｐ５３表达的相关文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本研究通过对Ｅｍｂａｓｅ、Ｍｅｄｅｌｉｎｅ数据库、中国
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进行检索，

收集国内外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９月间，以“Ｐ５３、喉恶性肿瘤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喉肿瘤（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Ｌａｒｙｎ
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喉鳞状细胞癌（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及喉癌（ＬＳＣＣ）”为检索词，与“Ｐ５３蛋白在喉癌中表达及意义”
为主题发表的所有病例对照研究。

１２　文献的纳入标准　①文献必须是关于在喉癌中 Ｐ５３的表
达及其意义的病例对照研究；②病例组为病理确诊的喉癌患
者，对照组为病理证实的声带息肉、喉部正常黏膜、喉部非典型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００乌鲁木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耳鼻喉一科
通讯作者：张劲，电子信箱：ｅｂｈｚｓｗｊｃｈ＠ｓｉｎａ．ｃｎ

增生组织；③文献原始数据提供优势比（ＯＲ）值及其９５％可信
区间（ＣＩ）。
１３　排除标准　①无对照组的病例研究；②检测方法仅做普
通病理学检查，而未进一步作免疫组化法；③选择资料较全的
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排除相同或相似的文献，以及信息少、质量

差的文献；④综述、摘要、会议论文等文献。
１４　资料提取和文献质量评价　由２名以上的研究者分别独
立地提取资料，根据标准评价文献循证医学证据分级水平，不

一致之处通过重新核对和讨论解决，对文献中不清楚或未提供

的资料，以通信方式或电子邮件与主要作者联系并获取确切数

据信息，若联系２次仍未能获得答复，作为资料缺失处理。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１软件对结局指标进行统
计分析，二分类变量采用相对危险度（ＯＲ）及其９５％可信区间
（ＣＩ）为疗效分析统计量，检验水平为 Ｐ＝０．０５。当各研究间无
统计学异质性（Ｐ＞０．１０，Ｉ２＜５０％），采用固定效应模式进行合
并分析；如各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Ｐ＜０．１０，Ｉ２＞５０％）采用
随机效应模式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搜集文献的情况　总共检索到英文文献１２２篇，中文文
献１０５篇；根据之前所述的文献纳入和文献排除标准，有１３篇
文章［２－１４］纳入此次的 Ｍｅｔａ分析；病例组共９１３例，对照组为
３３２例。
２２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以喉癌为实验组、声带息肉为对照组的
研究共纳入４篇文章，两者相比，计算结果显示，异质性检验结
果显示Ｐ＝０．６６，Ｉ２＝０％，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式，得出 Ｏ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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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６，９５％ＣＩ：６．３５～２９．８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以喉癌为实验组、喉部正常组织为对照组的研究共纳入７

篇文章，两者相比，计算结果显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Ｐ＝
０．１９，Ｉ２＝３２％，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式，得出 ＯＲ为２２．１７，９５％
ＣＩ：１１．３６～４３．２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以喉癌为实验组、喉部非典型增生组织为对照组的研究共

纳入３篇文章，两者相比，分析结果显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Ｐ＝０．０２，Ｉ２＝７５％，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式，得出 ＯＲ为 ２．４０，
９５％ＣＩ：０．９６～６．０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对相近、相似或相同的多个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具有增加
样本量，增大检验功效的作用；Ｍｅｔａ分析受前人研究结果的影
响较大。本研究已剔除质量较差、信息量较少的文献，此次研

究结果显示 Ｐ５３在喉癌中的阳性率较在声带息肉和喉部正常
黏膜中要高，但Ｐ５３在喉癌和喉部非典型增生组织中表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可能与所纳入的文献数量有限及样
本量较小有直接关系。对所有入选病例资料进行分层分析、敏

感性分析，可以检验本次研究的稳定性，结果显示 ＯＲ值大
于１，在统计学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但是由于免疫组化结果
的分级也有不同标准；同时也存在纳入的文献语种限制，可能

会漏掉一些有价值的文献，都可能是导致本次研究中出现 Ｐ５３
在喉癌和喉部非典型增生组织中表达无明显差别的原因，该结

论仅为初步研究，有待更多的数据资料深入研究。

Ｐ５３基因突变出现在超过５０％的人类恶性肿瘤中，随着的
对该基因的认识以及研究的深入，Ｐ５３作为抑癌基因的功效被
逐渐揭示出来。因为Ｐ５３基因突变，导致其空间分子结构发生
改变，故而失去了对细胞正常生理功能的调控作用，从而 Ｐ５３
基因转变成癌基因；正常的 Ｐ５３基因主要具有阻滞细胞周期、
促进细胞凋亡、维持基因组稳定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功能。

由此得出，Ｐ５３基因突变与否与调节细胞正常生命活动息息相
关。

人类Ｐ５３基因定位于１７Ｐ１３．１，由１０个内含子和１１个外
显子组成，分子量约为５３ｋＤ［１５］；Ｐ５３蛋白Ｎ端为酸性区，包含
与转录因子相近的酸性结构区，共含有１～８０位氨基酸残基，Ｎ
端与ＧＡＬ４相对应的ＤＮＡ结合区域发生重组时，发生融合的蛋
白能激活ＧＡＬ４操纵子转录，能激活 Ｐ５３的第２０～４０位密码
子，归纳为Ｐ５３基因的细胞定位及反式激活，都可直接或间接
参与转录控制。Ｃ端为碱性区，含３１９～３９３位氨基酸残基；突
变Ｐ５３蛋白在组织细胞中不易水解，其半衰期自１．４～７ｈ不
等，而正常Ｐ５３蛋白易水解，半衰期为２０ｍｉｎ。

肿瘤实验证明，基因突变是 Ｐ５３功能丧失的主要方式，也
进一步证实突变体多位于 ａａ１２９～１４６、１７１～１７９、２３４～２６０、
２７０～２８７这４个突变热点，改变 Ｐ５３的空间分子结构，改变酸
性激活区域的结构，失去特异位点的结合能力是Ｐ５３发生突变
的主要形式。Ｐ５３蛋白一旦和诸如 ＳＶ４０Ｔ抗原、腺病毒 ＥＬａ、
ＥＬｂ、ＨＰＶＥ６等相结合后，引起 Ｐ５３的突变，即会引起恶性病

变。

Ｐ５３基因是迄今为止发现与人类肿瘤相关性最高、功能最
强大的一种基因，也是研究最透彻的一种基因。了解恶性肿瘤

的基因学基础，寻找肿瘤早期阶段的基因改变对恶性肿瘤的防

治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对Ｐ５３基因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必将有
利于进一步阐明喉癌发病机制和病因，在未来的医疗工作中可

能指导Ｐ５３基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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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淮安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仲丽丽

【摘　要】　目的　探讨淮安城乡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ＫＤ）流行状况，为今后淮安市老年
人群慢性肾脏病防治奠定基础。方法　２０１１年在淮安地区调查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样本的
获取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以社区（村）为单位，抽取淮安市２０１１年城乡社区６０～７９岁人群１９６４例进行慢性肾脏
病及相关因素的调查。结果　淮安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１３．８０％。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增
高，淮安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知晓率１２．９２％、治疗率８．１２％，城市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知晓率１５．４３％、治疗率
９．５７％，明显高于农村７．２３％、４．８２％的知晓率和治疗率，Ｐ＜０．０５。结论　淮安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较高，
知晓率、治疗率低。老年人群应作为慢性肾脏病监测重点人群，尤其是６５岁以上老年人群。尚需进一步加强淮安地区
的社区老年慢性肾脏病防治工作，特别是农村地区，以提高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管理水平，提高老年慢性肾脏病的控

制率。

【关键词】　老年；慢性肾脏疾病；患病率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６６０２

　　近年来，慢性肾脏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ＫＤ）越来越
受到人们重视，因其引起的终末期肾病（ｅｎｄｓｔａｇｅｒｅｎ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ＳＲＤ）发病率越来越高，其治疗费用高，已经成为我国重要公
共健康问题之一。早期筛查发现慢性肾脏病并进行早期防治

是延缓 ＣＫＤ进展、遏制终末期肾脏病患病率上升的重要手
段［１］。为了解当前淮安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流行现状及

影响因素，我们于２０１１年进行了淮安城乡地区６０～７９岁人口
慢性肾脏病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及影响因素调查，了解慢性

肾脏病在淮安地区老年人群的流行趋势，为今后老年慢性肾脏

病防治奠定基础。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应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淮安市中心城
区清浦区、清河区作为城市调查点，选取淮阴区、淮安区的农村

作为农村调查点，分别随机抽取２～３个居委会或村，调查６０～
７９岁人口，获得１９６４例的有效调查资料。
１２　调查内容　所有研究对象全部进行常规调查问卷和一般
体检项目。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家族史、慢性

疾病史、饮食、饮酒、吸烟等。体格检查项目包括体重、身高、血

压及计算体质指数，实验室检查尿常规和肾功能、血糖、血脂及

血尿酸。

１３　研究方法　慢性肾脏病定义及标准参照肾脏病基金会发
表的Ｋ／ＤＯＱＩ标准［２］：①肾脏损害（肾脏的结构与功能异常）伴
有或不伴有肾小球滤过率（ＧＦＲ）的下降≥３个月。肾脏损害是

指下列两种情况之一，一是异常的病理改变；二是出现肾脏损

害的标志，包括血或尿成分的异常，以及影像学检查的异常。

②ＧＦＲ＜９０ｍｌ－１·（１．７３ｍ２）－１≥３个月，伴有或不伴有肾脏的
损害。另外，高血压诊断标准按２００２年世界高血压联盟规定
的标准，高脂血症诊断标准按中华心血管杂志编委会《血脂防

治建议》，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按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颁布的糖尿病诊
断标准进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计数资料组间采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慢性肾脏病患病率年龄分布　随年龄增大，淮安地区老
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逐渐增高，城乡、男女均显示了这种

趋势，男性 １００２例，检出慢性肾脏病患者 １３５例，患病率为
１３．４７％；女性９６２例，检出慢性肾脏病患者１３６例，患病率为
１４．１４％；男性慢性肾脏病患病率与女性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０．４３，Ｐ＞０．０５）。
２２　淮安地区老年慢性肾脏病患病率　调查１９６４人中，检出
慢性肾脏病患者２７１例，老年慢性肾脏病患病率１３．８０％；城市
调查１３０６例，检出慢性肾脏病患者１８８例，患病率为１６．１７％；
农村调查 ６８５例，检出慢性肾脏病患者 ８３例，患病率为
１２．６１％；城市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于农村（χ２＝４．８７，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淮安城乡老年人群不同年龄段ＣＫＤ患病率

年龄组（岁）
城市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农村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总数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６０～６４ ４０３ ５２ １２．９０ １４２ １５ １０．５６ ５４５ ６７ １２．２９
６５～６９ ３５７ ５１ １４．２９ １６７ ２０ １１．９８ ５２４ ７１ １３．５５
７０～７４ ３１１ ４７ １５．１１ １９８ ２６ １３．１３ ５０９ ７３ １４．３４
＞７５ ２３５ ３８ １６．１７ １５１ ２２ １４．５７ ３８６ ６０ １５．５４
合计 １３０６ １８８ １４．４０ ６５８ ８３ １２．６１ １９６４ ２７１ １３．８０

２３　慢性肾脏病知晓率、治疗率　分析结果显示，淮安地区老
年慢性肾脏病患者患病知晓率为１２．９２％（３５／２７１）。城乡分别
为１５．４３％（２９／１８８）和７．２３％（６／８３）；城镇居民慢性肾脏病知
晓率明显高于农村（χ２＝１２．５４，Ｐ＜０．０５）。老年慢性肾脏病治
疗率为８．１２％（２２／２７１），城乡分别为９．５７％（１８／１８８）和４．８２％
（４／８３）；城市居民慢性肾脏病治疗率高于农村（χ２＝２５．３９，Ｐ＜
０．０５）。

作者单位：２２３００２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淮安医
院）血液净化室

３　讨论
　　近年来，慢性肾脏病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因其引起的终
末期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其治疗费用高，已经成为我国及全

球重要公共健康问题之一。但由于 ＣＫＤ患者在早期无明显临
床症状，导致人群的知晓率明显滞后于其发病率［３］，国内外研

究提示ＣＫＤ患者中５８．７％～８９．７％是由筛查发现的［４－５］，国内

ＣＫＤ知晓率仅１２．５％［６］，使很多患者延误病情，发展为终末期

肾脏病，最终需要行肾脏替代治疗，给家庭及社会造成极重负

担。发达国家关于ＣＫＤ相关数据的收集较早而且较全面，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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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欧普通人群发病率达 ６．５％ ～１１．０％，澳大利亚高达
１６％［４－５］。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先后开展该项调查研

究［７－８］。２０１０年本地区曾经对城市居民进行初步调查［９］，为进

一步了解本地区慢性肾脏病构成情况，本调查对老年患者进一

步筛查。

本次调查研究显示：淮安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

为１３．８０％，随年龄增大，淮安地区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
逐渐增高，老年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于普通人群，年龄是

慢性肾脏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国内外多项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一致。调查还发现城市老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农村，有

显著差异，考虑与本地区老年人群中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

症人群高于农村有关；老年人群中两性慢性肾脏病患病率无明

显差异，与本地区普通人群一致。调查显示２０１１年淮安地区老
年慢性肾脏病知晓率为１２．９２％。城镇居民慢性肾脏病知晓率
明显高于农村，考虑与城市人群经济水平较高、健康意识优于

农村人群有关，老年慢性肾脏病治疗率为８．１２％，考虑与患者
知晓率较低有关。

本次调查提示淮安地区慢性肾脏病防治工作的艰巨性，由

于农村地区经济相对欠差，慢性肾脏病控制工作较为严峻。面

对淮安地区慢性肾脏病流行的现状，慢性肾脏病防治工作仍需

进一步加强。应尽快建立完善的监测计划，大幅度提高知晓

率；应加大投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投入，吸引受过良好训练

的医生到农村去，这样才能增加慢性肾脏病患者的知晓率及治

疗率，提高慢性肾脏病的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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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范畴，证属心脉痹阻，中西医对其病因基本持相同的观点，即

气虚气滞、寒凝痰浊等致气血瘀滞，心脉不通。正如《素问·痹

论》篇所谓“心痹者脉不通”，气滞血瘀，瘀血痹阻脉络，不通则

痛。因此，治则为活血化瘀、行气止痛、芳香温通［５－６］。

麝香保心丸是由人参、麝香、冰片、肉桂、蟾酥、苏合香脂及

牛黄等组成，其中苏合香脂、冰片具有减慢心率、解除冠脉痉挛

的作用，麝香提取物有扩张血管、强心的功效，人参有抗氧化、

降低血脂的作用，蟾酥有强心的效果［７］。麝香保心丸在临床上

治疗心肌缺血性疾病，具有疗效好、起效快的特点，耐受性和安

全性好［８－９］。除了以上急救方面作用外，长期应用该药可促进

缺血心肌的血管再生，实现“药物促进心脏自身搭桥”，此乃治

本之理。综上所述，对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麝香保心丸可达

到标本兼治的作用。而临床上较常用的硝酸酯类药物，使用过

程中为保持其疗效及预防耐受，需要保留一个无或低血浓度的

时段，虽然如此，临床中仍旧可见头痛等副作用，有时程度严重

到不能耐受［１０］。舒血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有效成分为黄酮

醇苷，其药理作用为扩冠，减少心肌耗氧［１１］。

本研究结果表明，麝香保心丸联合舒血宁注射液治疗Ⅰ、
Ⅱ级稳定型冠心病心绞痛在缓解心绞痛症状方面，其总有效率
达９１．６７％，高于单纯应用舒血宁组的６０．４２％（Ｐ＜０．０５）；改
善心电图的总有效率为８２．５％，亦高于对照组的５２．０８％（Ｐ＜
０．０５）；而观察组随访期间心绞痛复发率为２０．８３％，而对照组
为６４．５８％（Ｐ＜０．０５）。提示麝香保心丸治疗Ⅰ、Ⅱ级稳定型
冠心病心绞痛在缓解心绞痛症状，心电图表现及降低心绞痛复

发率方面疗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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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与保健·

狂犬病疫苗暴露后免疫“２１１”方案疗效与安全性观察
邵蔚，郑以山，张建，姜有珠，蒋学友

【摘　要】　目的　研究狂犬病疫苗暴露后“２１１”方案的疗效与副反应。方法　对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东南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符合条件的９００例Ⅱ级暴露人群，随机分为两组，其中４３７例暴露后患者进行“２１１”程序免疫，
４００例暴露后患者常规５针法。“２１１”免疫疗法与常规５针法使用鸡胚细胞液体狂犬病疫苗，观察每针注射后的局部
副反应和全身副反应，在免疫后７ｄ、２１ｄ和４２ｄ（全程注射后１４ｄ）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体水平。结果　“２１１”方
案与常规５针注射狂犬病疫苗局部副反应分别为１５．１％、１４．２％，全身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１９．２％、１４．１％，免疫７ｄ后
抗体阳性率分别是７１．６％、６３．５％，免疫２１ｄ后抗体阳性率分别是９４．２％、９０．５％，免疫４２ｄ后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９７．５％、９８．３％。结论　“２１１”免疫程序早期全身反应多于常规注射方式，但接种次数减少，抗体阳性率早于常规注射
产生，两种免疫方案总体疗效相当。

【关键词】　狂犬病；“２１１”方案；传统方案；副反应；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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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ｒａｂｉ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ｒａｂｉｅ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ｎｅｅｄｌ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４００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ｅｄｌｅｉｎｊ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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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ｗｉｔｈｉｎ７ｄａｙｓ，２１ｄａｙｓａｎｄ４２ｄａｙ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１４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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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ｎｅｓｉｄ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ｗｅｒｅ１５．１％ ａｎｄ１４．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１９．２％，１４．１％，７
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７１．６％，６３．５％，１４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９４．
２％，９０．５％，ａｎｄ４２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９７．５％，９８．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２１１”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ａｓｅａｒｌｉ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２１１”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ｅｒｅｅａｒｌｉ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ｅｒｅ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ａｂｉｅｓ；“２１１”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病死率
１００％［１］，近年来我市暴露后人群逐年增加，有效及时的进行暴

露后免疫，增强免疫疗效保护易感人群在狂犬病门诊处置中作

用至关重要。预防狂犬病发生的有效措施是及时正确地处理

伤口，并接种人用狂犬病疫苗和抗狂犬病血清或狂犬病免疫球

蛋白［２］，目前主要接种方式仍是传统的５针法注射，注射次数
多，疗程长，患者依从性差［３－４］，疗效难以保证，为提高患者免

疫依从性，增强免疫效果，国际上逐渐推行 ４针法［５］，我院从

２００９年１月起在暴露后人群中推荐“２１１”程序４针注射法，
现对２００９年１月开始的４３７例暴露后免疫患者使用“２１１”程
序的临床安全性及免疫后血清学检测情况进行观察，结果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观察对象　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院急诊符合条
件的９００例Ⅱ级暴露人群，随机分为两组，其中４３７例暴露后患
者进行“２１１”程序免疫，４００例暴露后患者常规５针法暴露后
免疫，入选标准：＞１８周岁，动物咬伤后Ⅱ度（包括Ⅱ度）以上
的暴露人群。排除标准：有急性发热性疾病（腋温 ＞３７．５℃）、
不能完成规定的随访、免疫缺陷症患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

者、在咬伤后至本中心时间超过２ｄ、以前有狂犬病疫苗接种史
者。共选取符合以上条件的患者４３７例，其中男性２６３名、女性
１７４名，男女比例１．５７∶１。年龄最小１８岁，最大５９岁。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２南京市，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邵蔚，电子信箱：ｄｏｃｔｏｒ０２１９＠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观察用疫苗　筛选４３７例符合条件的动物致伤患者进行
“２１１”暴露后免疫。疫苗选用 ＣｈｉｒｏｎＢｅｈｒｉｎｇＧｍｂＨ＆Ｃｏ．人
用狂犬病纯化疫苗（鸡胚细胞），批号１８８４（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Ｓ２００８０００１）；常规５针法选用同厂家疫苗，同批次产品。
１３　接种方法　“２１１”方案按照瑞必补尔公司产品说明书，
暴露后第０（两针），７，２１天的免疫程序于上臂三角肌肌肉注
射；对照组按暴露后第０，３，７，１４，２８天的免疫程序，每次１支
（２．５ＩＵ），接种方式按照卫生部颁布的２００９年狂犬病暴露预防
处置工作规范于上臂三角肌肌肉注射［６］。

１４　接种反应观察　在每次接种后３０ｍｉｎ内、６～８ｈ、２４ｈ、４８
ｈ、７２ｈ观察全身和局部反应情况，利用现场观察、患者不适随
诊、电话联络观察等方法严密观察接种后的副反应，并记录在

病案记录表中。全身反应主要观察体温以及主观自觉症状和

体征，如恶心、倦怠、头痛、头晕、皮疹等，局部反应主要观察局

部红肿、疼痛、搔痒、硬结等。

１５　免疫原性检测　分别于免疫后７ｄ、２１ｄ和４２ｄ（全程注
射后１４ｄ）采集患者血清，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试剂由浙江省
天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检测抗体水平。

１６　结果判定与数据分析
１６１　局部反应　根据预防用疫苗临床前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食药监注（２００５）４９３号］，对注射部位红斑、肿胀的严重程
度按如下标准分级。０级：无；Ⅰ级：＜１５ｍｍ；Ⅱ级：≥１５ｍｍ
且≤３０ｍｍ；Ⅲ级：＞３０ｍｍ。
１６２　发热按如下标准分级　０级：＜３７℃；Ⅰ级：３７．１～３７．５
℃；Ⅱ级：３７．６～３９．０℃；Ⅲ级：＞３９℃。
１６３　其他不良反应　Ⅰ级：轻度反应，导致轻微不舒服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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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日常活动；Ⅱ级：中度反应，不适程度足以干扰正常的日常
活动；Ⅲ级：重度反应，妨碍日常的正常活动。
１６４　血清中和抗体　血清中和抗体＞０．５ＩＵ／ｍｌ为阳性。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χ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接种反应　接种反应包括局部反应和全身反应观察，详
述如下。

２１１　局部反应　“２１１”方案４３７例观察者免疫１７４８针次
中，发生局部反应６６例共１２９人次，反应率１５．１％，其中局部
红肿２４人次，疼痛４７人次，瘙痒２７人次，硬结反应３１人次。５
针法４００例观察者免疫 ２０００针次中，发生局部反应 ５７例共
１１０人次，反应率１４．２％，其中局部红肿２７人次，疼痛３９人次，
瘙痒１１人次，硬结３３人次。两者相比，局部副反应发生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２１，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种不同狂犬病疫苗注射方案局部副反应观察（例）

组别 ｎ反应人次
反应率

（％）
局部反应

红肿 疼痛 瘙痒 硬结

“２１１”组 ４３７ ６６ １５．１ ２４ ４７ ２７ ３１
５针法组 ４００ ５７ １４．２ ２７ ３９ １１ ３３
　　注：总反应率，χ２＝０．１２１，Ｐ＞０．０５；红肿，χ２＝０．０２６，Ｐ＞０．０５；疼
痛，χ２＝０．２２９，Ｐ＞０．０５；瘙痒，χ２＝５．６６，Ｐ"

０．０５；硬结，χ２＝０．３９５，Ｐ
＞０．０５。
２１２　全身反应观察　“２１１”方案４３７例免疫观察者中，全
身反应８４例，反应率１９．２％，其中发热６８例，倦怠５９例，头晕
头痛４３例。５针法４００免疫观察者中，全身反应５１例，反应率
１２．８％。其中发热３２例，倦怠３８例，头晕头痛２１例。观察两
种免疫方案，全身反应中发热反应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发热χ２＝１０．５４６，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种不同狂犬病疫苗注射方案全身副反应观察（例）

组别 ｎ反应人次
反应率

（％）
局部反应

发热 倦怠 头晕头痛

“２１１”组 ４３７ ８４ １９．２ ６８ ５９ ４３
５针法组 ４００ ５１ １２．８ ３２ ３８ ２１
　　注：总反应率，χ２＝４．２３７，Ｐ"

０．０５；发热，χ２＝１０．５４６，Ｐ"

０．０５；
倦怠，χ２＝３．２６３，Ｐ＞０．０５；头晕头痛，χ２＝６．７２１，Ｐ"

０．０５。
２２　免疫后抗体阳性率　接种第７天，同时采集血清，经血清
学检测结果：“２１１”方案阳性 ３１３例，阳性率 ７１．６％（３１３／
４３７），５针法方案阳性２５４例，阳性率６３．５％（２５４／４００）。两苗
抗体阳转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７２１，Ｐ"

０．０５）。
接种第２１天，同时采集血清，经血清学检测结果：“２１１”

方案阳性４１２例，阳性率 ９４．２％（４１２／４３７），５针法方案阳性
３６２例，阳性率９０．５％（３６２／４００）。两苗抗体阳转率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８５，Ｐ"

０．０５）。
接种后第４２天，采集患者血清进行检测，“２１１”方案阳性

４２６例，阳性率９７．５％（４２６／４３７），５针法方案阳性３６２例，阳性
率９８．３％（３９３／４００）。两苗抗体阳转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０．５８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狂犬病是一种病死率１００％的疾病，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
在暴露后快速进行被动免疫与主动免疫，及时有效地达到保护

性抗体浓度。用量小，反应轻，接种次数少，接种后能快速（一

般７～１０ｄ）产出中和抗体的疫苗和免疫接种方式是当前暴露
后免疫的关键，传统的５针注射法，注射周期长，患者依从性较
差，往往难以达到有效地免疫效果［７］。“２１１”方案是世界卫
生组织（ＷＨＯ）推荐的狂犬病暴露后预防免疫接种肌肉接种方
案，也称Ｚａｇｒｅｂ方案，即暴露后第０天采用上臂双侧接种２剂，
随后在第７天和第２１天分别给予单剂量接种。此方案已在欧
洲、非洲、亚洲多国成功注册并使用多年，主要的优点是可以减

少患者就诊次数（由５次减为３次），间接降低医疗成本，提高
患者的依从性，节省了社会整体资源。国内有文献报道，安全

性与免疫效果均较好［８］，但在我国尚未大面积普及，是否能够

达到预期效果，尚无大样本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２１１”方案
优于传统５针法，但部分病例早期的全身性反应比较明显，在
临床使用中需要关注。

文献报道，有效的中和抗体水平应 ＞０．５ＩＵ／ｍｌ并持续时
间长［９－１０］。理论上抗体达到 ＞０．５ＩＵ／ｍｌ时间越早，预防的效
果越早产生，应用在“２１１”方案可以快速达到抗体有效性水
平，且早于传统方法，第７天检测抗体，“２１１”方案抗体阳性率
高于传统方案，与第一次双侧同时注射等量疫苗，加强了免疫

原性有关，同时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完成免疫疗程，促进了患

者的依从性。但与传统免疫疗程的２８ｄ相比，２１ｄ相对较短，
抗体总体是否可以维持足够时间，仍是直接决定远期疗效的关

键。我们观察了两种注射方法７ｄ、２１ｄ、４２ｄ时的抗体水平，总
体达标率与抗体平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早期抗体阳性

率优于传统５针法，４２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由于缺
乏远期检测资料，远期疗效尚需要进一步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疫苗接种后，免疫佐剂与本身的免疫反应均有可能引起局

部反应，以疼痛、瘙痒、红肿为主，全身反应以发热、倦怠、头晕

多见［１１］。在比较两种方案中发现，两组分别在疼痛、瘙痒、红

肿等局部反应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全身反应中，“２１１”
方案在发热、倦怠、头晕方面均高于传统组，尤其在第一次免疫

接种后，全身反应明显增加，主要表现为发热，分析原因考虑与

短时间内大剂量强免疫原性刺激有关，提示“２１１”方案在体弱
者、老人、儿童接种时应慎重使用，避免发热反应引起机体反应

异常进而导致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总之，“２１１”方案与传统方案相比，疗效相当，但在成本、
接种次数方面明显减少，方便了患者，节约了医疗资源，提高了

患者依从性，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狂犬病暴露后免疫方案，但由

于短时快速刺激，早期全身性反应相对增加，在注射过程中需

要注意对症处理不良反应，同时注意积累资料，增加老人与儿

童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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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治疗现状
刘晓峰，刘建民，张二军

【关键词】　前列腺肿瘤；内分泌治疗；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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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欧美发达国家继肺癌之后男性患者第二多的
恶性肿瘤，病死率在肺支气管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

之后位列第六［１］。在我国占男性泌尿系肿瘤第三位，有逐年上

升的趋势。直肠指检、经直肠 Ｂ超检查（ＴＲＵＳ）［２］和血清前列
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测定［３］是临床诊断前列腺癌的基本方法。

前列腺癌的潜在危险因素包括年龄、种族、遗传、饮食高动物脂

肪、环境工业在市区的污染、吸烟、输精管切除术等。上个世纪

４０年代初，Ｈｕｇｇｉｎｓ和Ｈｏｄｇｅｓ发现了通过切除前列腺癌患者双
侧睾丸和运用雌激素可延缓前列腺癌的进展，证实了前列腺癌

对雄激素去除的反应性［４］。患者体内无雄激素水平作用下，前

列腺细胞将会发生凋亡。这是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的分子生

物学基础。任何抑制雄激素活性的治疗均可被称为雄激素去

除治疗（ＡＤＴ）。患者早期因肿瘤远离尿道没有临床症状，当患
者出现症状时，表明前列腺癌已经侵及尿道，已有局部浸润或

远处转移，侵及骨骼引起骨痛和侵及盆腔淋巴结髂静脉导致下

肢肿胀，侵及脊髓可致截瘫［５］。临床上包括 Ｎ１（区域淋巴结转
移）和Ｍ１期（远处转移包括：Ｍ１ａ有区域淋巴结以外的淋巴结
转移；Ｍ１ｂ骨转移；Ｍ１ｃ其它器官组织转移）。此时已经没有手
术指征，只能接受姑息性内分泌治疗。转移性前列腺癌的内分

泌治疗，临床常用治疗策略有去势治疗、抗雄激素单药治疗

（ＣＰＡ）、最大限度雄激素阻断治疗（ＣＡＢ）、间歇性雄激素阻断
治疗（ＩＡＢ），现将晚期前列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做个综述。

１　去势治疗：分为手术去势和药物去势
１１　手术去势　手术去势主要方法为双侧睾丸切除术。白膜
下睾丸实质剜出术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前列腺癌雄激素阻断治

疗的标准手段。外科去势是最直接的方法，２４ｈ内减少血清睾
酮大于９０％［６］，并且没有药物去势睾酮一过性升高带来的风

险。与安慰剂相比，对于晚期前列腺癌的患者，睾丸切除术更

能减轻因骨转移引起的疼痛，提高患者的体能状态。与药物去

势相比其过程简单，治疗成本低。不利方面是容易对患者的心

理造成负面影响；性欲和性交能力不可逆的损失；减少肌肉质

量和能量；热潮红；贫血和骨质疏松。睾丸切除后并不能阻断

肾上腺皮质网状带细胞产生少量的雄激素，从而影响手术去势

疗效。如果采用睾丸切除术加双侧肾上腺切除并发症较多。

故睾丸切除常与 ＬＨＲＨ类似物联合应用，或者辅助化疗放疗
治疗晚期转移性前列腺癌。

１２　药物去势
１２１　雌激素　雌激素的作用机制：第一能抑制下丘脑分泌
ＬＨＲＨ，抑制雄激素，抑制睾丸间质细胞产生睾酮，第二大量的
雌激素可以和ＡＲ结合，抑制雄激素与ＡＲ的结合，第三触发前
列腺癌细胞凋亡对癌细胞的直接细胞毒作用。缺点：心血管不

良反应，性欲减低，阳痿。

对前列腺癌转移灶引起疼痛的控制，ＤＥＳ与双侧睾丸切除
术相仿。己烯雌酚（ＤＥＳ）的疗效和副作用与剂量有关：是第一
个用于前列腺癌的内分泌治疗药物，心血管不良反应血管栓塞

限制了它的使用。通过对２００多名老年男性前列腺癌患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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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峰，电子信箱：ｌｉｕ＿ｊｏｈｎ＿ｊｍ＠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项实验表明：通过给予１～３ｍｇＤＥＳ去势治疗，同时给予７５ｍｇ
阿司匹林防止血管栓塞。大约 ３０％的男性患者表现出血清
ＰＳＡ显著的降低，且血清ＰＳＡ进展中位数时间为４．６个月。近
２０％的患者疼痛镇痛效果明显。约１０％的男性患者出现血栓
栓塞。总的来说，随着给予不同患者已烯雌酚每日１ｍｇ、３ｍｇ
或５ｍｇ，去势效果增加，同时明显增加心血管方面的不良反应。
目前ＤＥＳ作为药物去势的二线选择，用于雄激素非依赖型前列
腺癌的治疗［７］。

１２２　ＬＨＲＨ兴奋剂（ＬＨＲＨａ）　ＬＨＲＨａ作用机制抑制了
ＬＨＲＨ对脑垂体释放 ＬＨ的激动作用，从而使睾酮降低至去势
水平。临床上常用的ＬＨＲＨａ有戈舍瑞林（诺雷德）、亮丙瑞林
（抑那通）和布舍瑞林。ＬＨＲＨａ是晚期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的
最主要药物。在治疗早期ＬＨＲＨａ能刺激腺垂体释放ＬＨ，导致
血清中睾酮上升，可加重骨转移患者的疼痛。故用 ＬＨＲＨａ之
前２周或注射当日给予抗雄激素药物治疗，且抗雄激素药物治
疗一直持续到注射后２周。可减轻睾酮升高引起的骨痛。对
于骨转移患者可慎用 ＬＨＲＨａ，选用手术去势可迅速降低睾酮
水平。一项研究表明给予 ＬＨＲＨａ去势与睾丸切除术去势治
疗晚期前列腺癌疗效相同［８］。多项临床回顾性研究显示，促黄

体激素释放激素（ＬＨＲＨ）类似物与去势及己烯雌酚治疗晚期前
列腺癌疗效相同［９］。

１２３　ＬＨＲＨ拮抗剂　ＬＨＲＨ拮抗剂通过直接抑制腺垂体释
放ＬＨ，从而降低体内睾酮和二氢睾酮（ＤＨＴ）的水平，达到去势
水平。目前用药有阿巴瑞克、地加瑞克。阿巴瑞克已经作为晚

期前列腺癌的一线内分泌治疗药物。阿巴瑞克不良反应有过

敏反应（低血压及昏厥），虽较少见，但值得重视。ＬＨＲＨ拮抗
剂目前主要是在有症状的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中使用。

一项研究显示 ＬＨＲＨ拮抗剂阿巴瑞克对于晚期前列腺癌
疗效优于ＬＨＲＨ激动剂醋酸亮丙瑞林，且没有一过性睾酮升高
引起的骨痛加重的副作用［１０］。

另一项研究地加瑞克和醋酸亮丙瑞林平行组Ⅲ期临床研
究表明两疗效相同，比醋酸亮丙瑞林，其起效直接，实现了更快

速的抑制睾酮和 ＰＳＡ。地加瑞克不需要补充抗雄激素药来防
止睾酮一过性升高引起的副作用［１１］。其去势效果与醋酸亮丙

瑞林相同。

２　抗雄激素单独治疗（Ａｎｔｉ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ＰＡ）
　　雄激素受体拮抗治疗的机制在于阻断二氢睾酮与其雄激
素受体结合，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抗雄激素作为单一的疗法能

保护患者的性腺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雄激素受体拮抗药

根据化学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甾体类与非甾体类两种。

２１　甾体类　甾体类醋酸环丙孕酮（ＣＰＡ）和醋酸酯甲地孕
酮，代表性药物有醋酸环丙孕酮（ＣＰＡ），它是一种促孕的抗雄
激素药。甾体类抗雄激素类药物主要是阻断雄激素与雄激素

受体结合，还能抑制ＬＨＲＨ分泌，从而降低ＬＨ及Ｔ水平，大剂
量的甾体类药物可直接作用于癌细胞产生细胞毒作用。它与

雄激素受体竞争捆绑在雄激素受体上，也占据抗促性腺激素的

活性，迅速和持久的降低７０％ ～８０％的睾酮水平，故副作用主
要是低血清睾酮水平，导致患者性欲降低、勃起功能障碍等，有

１０％的患者产生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还有水钠潴留，男性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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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发育。因此，ＣＰＡ作为一种单一的药剂，可以最大的阻断雄
激素。ＣＰＡ是第一种在欧洲使用的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药物，
实验表明，ＣＰＡ与氟他胺在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癌特异性存活
率及总体存活率无显著差异［１２］。

２２　非甾体类　非甾体类例如氟他胺、尼鲁米特和比卡鲁胺
（康士德），这类药物作用原理是只与雄激素受体结合而抑制雄

激素。氟他胺治疗因不降低雄激素水平所以对患者的性功能

基本上没影响。没有去势治疗中的骨质疏松及体能下降，故是

一个有吸引力的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方法。副作用包括男性

乳房发育，胃肠道反应如腹泻等，另外氟他胺有肝毒性，尼鲁米

特可有视觉、呼吸障碍和酒精过敏。比卡鲁按（康士得）的Ⅲ期
临床研究［１３］显示，无论多大剂量，疗效低于去势治疗或雄激素

完全阻断治疗（ＣＡＢ）。目前认为比卡鲁胺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最佳［１４］。

３　完全性雄激素阻断治疗（ＣＡＢ）
　　完全性雄激素阻断治疗又称为最大限度雄激素阻断
（ＭＡＢ）。常用的手段为去势加抗雄激素药物。原理同时阻断
肾上腺来源的雄激素和睾丸来源的雄激素对前列腺的作用。

ＣＡＢ通常对生活质量产生明显的副作用。
一项大型临床研究结果［１５］示，ＣＡＢ较单一药物阻断更有

效［１６］。但是美国联合肿瘤治疗协会组进行的ＩＮＴ０１０５研究结
果示，两种方法无显著性差异，且 ＣＡＢ的副作用（胃肠道反应
如腹泻、心情波动及生活质量低）明显较前者强。抗雄激素药

物可能导致癌细胞抗雄激素受体突变，进而导致癌细胞转向雄

激素非依赖型［１７］。故ＣＡＢ是否优于其他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

４　间歇性雄激素阻断治疗（ＩＡＢ）
　　间歇性雄激素阻断治疗是间歇性抗雄激素药物加去势药
物治疗。常见方法有ＬＨＲＨ兴奋剂亮舍瑞林或戈舍瑞林（诺雷
德）加非甾体类抗雄激素药氟他胺或比卡鲁胺（康士得）。

前列腺癌大多数为雄激素依赖型前列腺癌，其发生和发展

与雄激素有关。早期对内分泌治疗有效，后期可发展成雄激素

非依赖性前列腺癌。为了延长内分泌治疗的敏感期，上个世纪

９０年代，由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提出间断性雄激素阻断治疗（ＩＡＢ）［１８］：
当患者接受内分泌治疗后，通过实验室检查血清ＰＳＡ降到去势
水平后停止治疗，定期复查血清 ＰＳＡ，升高到一定水平后，开始
下一次治疗，如此反复，可能延长雄激素的治疗敏感期［１９］，间

歇性内分泌治疗能明显降低性欲低下、阳痿、抑郁、疲乏等不良

反应的发生，停药期间患者的性功能恢复。但是，ＩＡＢ治疗在
ＩＡＢ治疗停药间歇期前列腺癌有可能进展。所以通过血清ＰＳＡ
水平评价肿瘤状态和恢复治疗标准可能不准确。因此，还需要

大量的临床实验来论证 ＩＡＢ是否能代替持续性的雄激素阻断
治疗。

国内的一项关于不同分期、分级的前列腺癌患者间歇性内

分泌治疗效果的研究表明：肿瘤分化较好的Ⅲ期及以内的患者
能坚持较多治疗周期的ＩＨＴ，分化差的Ⅳ期患者更容易进展到
激素非依赖期，故 ＩＨＴ更适合Ⅲ期以内的前列腺癌患者［２０］。

ＩＡＢ每周期治疗的标准还未有统一的停药标准，国内推荐停药
标准为ＰＳＡ≤０．２ｎｇ／ｍｌ持续时间约３～６个月［２１］。ＩＡＢ重新
治疗的标准不同文献报道差异很大，主要根据患者前列腺癌临

床分期、血清 ＰＳＡ治疗前、治疗后水平来决定重新给药时
间［２２］：①如果血清ＰＳＡ水平治疗前不高的患者，停药后上升到
治疗前血清ＰＳＡ值水平则恢复治疗；②如果血清ＰＳＡ治疗前水
平高的患者，停药后血清ＰＳＡ上升到＞２０ｎｇ／ｍｌ或血清ＰＳＡ升
高至治疗前的一半恢复治疗；③治疗前３个月血清ＰＳＡ＜４ｎｇ／
ｍｌ时：有症状患者ＰＳＡ＞１０ｎｇ／ｍｌ；无症状患者ＰＳＡ＞２μｇ／Ｌ均

恢复治疗［２３］；④国内推荐ＰＳＡ＞４ｎｇ／ｍｌ时开始新一轮治疗。
综上所述，转移性前列腺癌的内分泌治疗，已经有了半个

多世纪的历史，已发展成为中晚期前列腺癌的一种积极的、有

效的治疗方法。随着 ＬＨＲＨ类似物等去势药物及非甾体类雄
激素阻断剂出现并用于临床，以及 ＣＡＢ、ＩＡＢ等多种策略的推
广，极大的丰富了转移性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的药物选择。同

时出现了不同治疗的疗效不同、产生副作用及合理治疗时间的

问题。治疗转移性前列腺癌既要有效还要减少并发症并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不同的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要根据具

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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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在脑小血管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刘寒，孙中武

【关键词】　代谢综合征；脑小血管病；高血压；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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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小血管病（ｓｍａｌｌｖｅｓｓｅ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ＶＤ）是由于颅内小血管
如小动脉、微动脉、小静脉、毛细血管病变所致疾病，包括腔隙

性脑梗死（ｌａｃｕｎａｒ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ＬＩ）、脑白质病变（ｗｈｉ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ｌｅ
ｓｉｏｎｓ，ＷＭＬ）、脑微出血（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ｌｅｅｄｓ，ＣＭＢ）等。近年
来，ＳＶＤ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因为其不仅可以导致血管性
认知功能损害（ＶＣＩ），甚至血管性痴呆（ＶａＤ），也可以因 ＳＶＤ
出现皮质下损害特征如步态障碍、排尿障碍、假性延髓麻痹、抑

郁症状等而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严

重的负担。ＳＶＤ病因和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其中代谢综合征及
其各因子在其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Ｍｅｔｓ是多种代谢危
险因素在同一个体内的集结状态，主要包括胰岛素抵抗、高血

压、血脂异常和腹型肥胖。现就对 Ｍｅｔｓ及其各因子在 ＳＶＤ发
病机制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１　脑小血管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病理特征
１１　病因与危险因素　ＳＶＤ病因和危险因素包括血管危险因
素和遗传两个方面。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腹型肥胖、

吸烟、酗酒、高龄、高纤维蛋白原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

均是ＳＶＤ的重要血管危险因素；遗传因素，如Ｎｏｔｃｈ３基因突变
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合并皮质下梗死和白质脑病（ＣＡＤＡ
ＳＩＬ）发病的重要因素，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ＴＧＦｂｅｔａ１）基因的密
码子１０可能是ＳＶＤ的危险因素，尤其是ＷＭＬ表型。
１２　发病机制　ＳＶ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目前认为是由
不同病因和危险因素所致炎症、血管扭曲、血流灌注不足或局

部缺血损伤，最终导致代谢和血脑屏障的改变、神经胶质和神

经元细胞凋亡。有研究认为 ＳＶＤ与脑动脉粥样硬化有相似的
发病机制，即血浆蛋白渗漏入血管壁，脂质包含巨噬细胞积聚

和血管壁纤维化，进而导致血管壁破坏和血管周围间隙扩大，

血浆蛋白渗入其中也可导致脑血管屏障功能损害，这种与ＳＶＤ
相关的血脑屏障功能损害被认为是ＷＭＬ和ＬＩ的主要原因。
１３　基本病理特征　包括小动脉硬化和脑淀粉样血管病。小
动脉硬化主要特征为中膜平滑肌细胞丢失、纤维玻璃样物质沉

积、管腔缩小、血管壁变厚等，与高血压、糖尿病、年龄显著相

关，该病理改变常常为全身性的，肾脏和视网膜也同样受累。

脑淀粉样血管病是淀粉样蛋白进行性沉积于软脑膜、皮质等小

到中动脉和微动脉中，还有一小部分在毛细血管和静脉中沉积

导致管腔阻塞；在一些严重的脑淀粉样血管病中，血管扩张导

致局部破裂、血液外渗，伴或不伴有微小动脉瘤膨胀等导致脑

出血；该病理改变在阿尔兹海默病（ＡＤ）中经常可以见到，也可
见于罕见的基因遗传疾病中。

１４　ＳＶＤ的神经影像学特征　ＳＶＤ所致的病理学改变可导致
缺血和出血两种神经影像学特征，其中缺血可表现为ＷＭＬ、ＬＩ，
出血可为ＣＭＢ和大血肿。
１４１　脑白质病变　在 ＳＶＤ所致的缺血性损害中，当平滑肌
细胞丢失、管腔狭窄及血管壁变厚，导致脑血流减少、自我调节

功能丧失，继而导致白质慢性血流灌注不足，最终导致有髓鞘

纤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丢失，这种ＷＭＬ被认为是一种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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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梗死。影像学上表现为脑室旁和脑深部白质广泛性长Ｔ２信
号，在Ｔ２Ｗ和ＦＬＡＩＲ上尤其明显。
１４２　腔隙性脑梗死　当由上述发病机制致小血管的急性阻
塞，导致急性、局灶性缺血所致的完全组织坏死，则形成ＬＩ。
１４３　微出血和大血肿　当血管壁破坏、淀粉样沉积所致血
管破裂，可形成ＣＭＢ和大血肿，但为何有些血管破裂形成微出
血，而另外一些形成大血肿的原因未明，目前认为不同的血管

壁厚度可能为其的原因，较厚的血管壁与微出血相关。

２　脑小血管病与Ｍｅｔｓ及其各因子之间的关系
　　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ｅｔｓ）是与代谢异常相关
的血管危险因素在个体内集结状态，多种代谢异常主要包括：

胰岛素抵抗、高血压、血脂异常和腹型肥胖。目前 Ｍｅｔｓ诊断标
准主要是ＮＣＥＰＡＴＰⅢ，由ＣｏｚｍａＡ等［１］提出并加以详细的阐

述，认为Ｍｅｔｓ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子：①胰岛素抵抗，空腹血糖
（ＩＧＴ）≥１１０ｍｇ／ｄｌ（６．１ｍｍｏｌ／Ｌ）或当前正在使用胰岛素或口
服降糖药；②高血压，收缩压≥１３０ｍｍＨｇ或舒张压≥８５ｍｍ
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或最近使用降压药物；③甘油三酯
（ＴＧ）≥１５０ｍｇ／ｄｌ（１．７ｍｍｏｌ／Ｌ）；④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男
性≤４０ｍｇ／ｄｌ（１．０４ｍｍｏｌ／Ｌ）女性≤５０ｍｇ／ｄｌ（１．３０ｍｍｏｌ／Ｌ），
或最近１个月内使用调脂药物；⑤腰围，男性≥１０２ｃｍ，女性≥
８８ｃｍ。有研究根据中国人的情况将腰围标准修订为［２］：男

性≥８５ｃｍ，女性≥８０ｃｍ，但目前腰围标准仍存在争议。
２１　胰岛素抵抗与糖尿病　葡萄糖体内平衡是依赖于一个复
杂的反馈系统维持糖耐量在一个狭窄的生理范围，而葡萄糖体

内平衡异常归因于一系列的作用包括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

抗常见于肌肉、脂肪或肝脏不能适当地使用胰腺所产生的胰岛

素，处理相同数量的葡萄糖需要更多的胰岛素。但是随着胰岛

素抵抗的增加，血液中将会有更高水平的葡萄糖。葡萄糖的体

内平衡异常和胰岛素抵抗最终导致高糖血症和高胰岛素血症，

是２型糖尿病发生的主要风险。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糖尿病
是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ＳｈａｈＩＭ等［３］评价２４３名首次
卒中的２型糖尿病与卒中关系，其中１５１名患者符合Ｍｅｔｓ的诊
断标准，结果表明在２型糖尿病患者中，无论有无Ｍｅｔｓ，ＬＩ都是
最常见的卒中亚型。ＷＭＬ和 ＣＭＢ也是脑微血管病的主要形
式，可与急性ＬＩ共存，ＰａｒｋＪＨ等［４］将２２６名急性 ＬＩ患者分为
轻度、红（主要为微出血）、白（主要为白质病变）、重度微血管

病４组，结果发现不同组别急性 ＬＩ有着不同的危险因素，糖尿
病可能是白色微血管病（白质病变为主的）的决定性因素，年轻

人吸烟和饮酒习惯可能是轻度微血管病的决定因素。ＰｕｔａａｌａＪ
等［５］对６６９名１５～４９岁ＭＲＩ显示静止性脑梗死和 ＷＭＬ患者
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在年轻卒中患者中，静止性脑梗死和

ＷＭＬ并不少见，１型糖尿病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
２２　高血压　赵素芳等［６］对男性高血压患者 ＷＭＬ的危险因
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血压水平以及年龄等是男性高血压患者

ＷＭＬ的独立危险因素，积极控制危险因素可延缓男性高血压
患者ＷＭＬ的发生。冯敏等［７］回顾性分析 １７２例住院患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表明年龄、高血压为 ＷＭＬ发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ＣａｓｔｉｌｌａＧｕｅｒｒａＬ等［８］对急性脑卒中及其各亚型患者与昼

夜节律血压改变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对９８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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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急性脑卒中患者２４小时血压监测发现ＬＩ与非ＬＩ患
者的血压昼夜节律显著不同，ＬＩ患者夜间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
显著升高。为了评价中心收缩压与颅内小血管病之间的关系，

ＯｃｈｉＮ等［９］对５００名无症状性心血管疾病患者进行评估，臂踝
脉搏搏动速率（ｂａＰＷＶ）被作为动脉僵硬程度的指标，颈动脉流
速用多普勒超声来获取，３Ｔ磁共振被用来评价静止性ＬＩ，收缩
压第二射线峰值和脉搏压力被用来估计中心血压，结果表明收

缩期血压第二射线峰值与ＳＶＤ发生显著相关。
２３　血脂异常　吴艳梅等［１０］对血脂和 ＷＭＬ的关系进行探
讨，结果表明ＴＧ水平增高与ＷＭＬ的发生关系密切。Ｃｕａｄｒａｄｏ
ＧｏｄｉａＥ等［１１］通过对内皮功能的３个相关的标志物（蛋白尿、血
管性血友病因子和ｏｘＬＤＬ）研究，结果发现１２７名ＬＩ患者蛋白
尿和 ｏｘＬＤＬ是独立的高风险因素，与 ＬＩ的进展密切相关。
ＧｕｌｄｉｋｅｎＢ等［１２］研究ｏｘＬＤＬ和白介素６在急性动脉粥样硬化
及ＬＩ中的作用，将２８名急性脑梗死患者及２３名对照组相比
较，将脑梗死分为大血管病和小血管病两种卒中亚型，该结论

表明氧化应激促进大血管病发生，炎症可能在ＳＶＤ发展过程中
起重要作用。ＲｏｕｈｌＲＰ等［１３］通过对１５８名 ＬＩ患者、１５８名高
血压病患者以及４３名对照组研究发现，抗ＬＤＬ抗体中，低水平
的ＩｇＭ抗体和高水平的ＩｇＧ抗体可能与ＳＶＤ相关。Ｗｉｅｂｅｒｄｉｎｋ
ＲＧ等［１４］对ＴＧ、ＨＤＬ以及ＬＤＬ与脑出血（包括ＣＭＢ）是否相关
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低水平ＴＧ可增加颅内出血风险，特别是深
部和幕下ＣＭＢ，这为血脂异常在脑出血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提供
了一个新的见解。

２４　腹型肥胖　目前对于Ｍｅｔｓ诊断标准中腰围大小的界定仍
存在争议，ＨａｔａＪ等［１５］通过对２４５２名年龄大于４０岁的患者进
行１４年的观察，评价缺血性脑梗死患者Ｍｅｔｓ的多种诊断标准，
结果发现将 Ｍｅｔｓ的诊断标准定义修订为男性腰围≥９０ｃｍ，女
性腰围≥８０ｃｍ可以更好地预测各种缺血性卒中。关于腹型肥
胖对ＬＩ的影响，ＫｏＳＧ等［１６］对２３３名首发 ＬＩ的患者和２０４名
无卒中的控制组进行研究，在纠正了所有危险因素后，结果发

现绿茶的消耗以及腹部肥胖与 ＬＩ没有独立的联系，绿茶消耗
以及绿茶消耗并且无肥胖似乎是 ＬＩ的保护机制，这些结果仍
然存在争议。

２５　Ｍｅｔｓ多因子作用与 ＳＶＤ之间的关系　ＰａｒｋＫ等［１７］对

２０７６名４０～５９岁的ＬＩ患者Ｍｅｔｓ及其各因子与静止性ＬＩ的关
系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调整年龄、性别以及既往缺血性心脏

病史及近期抽烟史之后，静止性 ＬＩ的独立危险因素不仅包括
高血压和糖耐量受损，而且还包括高ＴＧ和腰围增大，因此认为
Ｍｅｔｓ与中年人的静止性ＬＩ显著相关。

３　干预和治疗Ｍｅｔｓ预防ＳＶＤ
　　Ｍｅｔｓ是多种代谢成分异常聚集所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
变化，可以通过改善饮食、规律运动、减轻体重等非药物治疗以

及降糖、降压、调节血脂等药物治疗来干预和预防，以进一步预

防ＳＶＤ的发生。ＷｕＢ等［１８］对３９０５名首次脑梗死的患者进行
３０ｄ、９０ｄ、１８０ｄ和１年的跟踪随访，结果发现１６５０名患者存在
ＬＩ，年龄、糖尿病、吸烟和ＮＩＨＳＳ分值均可作为１年ＬＩ病死率的
独立预测指标，反复发生的卒中是 ＬＩ的重要死亡原因，结论表
明中国ＬＩ比例比西方国家高，且ＬＩ远期预后不良，因此通过干
预和治疗Ｍｅｔｓ来预防 ＳＶＤ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ＶｕｏｒｉｎｅｎＭ
等［１９］研究中年血压、总胆固醇、体重指数、载脂蛋白 Ｅ和 ＷＭＬ
之间的关系，对１４４９名年龄６５～７９岁老年人进行了２１年的随
访，结果表明早期并持续控制血管危险因素，可使严重ＷＭＬ降
低。但是同时也有些人认为高脂血症可以预防 ＳＶＤ的发生，
ＷａｒｓｃｈＪＲ等［２０］对高脂血症与ＳＶＤ之间的关系研究后表示，高
脂血症作为卒中的危险因素尚不清楚，一个新的回顾性研究在

急性脑卒中患者中高脂血症与白质高信号之间的关系，揭示出

高脂血症可能作为一个预防 ＳＶＤ发生的保护角色。２０１２年，
ＯｈｗａｋｉＫ等［２１］对６１４３名患者体检中进一步研究患者血总胆
固醇与ＳＶＤ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在调整了如年龄、高血压等潜
在混杂因素后得出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发生 ＳＶＤ的风险较低的
结论。

ＳＶＤ起病隐匿，其临床表现多样，可导致认知功能损害，以
及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最终导致痴呆的发生，并可影响

到卒中的预后。而Ｍｅｔｓ中的高血压、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和
腹型肥胖均是ＳＶＤ发生的高危因素，有效控制 Ｍｅｔｓ及其因子
对于ＳＶＤ的预防，改善其认知损害和生活质量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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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６７５页）
的矫治中，支抗的设计和控制是矫治成功的关键，传统

方法利用口内或口外的装置来加强支抗，难以实现最

大的支抗需求，而且会增加患者的不适感和口腔卫生

维护的难度，自ＫａｎｏｍｉＲ［５］１９９７年首次报道微螺钉种
植体在矫治过程中的应用后，该支抗系统在正畸领域

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微螺钉种植体体积小

巧，植入部位灵活，植入及去除过程简单，正畸医师可

独立完成，因而临床应用十分便捷，是最适合成人的支

抗装置［６］，种植体支抗植入后可以即刻加力无需等待

骨结合完成，临床上一般在植入后２周开始加力，本研
究中我们所选用的微螺钉种植体，大小为 １．５ｍｍ×
８．０ｍｍ，植入部位位于侧切牙和尖牙之间，若此位置
骨质条件不佳也可以选择两中切牙之间或中切牙与侧

切牙之间植入，植入的位置应靠近根尖处，去除时只需

用改锥反方向旋转即可取下种植体，一般无需麻醉，创

口在１周内即可愈合。
３３　种植体支抗在打开咬合方面的作用　咬合打开
是深覆 矫治中的难点，传统上打开咬合主要依靠后

牙的萌出，而前牙露龈笑病例多为成人，由于颌面部的

生长发育已经停止，后牙几乎无萌出潜力，咬合打开主

要通过前牙的压低来实现［７］，这与青少年不完全相同，

但要实现前牙的压低较为困难。临床上常用的打开咬

合的方法如片段弓技术、摇椅形弓丝结合上颌平面导

板、弓丝上加水平曲或Ｔ形曲等［８］，由于支抗的反作用

力原理，通常都会引起后牙的伸长，难以实现前牙的绝

对压低，头帽Ｊ钩［９］由于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大

且过分依赖患者的配合，因而效果难以保证，而种植体

支抗由于不依赖后牙，因此避免了这些副作用，没有明

显的不适感也无需患者的配合，力值容易控制，能够实

现较好的压低效果。垂直方向的支抗控制一直是正畸

治疗中的难点，传统的支抗装置几乎难以实现，种植体

支抗在压低前牙的同时不影响其他牙齿，实现了前牙

的绝对压入，可以实现传统支抗无法实现的牙齿移

动［１０］。

３４　影响种植体支抗成功的因素　在种植体植入过
程中，应保证切口内骨面完整暴露，避免黏膜组织被卷

入钉道，影响种植体和牙槽骨之间的愈合［１１］，造成后

期种植体的松动脱落，如果发生了松动脱落，可变换位

置后重新植入。维护好口腔卫生是种植体成功的关

键，植入后应对患者进行口腔卫生指导，尤其是术后１
周软组织愈合期内，应常规给予洗必泰含漱防止感染。

种植体颈部是容易积存食物残渣的位置，也是种植体

周围炎的好发部位，应指导患者使用牙间隙刷进行彻

底清洁，预防种植体周围炎的发生，在刷牙时也要注意

避免牙刷柄对种植体的直接撞击，此外还应避免咀嚼

坚硬食物对种植体造成的创伤，导致种植体脱落，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种植体周围黏膜封闭的完整性和软组织

的长期健康。

本研究提示使用微螺钉种植体支抗能有效地压低

上前牙打开咬合，减少露龈笑的程度，同时改变牙槽突

度达到上前牙内收压低及控根的多重作用，有效地改

善患者的开唇露齿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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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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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杭州市余杭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中孕期二联法血清学产前筛查结果分析
陈益明，王芳，顾琳媛，王洁，褚雪莲，胡彩霞，谭建琴

【摘　要】　目的　评估杭州市余杭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中孕期二联法血清学产前筛查状况及筛查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
析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杭州市余杭区妇幼保健院自愿接受产前筛查的４４５６６例中孕期妇女二联法血清学产
前筛查筛查结果和染色体核型分析情况。结果　高风险孕妇中确诊唐氏综合征（ＤＳ）胎儿９例，１８三体综合征７例，开
放性神经管畸形（ＯＮＴＤ）８例，在随访的低风险孕妇中确诊新生儿ＤＳ６例，１８三体综合征０例，ＯＮＴＤ６例，产前筛查的
检出率分别为６０．００％（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７．１４％（８／１４）；筛查结果为高风险的孕妇，其检出ＤＳ等缺陷胎儿的几
率高于低风险者，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结论　血清学产前筛查工作取得进展，是降低异常胎儿出生的
有效方式，但存在一些假阴性或假阳性病例，应注意筛查结果的解释工作。

【关键词】　产前筛查；妊娠中期；唐氏综合征；１８三体综合征；开放性神经管畸形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７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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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前筛查是简便、经济和较少创伤的检测方法。为了解二
联法血清学产前筛查技术在杭州市余杭区孕期妇女中筛查 ＤＳ
胎儿的应用情况及效果评估，现将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９月
检测并随访的４４５６６例中孕期妇女二联法血清学产前筛查结
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筛查对象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９月来自杭州市
余杭区产前建卡门诊，妊娠 １５～２０＋６孕周的单胎孕妇，共计
４４５６６例。年龄最小 １６岁，最大 ４５岁，Ｍ（ＱＲ）为 ２５．６９
（２０．５７～３４．２３）岁，其中 ＞３５岁的有６６１例，占１．４８％。每位
筛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签字。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取材和筛查指标　在各定点医院抽取空腹静脉血２～３
ｍｌ，３０ｍｉｎ后分离血清标本并保存于２～８℃冰箱，于１周内送
检，筛查指标为血清甲胎蛋白（ａｌｐｈａｆｅ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ＦＰ）＋血清人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游离 β亚基（ｆｒｅｅｐｓｕｂｕｎｉｔｏｆＨＣＧ，ｆｒｅｅβ
ＨＣＧ）。
１２２　试剂和仪器　双标记试剂盒（ＡＦＰ／ＦｒｅｅβｈＣＧ）和ＶＩＣ
ＴＯＲ２ＴＭＤ１４２０型多标记免疫分析系统均由美国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
司生命科学部提供；测定方法采用ＤＥＬＦＩＡ法，检测步骤按说明
书进行。

作者单位：３１１１００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妇幼保健院产前筛查实验室（陈
益明，顾琳媛，褚雪莲）；妇保科（王芳，王洁，胡彩霞，谭建琴）

通讯作者：陈益明，电子信箱：ｃｘｙ４０３４４＠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３　质控　室内质控品采用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提供的低值、中
值、高值３个不同水平定值质控血清，批号为３９０７０。
１３　判断标准　应用Ｒｉｓｋｓ２Ｔ分析软件，结合中孕期妇女的年
龄、孕周、体重、吸烟、糖尿病及妊娠史等因素综合评估胎儿罹

患ＤＳ等的风险值。判定标准：ＤＳ和 ＯＮＴＤ的风险切割值为
１∶２７０，１８三体综合症的风险切割值为１∶３５０［１］。年龄≥３５
岁者分析软件自动提示为年龄高风险。对筛查高风险者，建议

到上级医院做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以排除胎儿 ＤＳ或其
他染色体异常。

１４　随访　对筛查对象在新生儿出生后进行三级网络随访。
失访原因主要为流动人口孕妇有住址变迁、电话停机或不接等

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建立检测结果数据库，
以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高风险和低风险病例中检
出确诊ＤＳ、１８三体综合征、ＯＮＴＤ患儿检出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
验或连续校正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产前筛查和羊水穿刺情况见表１。共筛查出
高风险孕妇２１７６例，总筛查阳性率为４．８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４４５６６例血清学产前筛查中孕期妇女中检出高风险病例情况，
见表２。
　　共确诊１５例ＤＳ、７例１８三体综合征、１４例ＯＮＴＤ患儿，它
们的产前筛查检出率分别为６０．００％（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
５７．１４％（８／１４）；假阳性率分别为 ４．０３％（１７９４／４４５５１）、
０．２２％（１００／４４５５９）、０．５８％（２５８／４４５５２）。阳性预测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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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５０％（９／１８０３）、６．５４％（７／１０７）、３．００％（８／２６６）。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４４５６６例中孕期妇女染色体核型分析和随访情况见表
３。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产前筛查率和羊水穿刺率情况（例）

年份 孕妇数 筛查例数 筛查率（％） 筛查高风险数 羊水穿刺数 羊水穿刺率（％）

２００９年 １００８３ ７９５１ ７８．８６ ３１８ １４１ ５２．８１
２０１０年 １１２１２ １０１６９ ９０．７０ ５２０ ２６３ ５７．０５
２０１１年 １３１５６ １２２２２ ９２．９０ ６６０ ２９３ ５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 １５４８６ １４２２４ ９１．８５ ６７８ ２６３ ４４．０５
合计 ４９９３７ ４４５６６ ８９．２４ ２１７６ ９６０ ５０．２６

　　注：筛查率 ＝筛查例数／孕妇数 ×１００％；羊水穿刺率 ＝羊水穿刺
数／筛查为２１三体和１８三体高风险数×１００％。
　　中孕期妇女血清筛查高、低风险病例中检出 ＤＳ儿等异常

儿结果比较见表４。在随访的低风险孕妇中 ＤＳ和 ＯＮＴＤ的检
出率均为０．１７‰（６／３４７１５），血清学筛查结果为高风险者，其
检出ＤＳ儿的几率高于低风险者，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９０．３８２，Ｐ＜０．００１）。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４４５６６例血清学产前筛查中孕期妇女中检出高风险病例情况（ｎ，％）

送检年份 检测总数 ２１三体高风险 １８三体高风险 ＯＮＴＤ高风险 总阳性数

２００９年 ７９５１ ２３６（２．９７） ３１（０．３９） ５１（０．６５） ３１８（４．００）
２０１０年 １０１６９ ４３４（４．２７） ２７（０．２７） ５９（０．５８） ５２０（５．１１）
２０１１年 １２２２２ ５６２（４．６０） ２３（０．１９） ７５（０．６１） ６６０（５．４０）
２０１２年 １４２２４ ５７１（４．０１） ２６（０．１８） ８１（０．５７） ６７８（４．７７）
合计 ４４５６６ １８０３（４．０４） １０７（０．２４） ２６６（０．６０） ２１７６（４．８８）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４４５６６例中孕期妇女染色体核型分析和随访情况（例）

年份 筛查例数
筛查高风险孕妇

随访例数 ２１三体 １８三体 ＯＮＴＤ 其它畸形

筛查低风险孕妇

随访例数 ２１三体 １８三体 ＮＴＤ 其它畸形

２００９年 ７９５１ ２２３ ０ ２ ２ ７ ６２９８ １ ０ ４ ５７
２０１０年 １０１６９ ４４８ ４ ２ ２ ９ ７５６５ １ ０ ２ ７１
２０１１年 １２２２２ ４８６ ４ １ ２ １２ １０２７６ ２ ０ ０ ５９
２０１２年 １４２２４ ５４８ １ ２ ２ ７ １０５７６ ２ ０ ０ ７９
合计 ４４５６６ １７０５ ９ ７ ８ ３５ ３４７１５ ６ ０ ６ ２６６

表４　孕中期妇女血清筛查高、低风险病例中检出ＤＳ儿等异常儿结果比较（ｎ，％）

病例类型 随访例数 ＤＳ １８三体综合征 ＯＮＴＤ 其它异常 异常儿病例总数

高风险 １７０５ ９（０．５３） ７（０．４１） ７（０．４１） ３５（２．０５） ５８（３．４０）
低风险 ３４７１５ ６（０．０２） ０ ６（０．０２） ２６６（０．９０） ２７８（０．８０）
χ２值 ９０．３８２ １２１．４８５ ７２．６８７ ３１．９１２ １１７．２０４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产前筛查工作的不断推进，产前筛查
率由２００９年的７８．８６％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９１．８５％，有逐年提高
趋势；羊水穿刺率 ４年平均水平为 ５０．２６％，由 ２００９年的
５２．５１％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４４．０５％。由于２０１２年浙江省各产前
诊断和筛查中心开展了无创染色体非整倍体产前检测［２－４］技

术，有部分高风险孕妇直接做无创染色体非整倍体产前检测，

因此造成羊水穿刺率下降。

在４４５６６例中孕期妇女血清学产前筛查中，共筛查出各类
高风险孕妇２１７６例，检出总阳性率为４．８８％，远低于严云飞［５］

报道的７．３５％。产前筛查 ＤＳ检出率为６０．００％（９／１５），低于
北京地区的 ６２．５０％［６］。ＤＳ假阳性率为 ４．０３％（１７９４／４４
５５１），阳性预测值为０．５０％（９／１８０３）；１８三体综合征的检出率
为１００．００％（７／７），假阳性率为０．２２％（１００／４４５５９），均符合国
家技术标准要求［１］。但 ＯＮＴＤ的检出率为５７．１４％（８／１４），低
于国家标准的８５．００％，有待进一步加强对筛查高风险和低风
险孕妇的随访工作，并按产前检查程序定期进行超声等影像学

检测，减少ＯＮＴＤ等缺陷胎儿的出生。
由表３显示在随访的３４７１５例低风险中孕期妇女中发现６

例ＤＳ假阴性病例和６例ＯＮＴＤ假阴性病例，检出率均为０．１７‰
（６／３４７１５），如何减少筛查过程中假阴性病例的产生，是目前所
关注的课题。本研究６例ＯＮＴＤ假阴性病例均是通过产前超声
检查发现而最终给予引产与文献报道一致［７］，而 ＤＳ假阴性病
例，产前超声检查均未发现异常。ＪｉａｎｇＴ等［８］提出增加 ＤＳ风
险切割值的办法来解决，考虑到风险值在１／３００和１／１０００之间
可增加怀孕 ＤＳ的风险；唐少华等［９］提出目前本地人群 ＡＦＰ、
ｆｒｅｅβＨＣＧ测定值比 ２Ｔ软件内嵌中位浓度分别高 １０％和
１６％；谢玉珏等［１０］认为Ｂ超测ＮＴ联合母体血清ＡＦＰ、ＦβＨＣＧ
筛查唐氏综合征胎儿等发育异常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国外学者

提出在做产前筛查同时，加做无创染色体非整倍体产前检

测［２－４］，以减少假阴性病例的产生。

表４显示，血清学筛查结果为高风险的孕妇，其检出 ＤＳ儿
的几率高于低风险者，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０．３８２，
Ｐ＜０．００１）。说明通过对中孕期妇女血清二联法检测，不仅能
了解其胎儿染色体异常，同时还可检出 ＯＮＴＤ和其它胎儿异
常，达到产前筛查目的，但随访工作中应注意筛查结果为假阴

性或假阳性的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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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肌钙蛋白 Ｉ的实验探讨
陈建文，张凡，刘玉侠，程佩萍，李兴武，高洁

【摘　要】　目的　探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定量测定心肌肌钙蛋白Ｉ（ｃＴｎＩ）的可靠性。方法　应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
法检测ｃＴｎＩ。通过对测定过程的吸光度观察分析，探讨标本与试剂比例，制作校准曲线，进行线性试验、精密度试验、回
收试验；同时随机选取健康体检者４７例与心肌疾病患者４１例测定ｃＴｎＩ及心肌酶谱进行临床应用评价。结果　用胶乳
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ｃＴｎＩ标本与试剂最适比例为１∶１０．５；ｃＴｎＩ在０．３～２５．０ｎｇ／ｍｌ测定范围内具有良好线性；批内精
密度为１．５％～４．８％；批间精密度为２．８％～６．５％；回收率为９４．３％～１０５．７％；ｃＴｎＩ及心肌酶谱在心肌疾病组与健康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敏感性ｃＴｎＩ为９０．３％，心肌酶谱中的其他几项指标仅为４１．９％ ～７１．０％。结
论　通过本次实验探讨，确定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ｃＴｎＩ的试验参数及性能评价指标，说明本法线性范围较宽，精密
度及准确性良好，回收率符合要求，适合实验室开展。

【关键词】　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肌钙蛋白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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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标志物对研究心肌损伤发生发展的过程至关重要，其
中心肌肌钙蛋白Ｉ（ｃＴｎＩ）是重要的心肌标志物之一，它的灵敏
度及特异性高，发病后出现较早，并可持续１４ｄ［１－２］。其测定
方法有多种，如免疫酶法（ＩＥＭＡ）、ＥＬＩＳＡ法、免疫层析法、荧光
酶免疫测定法、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检测法、化学发光免疫测定

法。目前在生化分析仪上常用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 ｃＴｎＩ，
为探讨该法的实用性和可行性，笔者特对免疫比浊法测定ｃＴｎＩ
进行了实验探讨及方法学评价，现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仪器及试剂　仪器为日本产 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５４００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试剂为太原川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胶

乳增强免疫比浊定量测定试剂盒；校准品为试剂配套产品（含

高、中、低３种），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１２　实验样本　利用校准液配制相关试验用的样本；患者标
本来源于我院２０１２年１～６月心肌疾病患者４１例，男性２４例，
女性１７例，年龄１～８５岁；健康体检者４７例，男性２９例，女性
１８例，年龄２４～８２岁。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检测方法　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１３２　标本与试剂比例的选择　标本用量的选择：将试剂用
量固定不变（Ｒ１为１５０μｌ，Ｒ２为６０μｌ），改变标本的量从３μｌ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李兴武，电子信箱：ｌｘｗ０４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至２５μｌ（为Ｏｌｙｍｐｕｓ５４００最大加样量），以２μｌ为递增量，然后
分别进行测定，并对测定过程的吸光度进行观察分析。试剂用

量的选择：将样本量（为２０μｌ）及Ｒ１固定不变，改变Ｒ２的量自
３０～９０μｌ，以１０μｌ为递增量，然后分别进行测定，并对测定过
程的吸光度进行观察分析。

１３３　校准曲线的制作　用５个校准液，按最佳参数进行测
定，并以吸光度的 ＯＤ值为纵坐标，样本量、试剂量为横坐标分
别作图，得出校准曲线。

１３４　读数点的选取　分别取校准液中的高、中、低３个值按
上述参数进行测定，并以吸光度ＯＤ值为纵坐标，对时间进程作
图，然后对其反应曲线的读数点进行分析。

１３５　线性试验　高浓度ｃＴｎＩ系列稀释５个浓度：５０ｎｇ／ｍｌ、
２５ｎｇ／ｍｌ、１２．５ｎｇ／ｍｌ、６．２５ｎｇ／ｍｌ、３．１２ｎｇ／ｍｌ，重复测定２次，
采用速率法多点校准，多参数曲线方程（ｌｏｇｉｔ／ｌｏｇ）拟合，观察线
性范围。

１３６　精密度试验　取试验用无溶血、无脂血、无黄疸的混合
标本，测定值后分为高、中、低三组，然后分别用于进行批内重

复试验和批间重复试验，批内重复测定２０次，用于批间测定的
标本分为２０份放于－２０℃冰箱内，每天测１次，连续测２０ｄ。
１３７　回收试验　在新鲜混合血清中按比例加入高、中、低不
同浓度的标准液，每一浓度均检测３次，取均值。
１３８　临床应用评价　对４１例心肌疾病（心肌炎、心肌梗死）
患者及４７例健康体检者进行检测，比较两者差异。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得结果以（ｘ±ｓ）表示，采用两样本 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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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标本与试剂的选择
２１１　标本用量的选择　将试剂量固定不变，随着标本量的
增加，在样本量为１７～２１μｌ时，吸光度呈直线分布，因此本试验
选择２０μｌ为最佳标本用量。
２１２　试剂用量的选择　将样本量固定不变，改变试剂量，当
试剂量为５０～７０μｌ时，吸光度呈直线分布，而在抗原过量或抗
体过量时，吸光度不再增加，去除抗原过量或抗体过量的部分

后，得出所用试剂量为５０～７０μｌ，因此本试验选择６０μｌ为最
佳试剂用量。

２１３　标本与试剂比例的选择　由最佳标本（２０μｌ）和试剂用
量（Ｒ１为１５０μｌ，Ｒ２为 ６０μｌ），得出标本与试剂比例为 １∶
１０．５。
２２　校准曲线的制作　取前述方法配制的５个校准液，按最
佳参数进行测定，并以吸光度的 ＯＤ值为纵坐标，对浓度值作
图，得出校准曲线，以后测定标本所得的吸光度仪器将自动从

此曲线查出所测结果。

２３　读数点的选取　分别取校准液中的高、中、低３个值按上
述参数进行测定，并以吸光度 ＯＤ值为纵坐标，对时间进程作
图，然后对其反应曲线的读数点进行分析，１０点以后加入 Ｒ２，
１３点后反应呈匀速反应，得出其延迟时间为２点，线性范围从
１３～２７点，选择１３～１９点为最适读数点。
２４　线性　对所稀释的系列浓度值作图，并以吸光度的ＯＤ值
作纵坐标对浓度值作图，曲线从２５ｎｇ／ｍｌ开始弯曲呈平直线
段，开始弯曲点为本实验的线性最高值：２５ｎｇ／ｍｌ；同时进行最
低检测线测定，发现最低检测线可达０．３ｎｇ／ｍｌ，因此具有较高
的灵敏度，在测定范围内具有良好线性０．３～２５ｎｇ／ｍｌ。
２５　精密度试验　按要求对标本测定后，然后对结果进行统
计处理，结果显示：批内重复性低、中、高值的 ＣＶ％分别为
４．８％、３．３％、１．５％，批间重复性低、中、高值的 ＣＶ％分别为
６．５％、４．１％、２．８％，结果令人满意（见表１）。

表１　三组标本的精密度测定结果（ｎｇ／ｍｌ）

组别
批内实验

ｘ±ｓ ＣＶ（％）
批间实验

ｘ±ｓ ＣＶ（％）
高值 ７．９４±０．１２ １．５ ７．８７±０．２２ ２．８
中值 ２．６１±０．０９ ３．３ ２．５４±０．１１ ４．１
低值 ０．４０±０．０１ ４．８ ０．３８±０．０２ ６．５

２６　回收试验　分别对基础血清以及将基础血清分别加入
低、中、高值的校准液样本进行测定，然后进行数据处理，得出

其回收率为９４．３％～１０５．７％，平均回收率为９８．６％（见表２）。
表２　三组标本回收试验测定结果（ｎｇ／ｍｌ）

组别 理论值 实测值 回收率（％）

浓度１ ５０．００ ４７．１５ ９４．３
浓度２ ３７．５０ ３５．９８ ９５．９
浓度３ ２８．１３ ２９．７３ １０５．７
平均 － － ９８．６

２７　临床应用评价情况　对４１例心肌疾病（心肌炎、心肌梗
死）患者及４７例健康体检者进行检测，结果表明：疾病组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就单个项目的检测
敏感性来说，ｃＴｎＩ为９０．２％，而心肌酶谱中的其他几项检测阳
性率仅为４１．５％～７０．７％（见表３）。

表３　疾病组ｃＴｎＩ及心肌酶敏感性对比结果（ｎ＝４１）

项目 ｃＴｎＩ ＡＳＴ ＣＫ ＣＫＭＢ ＬＤＨ ＨＢＤＨ

检出数（例） ３７ １７ １７ ２４ ２９ ２２
敏感性（％） ９０．２ ４１．５ ４１．５ ５８．５ ７０．７ ５３．７

３　讨论
　　ｃＴｎＩ是目前公认的反映心肌坏死的金标准，是ＡＭＩ的确定
标志物［１］。当心肌损伤后，心肌肌钙蛋白复合物释放到血液

中，４～６ｈ后，ｃＴｎＩ开始在血液中升高，升高的ｃＴｎＩ能在血液中
保持长达１４ｄ。ｃＴｎＩ具有高度心肌特异性和灵敏度，已成为目
前最理想的心肌梗死标志物［３］。

自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是将特异性抗体结合于胶乳颗

粒表面，标本与胶乳试剂在缓冲液中混合，标本中的 ｃＴｎＩ与胶
乳颗粒表面的抗体结合，使相邻的胶乳颗粒彼此交联，在５２０
ｎｍ附近测量溶液浊度的增加，其增加的程度与标本中的 ｃＴｎＩ
含量有关。

从本试验的原理来看，其为抗原抗体的反应，所以它的反

应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当抗原或抗体过量时，常出现钩状

（ＨＯＯＫ）效应。所以试剂标本比例的合理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按照免疫比浊测定中抗原抗体的最适比例对其进行了探

讨。

从本文的试验结果看，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的试剂和样本

用量及比例合适；试验线性在２５ｎｇ／ｍｌ以下良好，完全满足临
床检测的需要；校准曲线稳定；批内批间重复性试验均符合要

求［４］（批内ＣＶ为１．５％ ～４．８％，批间 ＣＶ为２．８％ ～６．５％）；
具有较高的检测准确性，回收试验结果（９４．３％ ～１０５．７％）符
合要求，且临床应用评价效果满意。而传统的心肌酶谱对 ＡＭＩ
早期诊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尤其是 ＣＫＭＢ比 ＡＳＴ、
ＬＤＨ出现早，且特异性、敏感性也较高［５］，但因心肌酶谱升高持

续的时间较ｃＴｎＩ短，敏感性、特异性均不如 ｃＴｎＩ。从本文检测
结果可见，ｃＴｎＩ敏感性为９０．２％，而以前所用的心肌酶谱的标
志物其敏感性远低于ｃＴｎＩ，其结果与现有文献报道一致［６－１１］。

综合上述指标说明，本法检测简便、快速、重复性好、灵敏

度高，结果准确可靠，其价格与国外试剂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完

全可以满足国内各试验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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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甲状腺功能检测在重工业区妇女妊娠期的应用
李建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甲状腺功能检测在重工业区妇女妊娠期的应用，为当地妊娠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诊断提
供实验依据。方法　应用电化学发光法对１２８例妊娠８～１２周的孕妇和１４７例妊娠１３～４１周的孕妇进行血清甲状腺
功能检测，比较两组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ＦＴ３）、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血清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的检测结果。结
果　当地妇女妊娠早期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为７．０３％，与妊娠中晚期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６．８０％相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当地妊娠妇女妊娠早期就应该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测，及时进行预防和治疗，以保障当地妊娠
妇女及胎儿的健康，保证优生优育。

【关键词】　甲状腺功能；电化学发光法；妊娠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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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妊娠期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常因症状轻微而被
忽视，但其对妊娠的不良影响却值得关注。一些研究表明，妊

娠妇女发生亚临床甲减除可能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从而导

致后代智力发育迟缓外，尚可导致流产、早产、胎盘早剥等产科

并发症发生率的增加［１－３］。近年来，妊娠合并亚临床甲减的发

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４－６］，亚临床甲减的诊断依据是血清促

甲状腺激素（ＴＳＨ）水平超过正常参考范围上限，而 ＦＴ３、ＦＴ４水
平在正常参考范围，但必须排除其他可引起 ＴＳＨ升高的原
因［７］。本文通过对妊娠早期及妊娠中晚期妇女进行甲状腺功

能检测，探讨甲状腺功能检测在重工业区妇女妊娠期的应用，

为当地妊娠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诊断提供实验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受检者为两组，一组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来自本
院妇产科门诊及妇幼保健门诊，妊娠８～１２周的孕妇１２８例，另
一组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来自本院妇产科门诊及妇产科病房，妊
娠１３～４１周的孕妇１４７例；年龄２２～４５岁，平均年龄３６岁，无
妊娠并发症。

１２　检测方法　抽取受检者空腹静脉血３ｍｌ，加入促凝分离
胶试管，待其凝固后离心，用罗氏电化学发光仪ＣＯＢＡＳｅ６０１全
自动免疫分析仪测定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ＦＴ３）、游离
甲状腺素（ＦＴ４）、血清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试剂盒由德国罗
氏诊断有限公司提供。正常参考值：ＦＴ３２．８０～７．１０ｐｍｏｌ／Ｌ，
ＦＴ４９．５～２２．０ｐｍｏｌ／Ｌ，ＴＳＨ０．２７～５．２０μＩＵ／ｍ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ｔ检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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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将１２８例妊娠８～１２周妇女分为两组：Ａ组为甲状腺功能
正常（ＦＴ３、ＦＴ４、ＴＳＨ均在参考值范围内）；Ｂ组为妊娠亚临床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ＴＳＨ＞５．２０ｕＩＵ／ｍｌ，ＦＴ３、ＦＴ４在参考值范围
内）。将１４７例妊娠１３～４１周妇女也分为两组：Ｃ组为甲状腺
功能正常；Ｄ组为妊娠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各组检测结
果见表１。妊娠８～１２周妇女血清ＴＳＨ水平＞５．２０μＩＵ／ｍｌ的
百分率为 ７．０３％（９／１２８），妊娠 １３～４１周妇女血清 ＴＳＨ水
平＞５．２０μＩＵ／ｍｌ的百分率为６．８０％（１０／１４７）。Ｂ组和Ｄ组结
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妊娠早期及中晚期妇女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ｎ ＦＴ３（ｐｍｏｌ／Ｌ） ＦＴ４（ｐｍｏｌ／Ｌ） ＴＳＨ（μＩＵ／Ｌ） 百分率（％）

Ａ组１１９ ４．８２±０．５８ １４．６８±１．６２ ３．６８±０．５２ ９２．９７
Ｂ组 ９ ４．１６±０．６２ １４．０２±１．２８ ６．９８±１．２１ ７．０３
Ｃ组 １３７ ４．５８±０．６６ １５．１８±１．２１ ４．０２±０．６３ ９３．２０
Ｄ组 １０ ４．３１±０．６０ １４．１７±１．０２ ６．５９±１．０５ ６．８０

　　注：Ｂ组和Ｄ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电化学发光检测技术在临床实验室的推广应用，甲状
腺疾病的诊断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对于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的诊

断也越来越受到临床关注［８］，但我院妇科医生对妊娠合并亚甲

减排查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重工业地区，由于空气污染、气

候干燥、粉尘过多、饮水食品污染、经济效益下滑导致生活压

力、精神压力重等等因素，影响人们机体的内分泌系统，亚临床

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亚临床甲减、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

原发性或继发性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等越来越

多，从而导致妊娠期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远远高于有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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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６％［９］。现已发现，甲状腺功能障碍可影响妊娠妇女

从受孕至分娩各个阶段。胎儿大脑从妊娠５周开始发育，而胎
儿的甲状腺自妊娠１２周才开始少量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妊娠
２０周胎儿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功能发育成熟。所以，
此前胎儿大脑发育所需的促甲状腺激素完全或主要来源于母

体，妊娠早期（１２周前）胎儿的促甲状腺激素完全依赖母体提
供。在妊娠各个时期，母体的促甲状腺激素减少，即使是轻微

的或短暂的，也会影响胎儿发育，如果孕妇发生了甲减，对胎儿

影响更大，所生子女智力低下，体格发育迟缓，经过系统治疗的

孕妇明显增多［１０］。

由于妊娠亚临床甲减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极易漏诊，对

于妊娠妇女是否需要进行常规甲状腺功能筛查，至今尚未明确

规定。本文通过对妊娠早期、中晚期妇女甲状腺功能检测结

果，表明妊娠亚临床甲减伴随妊娠整个过程，笔者认为，及时检

测妊娠妇女的甲状腺功能，对妊娠妇女进行亚临床甲减对胎儿

的危害教育十分必要，及早发现妊娠亚临床甲减并积极治疗，

使母体内促甲状腺激素得到适量的释放，保证母体及胎儿的生

长需求，避免对胎儿的脑神经发育造成不良损害，提高生育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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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造成子宫肌纤维过度伸展或水肿变性影响宫缩，

从而导致子宫出血增多，米索前列醇片是人工合成前

列腺素Ｅ的衍生物，经人体吸收后可转化为米索前列
醇酸，该物质对子宫肌层可起到显著的兴奋作用，另外

米索前列醇在有效增强子宫收缩力的同时，还可增加

子宫收缩的频率，因此对于对缩宫素敏感性较差的产

妇，可选用米索前列醇进行产后出血的预防性治疗［６］，

并且米索前列醇相对于缩宫素来说其血浆半衰期长，

持续时间长，其作用效果又与体内激素水平无关，加之

该药给药方便且性能稳定［７］，因此适用于各级医院的

临床应用。本次研究也显示使用９０例米索前列醇宫
腔内放置，其剖宫产术中及术后２ｈ出血量明显少于单
纯缩宫素给药组的９０例产妇。
３２　临床上米索前列醇的给药方式［８］　主要有口服
给药法，阴道给药法［９］，直肠给药法［１０］，静脉给药法及

宫腔内给药法等五种给药方式。目前前三种给药方式

临床已运用较广，静脉给药法则因其剂量、滴速及副作

用难于控制等原因，临床上已极少采用，而宫腔内给药

法目前临床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剖宫

产来讲，实验组组不但能明显减少剖宫产术中出血量，

还能有效减少剖宫产术后２ｈ出血量，而且副作用发
生少，米索口服给药胃肠道副反应的发生数明显多于

其他给药方式，并且米索口服给药还受手术麻醉等因

素的制约。阴道给药及直肠给药可能增加感染机会，

并且阴道内放药可能因阴道出血排出体外影响放置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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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ＬＤＬＣ均相法与 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公式计算法相关性分析
王德友，李兴武，程佩萍，张凡，刘玉侠

【摘　要】　目的　比较匀相法直接测定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的值与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公式法计算所得结果之间
的相关性。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月－２０１１年９月６４９３例健康体检者相关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对ＴＣ、ＴＧ、ＬＤＬＣ同时运用Ｆ
公式计算ＬＤＬＣ值，并对测定值和计算值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按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Ｌ、１．７１～２．７０ｍｍｏｌ／Ｌ、
２．７１～３．７０ｍｍｏｌ／Ｌ、３．７１～４．５２ｍｍｏｌ／Ｌ、＞４．５２ｍｍｏｌ／Ｌ分为５组，匀相测定法与Ｆ公式法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０．９１５、
０．９０３、０．９７２、０．９４１。当ＴＧ＞４．５２ｍｍｏｌ／Ｌ时其结果分别为（２．１７±０．３７）ｍｍｏｌ／Ｌ及（１．５１±０．７８）ｍｍｏｌ／Ｌ，ｒ＝０．５３６，两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按ＴＣ≤６．２ｍｍｏｌ／Ｌ和ＴＣ＞６．２ｍｍｏｌ／Ｌ分为２组，其相关性系数分别为０．８５３及
０．４５７（Ｐ＜０．０５）。结论　ＴＧ水平≤４．５２ｍｍｏｌ／Ｌ时，Ｆ公式必须符合 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假设条件，其计算值可作为参考，直接
法能较好的反映出ＬＤＬＣ的含量。
【关键词】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匀相测定；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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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ｓ）ｃａｎｗｅｌｌ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ＬＤＬ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ｆｏｒｍｕｌａ

　　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１］。ＬＤＬＣ的水平升高是冠心
病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２－３］，因此ＬＤＬＣ的测定更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目前ＬＤＬＣ测定方法分为２类：直接测定法和间接
法（Ｆｒｉｅｄｗａｌｄ），本文对２种方法进行比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９月６４９３例健康体检者，记录血脂测定
值。按照血脂水平分为 ＴＧ组及 ＴＣ组，再按 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
Ｌ、１．７１～２．７０ｍｍｏｌ／Ｌ、２．７１～３．７０ｍｍｏｌ／Ｌ、３．７１～４．５２ｍｍｏｌ／
Ｌ、＞４．５２ｍｍｏｌ／Ｌ分为 ５组及按 ＴＣ≥６．２０ｍｍｏｌ和 ＜６．２０
ｍｍｏｌ／Ｌ分为两组，进行统计学分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检测仪器　ＯＬＹＰＭＰＵＳＡＵ５４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实
验参数设置及血脂测定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并以定值质控血

清进行质量控制。

１２２　检测方法　受检者当晚禁食８ｈ以上，次日６时到８时
抽取空腹静脉血，３ｈ内完成。血清ＴＣ和ＴＧ采用酶法、ＨＤＬＣ
和低ＬＤＬＣ均采用酶法与均相法。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及ＬＤＬＣ试
剂盒由ＯＬＹＰＭＰＵＳ提供。
１２３　Ｆ公式的原理　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ＴＴ等［４］假设条件为血浆中

不存在乳糜微粒（ｃｈｙｌｏｍｉｃｒｍｉｃｒｏｎｓ，ＣＭ），ＴＧ主要含极低密度脂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王德友，电子信箱：ｗｄｙ５３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蛋白（ｖｅｒｙ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ＶＬＤＬ），ＶＬＤＬ／ＴＧ为一恒定的
系数Ｆ。Ｆ公式：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ＴＣ－ＨＤＬＣ－ＴＧ／２．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组间比
较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及相关性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ＬＤＬＣ均相法测定与Ｆ公式的结果　将３８９４例按ＴＧ分
为以下５组，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Ｌ、１．７１～２．７０ｍｍｏｌ／Ｌ、２．７１～
３．７０ｍｍｏｌ／Ｌ、３．７１～４．５２ｍｍｏｌ／Ｌ和 ＞４．５２ｍｍｏｌ／Ｌ，血清均相
法及Ｆ公式计算值相关性系数 ｒ分别为０．９１５、０．９０３、０．９７２、
０．９４１，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当 ＴＧ＞４．５２
ｍｍｏｌ／Ｌ时其结果分别为（２．１７±０．３７）ｍｍｏｌ／Ｌ及（１．５１±
０．７８）ｍｍｏｌ／Ｌ，其间Ｆ值明显低于均相法，ｒ＝０．５３６，两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ＴＧ组血清ＬＤＬＣ均相法测定与Ｆ公式结果比较（ｘ±ｓ，ｍｍｏｌ／Ｌ）

ＴＧ组别（ｍｍｏｌ／Ｌ） ｎ ＬＤＬＣ Ｆ公式 ｔ值 ｒ值

≤１．７ １８５６ １．８１±０．３１ ２．５１±０．６１ １４．１９０．９１５△

１．７１～２．７０ ８８５ ２．０５±０．３４ ２．８８±０．８４ １０．９８０．９０３△

２．７１～３．７０ ５７２ ２．０７±０．４１ ２．５６±０．９２ ７．３２ ０．９７２△

３．７１～４．５２ ２９７ ２．０８±０．３２ １．９４±０．７７ １．９０ ０．９４１△

＞４．５２ ２４８ ２．１７±０．３７ １．５１±０．７８ ６．９１ ０．５３６▲

合计 ３８９４ ２．０４±０．３５ ２．２８±０．７８ ８．２６ ０．８５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２２　两种方法的结果与 ＴＣ的关系　将２５９９例按 ＴＣ分为以
下两组，血清ＴＣ≤６．２０ｍｍｏｌ／Ｌ组及＞６．２０（下转第１７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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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浅析冠心病患者血清 Ｈｃｙ和尿 ｍＡｌｂ检测的临床意义
赵同军，焦红见

【摘　要】　目的　探讨冠心病（ＣＨＤ）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和尿微量白蛋白（ｍＡｌｂ）检测的临床应用和意义。
方法　对河南信阳市中医院内科６６例冠心病（ＣＨＤ）患者［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３０例、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ＡＰ）２１例、稳
定型心绞痛（ＳＡＰ）１５例］血清 Ｈｃｙ和尿 ｍＡｌｂ含量进行检测，并与正常对照组（健康体检者）３６例进行比较分析。结
果　冠心病（ＣＨＤ）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血清Ｈｃｙ和尿ｍＡｌｂ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经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结论　检测冠心病（ＣＨＤ）患者血清Ｈｃｙ和尿ｍＡｌｂ对冠心病（ＣＨＤ）的病情监控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

【关键词】　同型半胱氨酸；尿微量白蛋白；冠心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６．１１　Ｒ４４６．１２　Ｒ５４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８２０２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
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常见临床心血管疾病，近年来，随着冠

心病（ＣＨＤ）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不断提高，临床上引起了越来越
多的重视。很多人都知道，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和吸

烟都是导致心血管病变的高危诱导因素，但是，据资料报道，心

血管事件发生率增加还与血清中某些指标含量异常变化密切

相关［１］。近年来，经过实验研究表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

ＣＨＤ发生的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２］。尿微量白蛋白（ｍｉｃｒｏａｌ
ｂｕｍｉｎ，ｍＡｌｂ）与心血管疾病有关，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
素，可独立预测 ＣＨＤ的发生，并且能够判断 ＣＨＤ患者的预
后［３］。为此，本文通过观察我院收治的６６例 ＣＨＤ患者血清中
Ｈｃｙ水平和尿ｍＡｌｂ含量，进一步分析 ＣＨＤ患者检测血清 Ｈｃｙ
和尿ｍＡｌｂ的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检测对象为我院内科２００８年７月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收治的ＣＨＤ患者６６例，均符合国际心脏病学会和协会及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制定的《缺血性心脏病命名及诊断标准》
中的ＣＨＤ诊断标准，其中男性患者３８例，女性患者２８例，年龄
４２～８２岁，平均年龄６５岁；按临床诊断分为三组：急性心肌梗
死组（ＡＭＩ）３０例、不稳定型心绞痛组（ＵＡＰ）２１例、稳定型心绞
痛组（ＳＡＰ）１５例。同时选择我院健康体检者３６例作为对照
组，其中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４０～７６岁，平均６３岁。健
康体检者的选择标准为排除心脏病、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史及近期未服用过可影响血清 Ｈｃｙ、尿
ｍＡｌｂ水平药物的人群。
１２　检测方法　血清样本：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立即离心提
取血清。尿液样本：晨尿，离心后取上清液检测。仪器为日本

东芝ＴＢＡ１２０ＦＲ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清 Ｈｃｙ和尿 ｍＡｌｂ均采
用免疫比浊法，血清Ｈｃｙ正常参考范围＜１５．０μｍｏｌ／Ｌ，尿ｍＡｌｂ
正常范围０～３．４ｍｇ／ｍｍｏｌＣ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ｘ±ｓ）表示，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ｑ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ＣＨＤ组与对照组比较，血清 Ｈｃｙ和尿 ｍＡｌｂ水平明显高于
对照组，经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３　讨论
　　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是蛋氨酸去甲基后形成的一种含硫氨
基酸，属于蛋氨酸循环的中间产物。其本身并不参与蛋白质的

作者单位：４６４０００河南省信阳市中医院检验科（赵同军）；４６４０００河南
省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检验学院（焦红见）

通讯作者：赵同军，电子信箱：ｚｔｊｓｑｑ＠１２６．ｃｏｍ

合成，是一种反应性血管损伤氨基酸。最近“内皮损伤反应学”

得到了广泛支持，即动脉内膜损伤后动脉发生炎症纤维增生性

反应是引起粥样硬化的原因。同型半胱氨酸会造成内皮细胞

损伤，同时导致平滑肌细胞分泌大量纤维蛋白，最终导致动脉

粥样硬化，诱发冠心病［４］。近年来，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动脉粥

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是同型半胱氨酸［５－６］。我国已经

把高同型半胱氨酸列为脑卒中预防指南之中，重视高同型半胱

氨酸血症能更好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７］。

表１　ＣＨＤ组与对照组血清Ｈｃｙ和尿ｍＡｌｂ水平比较

组别 ｎ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ｍＡｌｂ（ｍｇ／ｍｍｏｌＣｒ）

对照组 ３６ ７．７４±１．４８ １．２６±０．２７
ＣＭＤ组 ＡＭＩ ３０ ３３．３６±６．０４ ８．７５±０．６３

ＵＡＰ ２１ ２５．５５±４．１６ ６．１３±０．４１
ＳＡＰ １５ ７．９２±２．０５ ４．１２±０．３３

Ｆ值 ２７４．５８ ６３６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尿ｍＡｌｂ是指尿中白蛋白排泄率超过正常值范围，但低于
临床常规方法可检测到的尿蛋白水平。正常情况下，只有极少

量的白蛋白可以通过尿液排出，而在 ＣＨＤ患者中由于毛细血
管硬化、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肾小球基底膜异常、细胞因子、血

管活性物质等机制，均可使尿白蛋白排出量增加。近年来，随

着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及病理生理研究的深入，尿

ｍＡｌｂ含量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
注。近年研究表明，ｍＡｌｂ尿可作为一项评价内皮功能不全以
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可靠指标，它的出现提示发生 ＣＨＤ的危险
性将明显增加［８］。尿ｍＡｌｂ含量与ＣＨＤ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
切相关，同时，逆转尿蛋白治疗可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本文显示 ＣＨＤ组血清 Ｈｃｙ和尿 ｍＡｌｂ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随着病情的加重，血清 Ｈｃｙ和
尿ｍＡｌｂ含量逐渐升高，说明血清Ｈｃｙ和尿ｍＡｌｂ水平随着ＣＨＤ
的严重程度而升高，ＣＨＤ患者检测血清Ｈｃｙ和尿ｍＡｌｂ，有助于
发现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及疾病的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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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ｏｌ／Ｌ组，血清均相法及Ｆ公式计算法其ｒ值分别为０．８３２及
０．４５７，Ｐ＜０．０５。当ＴＣ≤６．２０ｍｍｏｌ／Ｌ且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Ｌ及
ＴＣ＞６．２０ｍｍｏｌ／Ｌ且 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Ｌ，血清均相法及 Ｆ公式
计算法其相关性系数ｒ分别为０．８８５及０．８５３，其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当 ＴＣ＞６．２０ｍｍｏｌ／Ｌ与 ＴＣ＞６．２０
ｍｍｏｌ／Ｌ和 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Ｌ其结果分别为（２．３５±０．２５）
ｍｍｏｌ／Ｌ及（３．４５±０．７７）ｍｍｏｌ／Ｌ和（２．１７±０．３４）ｍｍｏｌ／Ｌ及
（３．０２±０．６６）ｍｍｏｌ／Ｌ，ｒ值分别为０．４５７及０．８５３，两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ＴＣ组血清ＬＤＬＣ均相法测定与Ｆ公式结果比较（ｘ±ｓ，ｍｍｏｌ／Ｌ）

组别 ｎ ＬＤＬＣ Ｆ公式 ｔ值 ｒ值

ＴＣ≤６．２０ ８９１ １．８１±０．３４ ２．５８±０．５１ １７．５ ０．８３２△

ＴＣ≤６．２０且ＴＧ≤１．７０ ７８６ １．７１±０．２１ ２．２８±０．５０ １４．１ ０．８８５
ＴＣ＞６．２０ ４６９ ２．３５±０．２５ ３．４５±０．７７ １１．８ ０．４５７◇

ＴＣ＞６．２０且ＴＧ≤１．７０ ４５３ ２．１７±０．３４ ３．０２±０．６６ １１．５ ０．８５３△

合计 ２５９９ ２．０１±０．２９ ２．８３±０．６１ １３．７ ０．７５４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假设条件为血浆中不存在 ＣＭ，ＴＧ主要含
ＶＬＤＬ，ＶＬＤＬ／ＴＧ为一恒定的系数，其方法有较好的相关性［５］，

但事实上ＣＭ的存在，高ＴＧ血症时，ＶＬＤＬＣ／ＴＧ比例有较大变
化，其中脂蛋白中ＴＧ含量明显增多，如Ⅲ型血浆脂蛋白增高症
的患者血清ＶＬＤＬＣ／ＴＧ变化很大，Ⅱ型高脂蛋白血症组平均
ＶＬＤＬＣ浓度很低和Ⅳ型高脂蛋白血症组平均 ＶＬＤＬＣ浓度较
高，其测定结果明显影响 ＬＤＬＣ结果。ＬＤＬＣ的准确性，对于
冠心病的早期预防、诊断、治疗和疗效观察非常重要，它是指导

高脂蛋白血症患者用药的主要依据［６］。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公式计算法
是应用较广的估测ＬＤＬＣ的方法［７］，被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

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ＣＥＰ）推荐为 ＬＤＬＣ
的常规测定方法。

本文资料显示，ＴＧ≤４．５２ｍｍｏｌ／Ｌ的 ４组 ｒ值分别为
０．９１５、０．９０３、０．９７２、０．９４１，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当ＴＧ＞４．５２ｍｍｏｌ／Ｌ时，实测值与估算值之间的相
关性ｒ值仅为０．５３６，与相关报道［８－９］一致，其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实测值与估算值之间不能完全等同，
Ｆ公式是由ＴＣ、ＴＧ和ＬＤＬＣ三个变量计算而得，即使３项测定
的技术性能均符合ＮＣＥＰ目标，３项测定误差的累计总和可能
超过 ＬＤＬＣ要求的技术性能（ＮＣＥＰ性能目标为不准确性≤
４％，总误差≤１２％）。ＮＣＥＰ专家组观察在有经验、很好标准化
的脂质实验室，Ｆ公式计算 ＬＤＬＣ的平均总分析变异 ４％
（２．７％～６．８％）。但美国ＣＡＰ综合化学调查的１１５０实验室的
平均变异为１２％［１０］。因此，ＮＣＥＰ专家组建议一些分析性能不
达到要求的常规实验室应建立更精密的ＬＤＬＣ直接测定，因此
准确测定其结果非常重要。根据ＮＣＥＰ（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

计划）发布的ＡＴＰⅢ中推荐当ＴＣ＞６．２ｍｍｏｌ／Ｌ时应测定ＬＤＬ
Ｃ，以降低、ＬＤＬＣ作为治疗的首选目标［１１］。据此本文也对

ＴＣ≤６．２ｍｍｏｌ／Ｌ和 ＴＣ＞６．２ｍｍｏｌ／Ｌ两组浓度水平实测值与
计算值之间的相关性ｒ分别为０．８５３及０．４５７．两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当 ＴＣ≤６．２０ｍｍｏｌ／Ｌ及 ＴＣ＞６．２０
ｍｍｏｌ／Ｌ而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Ｌ时，血清均相法及 Ｆ公式计算法
分别为ｒ＝０．８８５及ｒ＝０．８５３，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由于Ｆ公式存在局限性，使用的范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与朱和等［５］报道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公式 ＴＧ水平≤４．５２ｍｍｏｌ／Ｌ及 ＴＣ
水平≤６．２２ｍｍｏｌ／Ｌ和 ＴＧ≤１．７０ｍｍｏｌ／Ｌ时，均相法测定值与
Ｆ计算有较好的相关性。因此在确保 Ｆ公式计算的准确性，必
须符合Ｆｒｉｅｄｅｗａｌｄ假设条件为血浆中不存在 ＣＭ，ＴＧ主要含
ＶＬＤＬ，ＶＬＤＬ／ＴＧ为一恒定的系数，因此临床上如何控制满足这
一恒定系数存在不确定因素，综上诸多因素还是直接法能较好

的反映出ＬＤＬＣ的含量，从发展趋势看，简便、准确、精密的直
接法（《关于临床血脂测定的建议》［１１］中推荐的均相法作为临

床实验室测定ＬＤＬＣ的常规方法）必将取代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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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与胼胝体梗死临床相关性分析
张瑜，赵迎春，潘晓春，高丹宇，李旗

【摘　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对胼胝体梗死诊断价值以及胼胝体梗死危险因素、临床症状和预后相关性
分析。方法　分析２７例胼胝体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与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信号变化的相关性。结果　对急性胼胝体
梗死的诊断，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比常规Ｔ２ＷＩ、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敏感。动脉硬化及颈内斑块形成是胼胝体梗死的主
要危险因素。胼胝体梗死主要发生于胼胝体膝、体部。以下肢为主的瘫痪、智能障碍、失语、小便失禁是胼胝体梗死的主

要表现。胼胝体梗死随发病时间推移治疗有效率逐步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
像是诊断急性胼胝体梗死的有效方法，早期诊断及治疗对急性胼胝体梗死预后至关重要。

【关键词】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胼胝体梗死；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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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ｉｏｎ，ａｐｈａｓｉａａｎ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ｉｍｅｏｆｃｏｒｐｕｓｃａｌｌｏｓｕｍｉｎ
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ＷＩ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ｃａｌｌｏｓｕｍ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ｒｐｕｓｃａｌｌｏｓｕｍ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

　　胼胝体是联合两侧大脑半球最大的纤维束，因其血供丰
富，发生急性梗死时及时给予恰当治疗，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

因此急性胼胝体梗死早期诊断尤为重要。磁共振扩散加权成

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ＷＩ）作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
术之一，通过检测病理状态下水分子布朗运动特征，广泛应用

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早期诊断。本文通过对胼胝体梗死临床

资料及ＤＷＩ影像学特点相关性分析，旨在提高急性胼胝体梗死
的早期诊断水平，改善其预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在我院诊断为胼胝体梗死
２７例患者，其中男性１２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５２～８３岁，平均
７０．４８岁。其中超早期３例（发病６ｈ之内），急性期８例（６～
２４ｈ），亚急性期１２例（１～１４ｄ），慢性期４例（发病１４ｄ后）。
所有患者均符合１９９６年第４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急性
脑梗死诊断标准。

１２　检查方法　所有病例采用 ＧＥ公司双梯度１．５Ｔ磁共振，
行Ｔ２ＷＩ、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及 ＤＷＩ检查。Ｔ１ＷＩ：ＴＲ５００ｍｓ
ＴＥ１００ｍｓ；Ｔ２ＷＩ：ＴＲ２５００ｍｓＴＥ９０ｍｓ及 ＤＷＩ：ｂ值 ＝８００ｍｓ
扫描。行颈动脉彩色血流多普勒检查（ＣＡ）和经颅多普勒超声
检查（ＴＣＤ）。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全部按照缺血性脑血管病防治指南
治疗，应用活血化瘀、抗血小板聚集、降纤、神经保护等对症治

疗。

１４　判定标准　治疗１４ｄ，按第４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通过

基金项目：上海市松江区科委基金项目（０９ＳＪＧＧ３０）
作者单位：２０１６０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赵迎春，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ｃｈｕｎ９０７７＠１６３．ｃｏｍ

的中国脑卒中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量表评分：①基本痊
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改善９０％以上；②显著进步：神经功能缺
损评分改善 ４６％ ～９０％；③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改善
１８％～４５％；④无变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改善１８％以下；⑤恶
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增加。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为治疗

有效，无变化及恶化为治疗无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各发病时期预后
有效率比较应用卡方线性趋势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危险因素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者２２例（８１．４８％），糖尿
病１０例（３７．０４％），高血压合并糖尿病者７例（２５．９３％），冠心
病６例（２２．２２％），其中３例伴有房颤，高血脂９例（３３．３３％），
脑梗死５例（１８．５２％），吸烟史１０例（３７．０４％），酗酒史 ４例
（１４．８１％）。ＣＡ检查示颈内动脉多发斑块形成 ２４例
（８８．８９％），ＴＣＤ示脑动脉硬化改变２６例（９６．３０％）。综上动
脉硬化、颈动脉斑块形成是胼胝体梗死的主要危险因素。

２２　临床表现　意识障碍１例，智能障碍１１例，语言障碍１５
例，肌力下降２２例，面／舌瘫１２例，感觉障碍８例，小便失禁１０
例，共济失调２例，失用、失写５例，偏盲１例。胼胝体膝体部梗
死多表现为肢体肌力下降、语言障碍、智能障碍、小便失禁，也

可表现失写、失用。胼胝体压部可表现偏盲、瘫痪等表现。胼

胝体梗死临床特点是面舌瘫少于肢体瘫痪，感觉障碍少于运动

障碍，并多伴有智能障碍及小便失禁。见表１。
２３　影像学表现　梗死部位在胼胝体膝部９例，膝体部６例，
体部４例，压部５例，膝体压部３例，同时常累及各脑叶。病灶
多呈斑片状、结节状或呈带状，偶有点状。本组病例有３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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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早期，ＤＷＩ表现为高信号。急性期 ８例，ＤＷＩ为高信号，
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序列表现为高信号，Ｔ１ＷＩ低、稍低信号，Ｔ２ＷＩ高
信号，由于脑脊液影响，观察不如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明显。亚急性期

１２例，ＤＷＩ信号逐渐改变成等信号，Ｔ２ＷＩ／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高信
号，Ｔ１ＷＩ低信号。慢性期４例，病灶软化 ＤＷＩ表现为低信号，
Ｔ１ＷＩ／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低信号，Ｔ２ＷＩ为明显高信号。见图１～３。

表１　２７例胼胝体梗死患者不同影像学病灶部位临床症状体征情况（例）

部位 ｎ 意识障碍 智能障碍 语言障碍 肢体瘫痪 面／舌瘫 感觉障碍 小便失禁 共济失调 失用失写 偏盲

膝部 ９ ０ ３ ６ ９ ５ ３ ３ ０ ２ ０
体部 ４ ０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膝体部 ６ ０ ４ ５ ６ ２ ２ ３ ０ １ ０
膝体压部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０
压部 ５ ０ ２ ２ ４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合计 ２７ １ １１ １５ ２２ １２ ８ １０ ２ ５ １

　
　　注：患者，女性，７８岁，因反应迟钝１６ｈ就诊，左侧胼胝体膝、体部梗
死。可见Ｔ１ＷＩ呈低信号，Ｔ２ＷＩ、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ＤＷＩ呈明亮高信号。

　图１　急性期胼胝体梗死

　

　　注：患者，男性，５２岁，因视物不清２ｄ就诊。左侧胼胝体压部梗死，
ＤＷＩ可见明显高信号。

　图２　亚急性期胼胝体梗死

　
　　注：患者，女性，５５岁，因记忆力减退３周就诊，可见右侧胼胝体膝
部梗死。可见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呈高信号，ＤＷＩ病灶呈现低信号。

　图３　慢性期胼胝体梗死

２４　预后　患者经过治疗 １４ｄ后超早期组基本痊愈 ２例
（６６．６７％），显著进步 １例（３３．３３％），无恶化及无变化病例。
急性期组基本痊愈１例（１２．５０％），显著进步３例（３７．５０％），
进步 ２例（２５．００％），无变化 １例（１２．５０％），恶化 １例
（１２．５０％）。亚急性期组基本痊愈１例（８．３３％），显著进步２
例（１６．６７％），进步５例（４１．６７％），无变化３例（２５．００％），恶
化１例（８．３３％）。慢性期组进步１例（２５．００％），无变化２例
（５０．００％），恶化１例（２５．００％）。随时间的推移治疗有效率逐
步降低（Ｐ＝０．０４５）。见表２。

表２　２７例胼胝体梗死患者预后情况（ｎ，％）

分期 ｎ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变化 恶化 有效 无效

超早期 ３ ２（６６．６７） １（３３．３３） ０ ０ ０ ３（１００．０） ０
急性期 ８ １（１２．５０） ３（３７．５０） ２（２５．００） １（１２．５０） １（１２．５０） ６（７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亚急性期 １２ １（８．３３） ２（１６．６７） ５（４１．６７） ３（２５．００） １（８．３３） ８（６６．６７） ４（３３．３３）
慢性期 ４ ０ 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合计 ２７ ４（１４．８１） ６（２２．２２） ８（２９．６３） ６（２２．２２） ３（１１．１１） １８（６６．６７） ９（３３．３３）

３　讨论
　　胼胝体形成于胚胎时期，位于大脑半球纵裂底部，由嘴、
膝、体、压部４部分构成。主要接受大脑前动脉、前交通动脉、大
脑后动脉的双重血供。胼胝体前４／５主要由大脑前动脉、前交
通动脉分支供血，后１／５由大脑后动脉、后脉络膜动脉分支供
血。因其血供丰富，因此临床上梗死较为少见。胼胝体梗死原

因多为：①前交通动脉或胼周动脉自发性痉挛；②前交通动脉
或胼周动脉栓塞或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形成；③胼胝体深穿支

动脉栓塞［１］。也有报道认为胼胝体梗死可能由于Ｗｉｌｌｉｓ环变异
引起［２］。胼胝体梗死多发生在较严重的脑动脉粥样硬化基础

上，胼胝体梗死患者多有高血压病和／或糖尿病病史，这些疾病
被认为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危因素［３］。本组 ２７例患者
中，９６．３０％的患者有脑动脉硬化，８８．８９％的患者有颈内斑块形
成，８１．４８％的患者有高血压病，３７．０４％的患者有糖尿病，与文
献报道一致。因此多数患者脑动脉硬化造成大脑前动脉、前交

通动脉、大脑后动脉血管狭窄、血栓形成，以及颈动脉斑块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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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血管栓塞导致胼胝体梗死。因此脑动脉硬化及颈内斑块

形成是胼胝体梗死的主要危险因素。

胼胝体膝部主要接受额叶前部纤维，体部主要接受额叶后

部和顶叶的纤维，压部主要接受颞叶和枕叶的纤维。有报道胼

胝体发育不全或严重萎缩可出现情感障碍、语言障碍等症

状［４］。胼胝体梗死因累及部位不同，可出现复杂多样的临床表

现［５］。本组２７例患者，膝体部损害主要以肢体肌力下降、语言
障碍、智能障碍、小便失禁为主要表现。肌力下降可能与胼胝

体纤维存在广泛联合有关。膝、体部病灶临近顶叶，波及中央

前回及中央后回可导致患者出现肌力减退，此时临床表现以下

肢瘫痪为主。语言障碍可能由于胼胝体联合投射纤维损害或

颞叶受累所致。当病灶累及旁中央小叶时则出现小便失禁，本

组小便失禁患者均出现肌力下降充分支持这一点。智能障碍

考虑为胼胝体体膝部累及额叶导致智能障碍、记忆力下降等。

与李子付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６］。胼胝体中１／３受损累及共
济运动和运用中枢而出现失用、共济失调等症状。当后１／３受
累邻近视听中枢，可出现偏盲及听力障碍。

本组２７例胼胝体梗死患者以膝部和体部多见，与文献报道
相一致［４］。ＤＷＩ可显示早期脑梗死病灶［７］。本组有３例为超
早期，ＤＷＩ表现为高信号影，其他序列未见明显异常改变。ＤＷＩ
是利用分子布朗运动成像技术［８］。在胼胝体梗死早期，病灶中

心血液灌注降低，此时神经细胞膜 Ｎａ＋Ｋ＋ＡＴＰ酶功能减低，
细胞外液中的Ｎａ＋、Ｃａ２＋流入细胞内，引起细胞毒性水肿，使神
经细胞外间隙缩小，布朗运动速度下降，表现扩散系数值减低，

ＤＷＩ呈高信号。此时胼胝体组织总含水量增加尚不显著，Ｔ２延
长不明显。随着病程进展，血管性水肿、细胞死亡使细胞外水

分子增多，弥散系数值逐渐增大，病灶中 ＤＷＩ信号也逐渐下降
转变为等信号，即假性正常化［９］。至梗死慢性期时，病灶开始

软化，Ｔ１ＷＩ、Ｔ２ＷＩ表现低液性信号，Ｔ２ＷＩＦＬＡＩＲ呈低信号。
胼胝体血液供应丰富，侧支循环多，缺血后能很快代偿。

胼胝体为白质纤维，缺血后主要发生脱髓鞘改变，无皮质神经

元变性坏死，经治疗后缺血改善，髓鞘恢复较快，症状可能迅速

好转［１０－１１］。发病各时期，随时间的推移治疗有效率逐渐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尽早诊断胼胝体梗死对治疗十分重

要。

总之，胼胝体梗死的早期诊断治疗对其预后至关重要。及

时的临床及影像学诊断可提高胼胝体梗死治疗的有效率。ＤＷＩ
对胼胝体梗死急性期尤其是超早期的诊断优于常规ＭＲＩ序列。
临床上患者出现下肢重于上肢、面舌瘫痪合并有智能障碍、小

便失禁、失用症应高度怀疑胼胝体梗死，需及早影像学检查，早

期治疗，提高胼胝体梗死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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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功能，同时其下方形成一个小的蓄脓池，影响手术效

果［７］；造孔偏低，位于鼻泪管部位，术后容易再次发生阻塞。所

以认为泪囊底部和鼻泪管的交界处是理想部位，既不影响泪囊

的原有功能，又可以防止复发；而且此处骨质相对较薄，不必使

用电钻，咬骨钳即可。最后笔者认为术后定期随访至关重要。

没有及时随访，局部炎症刺激，炎性水肿、肉芽增生、疤痕形成，

堵塞造口［８］。

经临床实践，我们认为经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支架术治

疗慢性泪囊炎既克服了传统泪囊鼻腔吻合术手术缺陷，符合现

代外科手术的微创要求，满足了患者需求；同时有效减轻术后

造孔周围的肉芽组织增生，提高远期疗效，逐渐成为替代传统

泪囊手术的理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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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学·

急诊集束化治疗急性心力衰竭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盛邁，陈涵泳，吴龙川，张?，陈琳

【摘　要】　目的　研究急诊早期集束化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综合征（ＡＨＦＳ）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１１８例
ＡＨＦＳ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手段将其分为集束化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以急诊室治疗时间、气短缓解时间、住院周
期、住院病死率和气管插管率为观察指标，探讨集束化治疗对严重急性左心衰竭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　集束化组急诊
室治疗时间长于常规治疗组，气短缓解时间短于常规治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集束化组住院病死率为
３．３％，低于常规治疗组的１５．５％（Ｐ＜０．０５）；集束化组气管插管率为６．７％，低于常规治疗组的２０．７％（Ｐ＜０．０５）。结
论　ＡＨＦＳ的集束化治疗较常规的治疗方法气短缓解更快，能有效降低病死率及气管插管率，对改善ＡＨＦＳ预后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　急诊；集束化治疗；急性心力衰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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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力衰竭综合征（ａｃｕｔ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ＨＦＳ）
为心力衰竭的症状和体征急剧发生的一种临床综合征［１］，以急

性左心衰竭最为常见。国外近年已非常重视 ＡＨＦＳ院前及急
诊早期处理的研究，并提示急诊早期治疗能改善患者预后［２］。

而国内关于ＡＨＦＳ急诊早期干预对患者转归影响的相关研究
尚未见报导。本研究通过回顾 ＡＨＦＳ早期集束化治疗和常规
治疗组的相关指标来分析急诊早期干预对 ＡＨＦＳ近期预后的
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１８例病例均为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
月在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就诊并收住入院的严重急性左

心衰竭患者，根据治疗策略不同分为集束化治疗组６０例，男性
３８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４５～９１岁，平均年龄（７０．１０±８．２８）岁；
常规治疗组５８例，男性３７例，女性２１例，年龄４２～８８岁，平均
年龄（６９．３０±７．７６）岁；两组在性别、年龄、原发病、心功能分级
标准及人数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均符合 ＡＨＦＳ诊
断标准［３］。病因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高血压性心脏病、心脏

瓣膜病、扩张型心肌病、急性心肌炎等。排除标准：严重的慢性

肺病；重症肺炎；肾功能衰竭等。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进入急诊室后均行常规处理，据症状、肺
部音及水肿等体征及实验室、影像检查综合评估后根据 ＳＢＰ
水平不同分别给予个体化治疗方案，药物使用方法以２０１０年
我国急性心力衰竭的诊断治疗指南为指导［４］。集束化组要求

６０～１２０ｍｉｎ内达到以下控制目标：①早期目标性 ＳＢＰ控
制［２－４］，２ｈ血压达到控制目标：ＳＢＰ１１０～１４０ｍｍＨｇ（１

作者单位：３１１１００杭州市，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附属余杭医院急诊医学科
通讯作者：盛邁，电子信箱：ｓｓｈｅｎｇｙｉ＠１２６．ｃｏｍ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平均动脉压（ＭＡＰ）＞７５ｍｍＨｇ；中心静
脉压（ＣＶＰ）８～１５ｍｍＨｇ；尿量 ＞０．５ｍｌ／（ｋｇ·ｈ）；②氧疗目
标：２ｈ目标ＳｐＯ２≥９４％：鼻导管或面罩吸氧２０ｍｉｎ后 ＳｐＯ２＜
９０％，则行无创正压通气支持，无创模式采用 ＣＰＡＰ：起始为５
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每 ５～６ｍｉｎ增加 １～２ｃｍ
Ｈ２Ｏ，直到合适的治疗通气参数，吸氧浓度（ＦｉＯ２）４０％ ～５０％，
潮气量６～８ｍｌ／ｋｇ，根据病情调整，持续应用至呼吸困难缓解
或患者不能耐受及需要气管插管［５－６］；③心律失常管理：２ｈ内
快速性房颤心室率控制于１１０次／ｍｉｎ左右，心动过缓的行临时
起搏治疗；④合并急性冠脉综合征：有 ＰＣＩ指征者９０ｍｉｎ内行
急诊直接ＰＣＩ［４］；⑤血糖管理：控制血糖≤１０ｍｍｏｌ／Ｌ，并避免低
血糖发生及血糖大幅波动［７］。记录患者气短缓解的时间、急诊

室治疗时间、住院周期、住院病死率、气管插管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经整理后录入微机，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利用ｔ检验进行差异比较，计数资
料用率表示，利用χ２检验进行差异比较，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急诊室治疗时间、气短缓解时间和住院周期比较　
如表１结果所示，集束化组在急诊室治疗时间上明显长于常规
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集束化组在气短缓解
时间上短于常规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集束
化组在住院周期上短于常规治疗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院内病死率及气管插管率比较　本研究结果表明，
院内病死率及气管插管率比较，均为常规治疗组显著高于集束

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细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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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ＡＨＦＳ是指由于心脏结构或功能的异常，迅速引起心排量
的降低，导致组织器官低灌注和急性淤血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回顾近年ＡＨＦＳ的相关研究资料，如何降低高危 ＡＨＦ的病死
率，已成为当前循环领域研究的热点。近年美国和欧洲心脏学

会等组织也相继发布了急性心力衰竭早期治疗的专家共

识［２，８］，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早期积极的干预以降低急性心力衰

竭患者的病死率及缩短住院时间而改善预后。“集束化治疗策

略”的概念是指将能有效降低病死率的多种治疗措施进行归

纳、优选，形成“集束”或“捆绑”的具体内容，进而根据治疗需

求按时间顺序制定出详细的流程，同时对流程中的每一步都进

行严格的时间限制，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最

有效的治疗。

表１　集束化组和常规治疗组急诊室治疗时间、气短缓解时间和住院周期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急诊室治疗（ｈ） 气短缓解（ｈ） 住院周期（ｄ）

常规治疗组 ５８ ２．８３±１．７６ ８．３８±３．２７ １７．３９±６．６７
集束化组 ６０ ４．５８±２．１３ ４．３９±２．５７ １５．５２±５．２３
ｔ值 ４．８５６ ７．３８３ １．６９８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２

表２　集束化组和常规治疗组院内病死率及气管插管率的比较（ｎ，％）

组别 ｎ
死亡

是 否

气管插管

是否

常规治疗组 ５８ ９（１５．５） ４９（８４．５） １２（２０．７） ４８（７９．３）
集束化组 ６０ ２（３．３） ５８（９６．７） ４（６．７） ５６（９３．３）
χ２值 ５．１７９ ４．９４８
Ｐ值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本研究综合国内外近年在急性心力衰竭诊治及早期处理
方面的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并结合本院的实际条件制定了严

重急性左心衰竭急诊集束化目标性治疗策略［４］，通过与常规治

疗组病例的研究对比，结果集束化组在气短缓解时间（４．３９±
２．５７）ｈ上显著短于常规治疗组（８．３８±３．２７）ｈ，Ｐ＜０．００１，患
者住院时间和急诊室治疗时间呈反比，集束化组急诊室时间明

显长于常规治疗组（Ｐ＜０．０５）；两组在住院时间上比较，虽然集
束化组整体住院时间短于常规治疗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集束化组气管插管率（６．７％）及病死率（３．３％）低
于常规治疗组（１５．５％、２０．７％，Ｐ＜０．０５），此结果与国外相关
报道相接近［９］。急诊集束化策略的优势在于将管理理念付诸

医疗实践，通过“方案化指导患者管理”，提高“医疗措施的执行

力”，保证集束化策略得到最大程度的贯彻和实施。可量化而

又易于执行的流程，不仅操作性强，而且对医护人员形成极强

的约束力。正是这种制度化的优化组合方案，规范了医护人员

的治疗行为，从而使治疗落在实处，并最终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严重急性左心衰竭患者因肺水肿，肺顺应性降低，多表现为低

氧血症型（Ⅰ型）呼吸衰竭，当患者呼吸频率＞３５次／ｍｉｎ或＜８

次／ｍｉｎ，持续低氧血症无法纠正（ＰａＯ２＜５０ｍｍＨｇ），意识状态
恶化时需及时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而此时插管往往咽部及气

道黏膜反应明显，诱发迷走神经兴奋，使不稳定的血流动力学

进一步恶化；其次插管后由于患者存在自主呼吸，易发生人机

对抗，多需使用镇静剂甚至肌松剂治疗，这些药物的使用多使

恶化的血流动力学雪上加霜。本研究结果提示能有效降低气

管插管率及死亡率，分析原因如下：①早期急性左心衰难以鉴
别时快速检测 Ｎ端脑钠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３，１０］使早期干预
措施得以尽早实施；②早期扩血管药、袢利尿药［３，１１］、吗啡的使

用快速阻断肺水肿的恶性病理循环，改善了肺顺应性及氧合；

③早期无创通气干预减少呼吸做功及心肌耗氧量、改善氧合，
有效降低插管率并改善预后；④大面积心肌梗死引发严重左心
衰者因早行再灌注治疗而获益，降低了病死率。

总结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急诊早期集束化治疗急性左

心衰竭的策略明显优于传统的常规抢救方法，能快速改善患者

的呼吸困难，解除患者的紧张、频死及焦躁情绪，降低患者的病

死率及气管插管率，降低医疗费用，改善患者的预后，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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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学·

心脏介入并发心脏压塞的早期识别与急救护理
陆惠娟

【摘　要】　目的　探讨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治围手术期并发急性心脏压塞早期表现、急救治疗及护理。方法　总结分析
心血管病介入性诊疗围手术期患者发生急性心脏压塞时的早期临床表现，所采取的积极有效治疗及护理措施。结果　
１２例患者中，８例以胸闷、气促为首发症状，６例患者伴心率增快，２例心率减慢，５例出现恶心，１０例出现血压不同程度
下降而提示发生了急性心脏压塞，１０例患者发生于术中，２例患者发生于术后１．５ｈ后已回病房；抢救急性心脏压塞的
关键在于快速心包穿刺并置管引流，ＰＣＩ术中发生者，还应尽快封堵冠脉破裂口。１２例患者均因术中及术后仔细观察病
情，早期识别和积极有效的治疗及护理而抢救成功，无１例死亡。结论　导管室及心血管病房护士应掌握急性心脏压塞
的早期表现，特别是胸闷、气促及心悸等患者在术中的主诉，术中及术后应认真临床观察患者的心率、血压等病情变化，

熟练心包穿刺引流操作及护理配合，对早期识别和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尤为重要。

【关键词】　心脏介入；心脏压塞；抢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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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ｈａｓｃｈｅｓｔｓｔｕｆｆｙ，ａｎｈ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ｌ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ｃｈ
ａｓ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ｂ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ｔ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ｏｃｅｎｔ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ｅ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ｐｌａ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ｒｅ

　　介入性诊疗具有创伤及痛苦小、恢复快、疗效明确，易为患
者接受等特点，而成为治疗心血管病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介

入性诊疗作为一种有创诊治手段，并发症的发生在所难免，特

别是围手术期间出现的心脏损伤导致的急性心脏压塞，若不能

早期发现并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可影响患者生命。我院自１９９５
年开展心脏及大血管病的介入性诊治以来，有１２例患者发生
了急性心脏压塞，均因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转危为安，现总结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２例患者，男性７例，女性５例，年龄４９～７６
岁，平均（６５．０±７．５）岁。并发急性心脏压塞的介入手术分别
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ＰＣＩ）６例，快速性心律失常射频
消融术（ＲＦＣＡ）２例，缓慢性心律失常的起搏治疗２例，发生于
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ＡＳＤ）封堵术及布 －加综合征
（ＢｕｄｄＣｈｉａｒｉｓｙｎｄｒｏｍｅ）介入治疗术中各１例。急性心脏压塞
发生时间：６例ＰＣＩ、１例ＡＳＤ封堵术、１例ＢｕｄｄＣｈｉａｒｉ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支架植入及１例起搏治疗患者均发生于术中，另３例患者发生
于术后１～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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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回顾性分析心血管病介入性诊疗围手术期患者发
生急性心脏压塞时的早期临床表现，特别是胸闷、气促、恶心、

呕吐、心率及血压等的变化，心脏压塞出现的时间。总结抢救

急性心脏压塞的主要治疗及护理措施。

２　结果
２１　急性心脏压塞的早期表现　１２例患者中，８例以胸闷、气
促为首发症状，６例伴心率增快，２例心率减慢，５例出现恶心，
１０例出现血压不同程度下降而提示发生了急性心脏压塞。
２２　抢救经过及结果　６例 ＣＴＯ病变，３例患者由于发现早，
仅导丝穿透血管壁而未用球囊扩张，后撤导丝后用球囊低压扩

张阻断血流，血管壁破损处形成血栓，血液外渗逐渐停止；２例
患者因已用球囊预扩张，血管壁破损口较大，用ＯＴＷ球囊压迫
后破口仍有血液外渗，植入覆膜支架，同时用鱼精蛋白中和肝

素；１例患者作直接支架植入术，支架释放后即刻出现支架刺破
血管至血管多处渗漏，血压急剧下降测不出，同时呼吸微弱，经

多巴胺升压，呼吸兴奋剂及人工辅助呼吸，植入覆膜支架而病

情稳定。１例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封堵术患者因左房破损
较大，血压降为零，即刻心包穿刺引流并回输自身血液，并通知

心外科及手术室，在由导管室去手术室的途中，边心包减压引

流，边回输自身血液，直至打开胸腔及心包。另５例患者均经
心包穿刺置管引流，观察１～２ｄ无继续渗出拔管治愈。１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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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经积极救治而转危为安，无１例死亡。

３　讨论
３１　严密观察病情，重视患者主诉　急性心脏压塞的主要表
现为：突发的胸闷、气促、心悸、面色苍白、全身出冷汗，部分患

者出现恶心、呕吐，体检可发现脉搏细弱而速、心率增快或减

慢、血压下降等，特别是心率的变化。杨雁伦等［１］报道心脏外

伤致心包压塞时脉率较血压对休克时循环变化更敏感。而心

血管病的介入性诊治基本均采用局部麻醉，术中患者神智清

楚，因此病房护士及导管室护士术前均应告诉患者若术中术后

患者自觉胸闷、气促、恶心、呕吐、心率增快并伴有大汗、面色苍

白等，常提示急性心脏压塞的发生。本组８例患者以胸闷、气
促为首发症状，６例伴心率增快，２例心率减慢，５例患者出现恶
心，１０例出现血压不同程度下降而提示发生了急性心脏压塞。
若患者仍在导管室检查床上，应结合 Ｘ光透视，若有心影搏动
减弱和透亮带等特征性 Ｘ线表现，提示有急性心脏压塞；病情
许可，可立即行床边Ｂ超检查，若提示心包腔内有液性暗区，即
可确诊。

３２　加强对导管室抢救药品及特殊药物的检查核对及管理　
由于介入性诊疗是一项具有一定风险的诊疗技术，术中及术后

均随时可能发生各种并发症，各种抢救药品在介入手术开始前

均应仔细核对并及时补充用后的所缺，由于患者在介入治疗中

多需全身肝素化，特别是行ＰＣＩ术患者，一旦出现心脏压塞，应
停用肝素钠等抗凝药物，根据病情对已用的肝素要用鱼精蛋白

对抗，尽量减少可能的再出血。而鱼精蛋白用的机会相对较

少，检查时应注意其有效日期。

３３　加强术后的观察与护理，注意与迷走神经反射相鉴别　
介入并发症在术中及术后均随时可能发生，导管室护士应与病

房护士密切沟通，交代好患者病情，史冬梅等报道无对比剂外

渗行ＰＣＩ术发生急性心脏压塞１２例患者，均在术后６～８ｈ出
现血压下降，心率加快，经超声心动图证实为急性心脏压

塞［２－６］。本组２例ＲＦＣＡ患者均在术后回病房已达１．５～３．０
ｈ，出现心脏压塞。其中１例患者在术后１．５ｈ突然出现呕吐，
呼吸困难，全身大汗淋漓，面色苍白，血压下降，心率较前减慢，

初期疑为迷走神经反射，予阿托品、多巴胺治疗后患者心率一

过性上升后又进行性下降，血压不升反降，患者气促、胸闷加

剧，及时行床边心脏超声检查得以确诊。

３４　自体血回输的护理　文献报道［７－１０］心脏压塞时，患者出

血量多时，为了减少血液的浪费和异体输血，应在严格无菌技

术操作下将抽出的心包积血由静脉回输给患者。根据心脏超

声结果及病情，决定停止抽吸及回输心包积血。并用肝素稀释

液冲洗心包引流管和静脉通路，防止导管凝固堵塞，保持引流

管通畅。严格各项无菌操作，以免引流血被污染造成菌血症。

本组１例房间隔缺损封堵术患者，由于心房破口大，心包压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急剧增加，患者很快出现休克，经心包穿刺引

流，回输自体血液达１５００ｍｌ，为手术赢得了时间。此外，应及
时记录回输血后各种不良反应，因细胞组织、微血栓、脂肪颗粒

等都可能随引流血被回输而造成肺栓塞、脂肪栓塞、血栓形成

等。

３５　心包穿刺引流管的护理　穿刺成功后，一般均需留置引
流导管，先用缝线固定，用透明贴膜固定，防止脱落，接引流袋

持续引流，心包引流期间要保持引流管固定、无菌、通畅。暂时

中断引流时，肝素水封管，防止导管堵塞，保持穿刺口及周围皮

肤的干燥，防止伤口感染。要准确记录引流液的量及色，观察

生命体征变化，定期超声心动图检查，观察心包积液多少的变

化，并做好记录。为确定拔管时间提供信息。

心脏压塞一旦发生，可引起严重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威胁

患者生命，及时准确诊断，即刻心包穿刺减压，解除心脏压塞，

是抢救成功的关键。急性大量心脏压塞患者需输血，补充血容

量；心包积血自体回输，操作简单、迅速，为抢救患者赢得时间，

不需检查血型，交叉配血，避免和减少疾病的传播，提高安全性

及抢救成功率，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护士应注意观察病情，

熟悉心脏压塞的抢救配合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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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学·

不同血液灌流在急性百草枯中毒中的临床分析
殷康彬，郑新权，许春彦

【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血液灌流对急性百草枯中毒预后的影响。方法　将临床急性百草枯中毒分为单纯血液灌
流组（ＨＰ组）和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组（ＤＨＰ组），单纯血液灌流组使用 ＨＡ２３０灌流；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组
使用ＨＡ２３０＋ＨＡ３３０灌流，比较两组治疗的各器官损伤情况、存活时间及病死率。结果　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组
的存活时间长于单纯血液灌流组，并且单纯血液灌流组的各器官功能的损坏和病死率均高于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

组。结论　在急性百草枯中毒时，在行血液灌流清除体内残余农药同时加强对百草枯引发的机体内炎症介质的清除可
以更好地减轻各器官损伤，延长生存时间，降低病死率。

【关键词】　急性百草枯中毒；血液灌流；炎性介质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９５．５　Ｒ４５９．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９１０２

　　百草枯（Ｐａｒａｑｕａｔ），化学名为１１二甲基４４联吡啶阳离
子盐，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一种除草剂，使植物枯死效率较高，

遇土壤失去作用较快，但对人体毒性很大，人体接触或服用后

可造成多器官损伤，特别是肺纤维化［１］，病死率较高［２］。

目前百草枯致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目前认为可能的机制

为：首先百草枯是一种电子受体，在体内氧化还原反应后产生

大量过氧化物，使机体各器官受到氧化损伤，其次百草枯进入

人体后可造成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使机体产生大量炎
症介质，使机体各器官损伤加重，从而导致 ＭＯＤＳ，最终导致死
亡。根据这一机制，我们在常规血液灌流治疗百草枯基础上加

用可以吸附炎症介质的树脂灌流罐，对我科近３年收治的６３
例百草枯患者进行对照救治，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６３例患者为我科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
收治的２４ｈ内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其中男性２４例，年龄１５～
６６岁，平均年龄（３０．３８±１３．１４）岁，女性 ３９例，年龄 １６～６０
岁，平均年龄（２７．７７±８．７８）岁，患者服用百草枯剂量为１０～
１００ｍｌ，平均（３３．９７±１９．８８）ｍｌ。排除标准：混合其他农药或酒
精中毒者，既往存在心肺肾脏等慢性病者。按照治疗方法不

同，将患者分为单纯血液灌流组（ＨＰ组）２９例和血液灌流加炎
性介质清除组（ＤＨＰ组）３４例，两组年龄、服药量和洗胃时间均
无显著差异。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常规治疗　所有患者入院后立即给予洗胃并使用甘露
醇和硫酸镁进行导泻、甲强龙防治肺纤维化、竞争剂普萘洛尔、

大剂量维生素Ｃ、维生素 Ｅ、还原型谷胱甘肽抗氧化，并予补液

利尿治疗。常规治疗后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单纯血液灌流治

疗组和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灌流治疗组。

１２２　单纯血液灌流治疗　单纯血液灌流治疗组于入院后行
床边血液灌流，给予患者股静脉穿刺留着双腔透析导管，使用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ＨＡ２３０树脂罐进行血液灌
流治疗，灌流前给予静脉注射普通肝素０．５～１．０ｍｇ／ｋｇ抗凝，
灌流开始后肝素维持４～１２ｍｇ／ｈ，灌流结束前３０ｍｉｎ停用，灌
流血液流速为１８０ｍｌ／ｍｉｎ，每次灌流时间为１５０ｍｉｎ，灌流结束
后使用鱼精蛋白中和肝素，间隔８ｈ灌流一次，治疗７２ｈ后停
止灌流。

１２３　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灌流治疗　血液灌流加炎性
介质清除灌流治疗组采用 ＨＡ２３０＋ＨＡ３３０灌流方案进行血液
灌流，即在单纯血液灌流治疗的基础上加用ＨＡ３３０树脂罐进行
血液灌流治疗，具体为在进行ＨＡ２３０树脂罐灌流时串联ＨＡ３３０
树脂罐进行灌流，抗凝、参数设置及治疗时间同单纯血液灌流

治疗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实验所得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两组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
比较，两组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器官受损情况　单纯血液灌流组在肺脏、心脏和肝
脏系统较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灌流组相比受损较重，尤其

是７ｄ后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肝功能表明
灌流治疗３ｄ后两者开始出现统计学差异，而肾功能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时间段两组急性百草枯中毒灌流后各器官功能受损程度

组别 时间段 ＰＯ２（ｍｍＨｇ） ＣＫＭＢ（Ｕ／Ｌ） ＡＬＴ（Ｕ／Ｌ） ＡＬＴ（Ｕ／Ｌ） Ｃｒ（μｍｏｌ／ｌ）

ＨＰ组 治疗前 ９３．２±１１．８２ １４．３０±９．２１ ４５．１７±１２．３３ ４９．４３±８．２１ ８８．９２±２１．３０
治疗３ｄ后 ８９．３±６．３２ １８．８９±１７．８３ ６５．７１±１４．５５ ７２．８５±１０．８３ １９５．３３±２６．８８
治疗７ｄ后 ６４．９２±８．２２ ２９．７０±１０．１１ ３０２．６５±２０．４０ ３３１．３４±２３．５７ ２１５．４９±３０．７１

ＤＨＰ组 治疗前 ９４．５０±９．１１ １４．５２±１５．１３ ４７．２０±１１．９５ ４８．３９±１５．３６ ８６．３８±２５．３４
治疗３ｄ后 ９０．１２±１０．３５ １７．２７±１６．９０ ６０．１０±８．９２ ６４．５４±１７．４３ １９１．４２±２５．５３
治疗７ｄ后 ７０．５０±１４．６７ ２３．５２±５．８６ ２８０．３±２３．３７ ３１９．５５±２２．１１ ２０６．３６±２８．４２

　　注：两组各临床生化指标比较，Ｐ＜０．０５。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２２　病死率及预后　两者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病死率有显著差
异，表２中可以看到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灌流组生存时间
长于单纯血液灌流组，而病死率则低于单纯血液灌流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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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虽然血液灌流加炎性介质清除灌流组患者发生肺纤维化
率要低于单纯灌流组，但两组间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百草枯按中毒程度可分为三个等级：①轻度中毒（每千克
体重摄入ＰＱ＜２０ｍｇ），患者经救治后可以存活；②中度至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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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每千克体重摄入 ＰＱ２０～４０ｍｇ），其中多数患者在２～３
周后发生死亡；③急性暴发性中毒（每千克体重摄入 ＰＱ＞４０
ｍｇ），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在几个小时内或一两天内发生死
亡［３］。

表２　不同血液灌流对百草枯中毒患者生存时间、病死率及肺纤维化的影响（ｎ，％）

组别 存活时间（ｄ） 病死率 肺纤维化

ＨＰ组 １４．７６±５．２６ １６（５５．２） １７（５８．６）
ＤＨＰ组 １８．４４±６．８６ １３（３８．２） １９（５５．９）

　　注：与ＨＰ组比较，Ｐ＜０．０５。

　　目前急需百草枯中毒无特效解毒剂，临床上主要予大量还
原剂、洗胃、导泻和血液净化治疗。百草枯对人体毒性大，临床

上主要经消化道进入体内，大部分在小肠内吸收［４］，迅速入血

并完全吸收６０～９０ｍｉｎ可达到血浆浓度高峰，迅速分布至全身
各组织器官［５］，可产生多种过氧化物质，通过脂质过氧化可造

成线粒体损伤和凋亡，从而造成细胞损伤，临床危重患者外周

血白细胞及Ｃ反应蛋白较一般中毒者显著升高［６］，但百草枯在

体内造成各器官损伤的机制不尽相同，百草枯主要经肾排出体

外，肺脏是百草枯蓄积的主要器官，肺 ＰＱ的浓度比血浆中高出
１０倍以上，百草枯中毒产生的过氧化物可直接作用于肺，使其
遭受严重损伤［７］，研究表明血液净化对于百草枯治疗是有效

的［８－９］，ＫａｎｇＭＳ等［１０］的研究表明血液灌流可以有效清除体内

百草枯，尤其是在急性百草枯中毒早期。

本研究显示在普通血液灌流基础上加用清除炎性介质灌

流可以更好地治疗急性百草枯中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器官损

伤，但在控制肾功能恶化和肺纤维化方面效果并不明显，这可

能与百草枯进入体内后１２～２４ｈ内即可通过肾脏以原型随尿
液排出，原型百草枯在进过肾代谢时可直接作用于肾小管上

皮，造成过氧化损伤［１１］。另外肺组织中的肺泡上皮细胞可主动

摄取和蓄积百草枯，使肺组织更易遭受大量活化的氧自由基损

伤［１２］，所以两组患者肺纤维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总体来说

联合清除炎性介质灌流后患者延长了存活时间，使病死率降

低，改善了预后，且此方法与一般血液灌流相同，临床使用简

便、快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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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氧合情况，当氧输送（ＤＯ２）降低或全身氧需求超过氧供给
时，ＳｃｖＯ２降低。ＢＮＰ、ＡＰＡＣＨＥⅡ和ＳｃｖＯ２三者相关性表明，血
浆ＢＮＰ水平变化对重症肺炎患者病情变化有预警作用。

比较生存组和死亡组入院后２４ｈ、９６ｈ血浆 ＢＮＰ水平，结
果显示死亡组血浆 ＢＮＰ水平高于生存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且生存组前后ＢＮＰ水平有下降趋势，死亡组则有上升趋势，
表明血浆ＢＮＰ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与重症肺炎患者的预后相关，
可作为早期评估患者病情程度的指标，血浆ＢＮＰ水平的变化趋
势可能更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患者预后。监测 ＢＮＰ
水平可以辅助判断重症肺炎患者的病程发展及其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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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综合 ＩＣＵ病房控制院内感染的细节管理
汪振林，朱敬蕊，胡娟，崔琢

【摘　要】　ＩＣＵ的患者因具有病情重、免疫力低、使用呼吸机、使用广谱抗生素等高风险因素，院内感染及呼吸机相关性
感染的发生率较普通病房高，所以ＩＣＵ是容易发生医院感染的场所。通过对加强环境、医务人员手卫生、医务人员感染
相关知识培训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对ＩＣＵ容易造成医院感染的环节进行有效干预。具体采取以下措施：要加强日常工作
的管理，重视手卫生，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和消毒隔离制度，并改善消毒设备，控制医院内细菌的传播。加强对相关人

员的培训，对新进入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医院感染宣传教育，从头做起，做好防治工作。要加强重点科室和人员的管理，

提高医务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通过细节管理措施的实施，提高了医务人员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意识，院内感染率显著

降低。加强ＩＣＵ病房细节管理对预防医院感染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重症监护室；医院感染；细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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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各项医疗设备与诊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医院内感染日趋严重［１］。其中

重症监护室（ＩＣＵ）是收治“急、危、重”症患者的基地，是各个医
院总体医疗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和体现。据统计，近年来，医

院内获得性感染的患病率及病死率明显升高。尽管发现 ＩＣＵ
的床位仅占全院床位不到１％，患者总数不足全院的０．８％，但
ＩＣＵ的院内感染却超过全院院内感染的３０％。ＩＣＵ是容易发
生医院感染的场所，任何细节的不慎，都有可能引起医院感染

的发生。因此，在日常护理和诊疗工作中要求做好各个环节的

细节管理在控制医院感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　严格对病区环境物品的卫生管理
１１　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ＩＣＵ病房设施有空气净化装置及通
风设施保证重点循环对流改善通风。要求病区地面每天湿式

清扫２次，墙脚、柜底、床底等卫生死角处也要求定期清扫，保
持清洁无尘。保证每天开窗通风２次，每次不小于半小时。
１２　加强物体表面的清洁和消毒工作　有资料表明［２］腹泻患

者粪便中带有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其常接触
物体表面，如床架（１００％）、血压计袖带（８８％）、电视遥控器
（７５％）、床头柜（６３％）、洗手盆（６３％）均可能被耐甲氧西林葡
萄球菌污染。艰难梭菌在疾病高发的地区，高达３１．４％的病房
物体表面均能培养出艰难梭菌。所以，要求患者的床头柜、门

把手、床栏杆都应用含氯消毒液擦拭每天２次，其他物体表面
应按时消毒，抹布、拖把专用，拖把标示明确，要求分区使用，用

后拖把用含氯消毒液（５００ｍｇ／Ｌ）消毒、清水洗净、晾干备用。
频繁接触物体表面如：电话按键、电脑键盘、鼠标、病历卡表面、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感染管
理科

通讯作者：汪振林，电子信箱：２８０９１６９６５＠ｑｑ．ｃｏｍ

输液泵面板等用７５％酒精擦拭每天１次，操作前后都要进行手
卫生消毒或洗手。当患者非一次性使用的物品如：床单、被褥

有血迹或体液污染时，应立即使用１０００ｍｇ／Ｌ含氯消毒剂浸泡
消毒后送洗。患者便盆及尿壶应专人专用，每天消毒，诊疗、护

理患者过程中所使用的非一次性物品表面每天消毒擦拭，医疗

器械、设备应该专用。

２　提高对相关人员的医院感染控制要求
２１　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提高意识　医务人员医院感染意识
水平与其医院知识呈正相关。医务人员普遍存在重治疗、轻预

防的思想，加之缺乏必要的感染管理知识，在工作中不能自觉、

主动地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我们采取加强医务人员

感染意识和知识普及相结合，全员培训与重点培训相结合，集

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的方式［３］，对ＩＣＵ（包括新职工、实习
生、进修人员）进行分层次教育、院感知识培训与考核，培训内

容包括：手卫生知识，职业防护、职业暴露知识，医疗垃圾分类

与处置，消毒隔离技术，特别是２０１２年卫生部颁发《医疗技术
消毒技术规范》和《医院空气管理规范》及无菌技术操作等，培

训中还举例介绍近几年发生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给社会造成的

不良影响，给医院和患者带来的危害等。培训结束后考核并将

考核成绩纳入质量考评，从而加强医务员工对医院感染预防、

控制的意识和相关知识的掌握，使全体员工明确在感染控制中

所承担的责任，自觉履行职责。

２２　强化保洁人员预防医院感染的意识　保洁人员是控制医
院感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切断病原传播途径的具体实施者，

重视保洁人员的细节管理，强化对保洁人员医院感染知识的培

训，也是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要环节［４］。保洁人员大多文化程度

低，未受过专业培训，对其培训要用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最好

配有流程和示范，还有就是日常工作中要强化院感知识，加强

监管和督查，防止交叉感染。培训重点是：首先必须清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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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保洁工作不仅仅是打扫卫生那么简单的事情，明白自己

工作在医院感染工作中的重要性，其次是有关区域的划分，明

白各区清洁、消毒用具要严格区分、固定放置、不得交叉使用，

正确掌握清洁的程序和方法，消毒、隔离的基本方法，严格依法

处理医疗垃圾。

２３　强化手卫生的依从性
２３１　手卫生的重要性　手卫生是一切无菌操作技术中的重
要环节，工作人员的手是造成医院感染的主要传播途径，医护

人员的手不仅传播病原菌，还可成为病原菌传播储藏所。ＩＣＵ
病房工作繁重，医护人员的无菌观念不强，抢救生命时需要快

速，往往造成无菌操作不严格，手卫生的依从性不高，为继发感

染埋下隐患［５］。

２３２　洗手的依从性是决定手卫生是否达标的重要因素　资
料表明［６］：医护人员的手是病原菌传播的重要媒介，由医护人

员传播细菌造成的医院感染占所有原因的３０％。正确的洗手
是预防和控制病原体传播，也是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的最简

单、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法［７］。因此，我们要求在每个护理单

间入口、墙壁、治疗车、患者床头桌、治疗台等进行无菌操作的

地方均配备了快速皮肤消毒剂。在护士站、每个护理单间内、

治疗室、换药室安置洗手池，以减少护士来回取物和频繁洗手

的时间，增加其无菌操作和洗手的依从性。同时，制订手卫生

的操作流程及相关管理措施，进行六步洗手法的培训、考核，人

人过关纳入个人年度考核成绩。

２４　加强对使用呼吸机患者的细节管理
２４１　器械管道的细节管理　使用后的器械管道处理：使用
后的呼吸机管道经初步清理后用含氯消毒液浸泡３０ｍｉｎ，然后
用清水冲净，用蒸馏水冲洗后晾干备用。使用中的器械管道管

理：冷凝瓶中的冷凝水是细菌的一个重要聚集场所，细菌培养

菌落数超过１０ｃｆｕ／ｍｌ，说明细菌一旦在此定植则繁殖迅速，所
以使用过程中集水瓶要低于气管管道外口位置，及时倾倒冷凝

水以防误吸致呼吸道感染。外壳消毒管理：呼吸机的主机外壳

和压缩机泵的外壳，应做到清洁无尘。需要消毒的呼吸机部

件：只要是连接于患者与呼吸机之间的各种管道、接头、雾化

器、湿化器等均应彻底消毒。传染病患者及特殊感染患者用过

的呼吸机管道管理：应使用一次性管道。

２４２　对患者的细节管理
２４２１　体位　体位除了禁忌证以外，抬高床头至少３０°，并
适当抬高床尾，以防止患者下滑。由管床护士每班观察记录一

次体位情况。有研究显示床头抬高２５°～４５°可减少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ＶＡＰ）发生率［８］。

２４２２　口腔护理　ＶＡＰ的发生与口咽部护理操作有着密切
的关系［９］。具体方法：采用复方氯己定漱口液进行口腔护理，３
次／ｄ，同时进行口鼻腔冲洗６次／ｄ；凡气管插管者，口腔护理由
２人完成；先注气增加气囊压约１０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
ｋＰａ），去除牙垫或口腔固定器，１人妥善固定，同时用注射器抽
吸０．９％氯化钠溶液从一侧口角注入，进行口腔冲洗，停留５～
１０ｓ后，由另１人持吸痰管进行吸引，然后进行双侧鼻腔冲洗，
反复冲洗直至洗出液澄清。完成冲洗后用复方氯己定漱口液

棉球进行仔细擦拭，更换牙垫后，按原长度固定，气囊放气至

２５～３０ｃｍＨ２Ｏ，进行气道吸引１次，以减少误吸发生。
２４２３　气管切开　患者每日至少更换敷料１次，有痰液血
迹污染时及时更换，保持干燥，每班交接时检查敷料情况，并作

记录。

２４２４　吸痰　采用封闭式吸痰管，４８ｈ更换；冲洗用０．９％
氯化钠溶液采用输液器连接，保持密闭，２４ｈ更换。Ｃｏｍｂｅｓ等
报道，使用封闭式吸痰管可降低ＶＡＰ发生率。每１～２ｈ翻身、
扣背，每４ｈ评估肺部呼吸音，根据情况作体位引流、吸痰等处
理。

３　讨论
　　ＩＣＵ的患者因具有病情重、抵抗力差、使用呼吸机、使用广
谱抗生素等高风险因素医院感染及呼吸机相关性感染的发生

率较普通病房高。因此，护理管理者应该不断优化流程，细化

管理，从每一个小点做起，形成一个质量的持续改进过程。医

护人员的双手与患者的接触次数频繁，如不严格执行手卫生和

提高手卫生的依从性，在进行各种治疗注射时只注意注射部位

的消毒，而忽视了在给多个患者操作之间的洗手，双手就可能

成传播细菌的工具。严格的执行手卫生是标准预防的主要措

施之一，病区要求使用非手触式水龙头，张贴标准洗手“六步

法”操作图，配备快速手消毒剂，医务人员在进行各种治疗、操

作前后严格洗手或手消毒，对同一患者的不同部位进行操作治

疗时也应洗手，以减少污染机会。医护应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

作规程，如护士为患者进行治疗性操作时严格执行“一物一人

一用”，“洗手”做到两前，进行无菌操作、接触清洁、无菌物品

前，处理药物或配餐前；三后，摘了手套后，接触患者周围环境

及物品后，接触患者体液、血液分泌物和伤口辅料等之后；三前

后，直接接触每个患者前后，穿脱隔离衣前后，接触患者黏膜和

破损皮肤前后。做好频繁接触物品表面的消毒隔离工作。护

士应根据待消毒灭菌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和临床用途选择适

合的消毒灭菌方法，日常工作中做到每日监测并登记。积极学

习卫生部《医疗技术消毒技术规范》和《医院空气管理规范》及

无菌技术操作等医院感染相关知识，提高自觉控制医院感染意

识。开展ＩＣＵ目标性监测，为医院感染控制提供科学依据。从
细节做好呼吸机管道的护理，科室负责医院感染管理的专职人

员，应认真监督监测和技术指导。按照卫生部颁发医院感染管

理的有关规定，对医院消毒灭菌效果、环境卫生学监测、抗菌药

物的应用、病原学送检率、医疗垃圾的分类及处置、保洁员日常

清洁消毒工作等进行定期监测和不定期的抽查监测，发现可能

造成医院感染隐患有关问题及时整改，提出指导性意见，体现

持续质量改进。对使用呼吸机患者的管道加强细节管理，降低

了呼吸机相关感染的发生，降低 ＩＣＵ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减少
了患者在ＩＣＵ期间的住院时间及费用［１０］。总之，ＩＣＵ医院感染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患者本身的病情及身体状况，ＩＣＵ内的环
境、人员操作，使用呼吸机，呼吸机相关护理等多种因素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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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多种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管理效果评价
陈碧华，赵立宇，陈志刚，李震宇

【摘　要】　目的　比较上海市徐汇区三种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的优劣。方法　随机抽样调查选取三种模式［依托中心门
诊的服务模式（模式１对照组）、采取以居委为依托划块管理的户籍制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模式２）、以服务站为依托的家
庭医生服务模式（模式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的１０个居委，评价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三种不同模式下的卫生人力成
本、区域卫生服务均衡性、服务效果。结果　三种模式互为补充，各具优势，但在服务相同人口的情况下三种模式投入相
同的卫生人力成本，以模式２得到的服务效果较好、区域卫生服务均衡性更好。如：基本医疗服务满意率、居民家庭医生
知晓率、高血压、糖尿病控制率、签约率、年均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就诊率、门诊预约复诊成功率模式２均好于其他两
个模式，而家庭医生签约率、高血压、糖尿病管理率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评估率在各个居委的分布均衡性也好于另外两

个模式。结论　模式２卫生服务更均等化，效果更优，是本中心今后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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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科医生又称家庭医生，是执行全科医疗的卫生服务提供
者，处于卫生服务系统的金字塔底层，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
北美兴起的一门综合性的临床医学学科［１－２］。在我国，已初步

建立了全科家庭医生责任制度，对居民的健康进行科学管理，

并利用居民健康档案将居民在社区和上级医院就诊的医疗信

息及时补充和更新，掌握居民的健康状况［３－５］。家庭医生不仅

上门问诊，还负责转诊等工作及定时定点个性化健康指

导［６－７］。２０１０年５月，上海市在徐汇区开始试行全人群家庭医
生服务责任制，力争在最大程度上将家庭医生服务惠及区域所

有居民。同时，全人群家庭医生服务责任制采取的工作模式主

要分为依托中心门诊的服务模式（模式１对照组）、依托划块管
理的户籍制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模式２）、以服务站为依托的家
庭医生服务模式（模式３）。本研究就２０１１年一年来的试点工
作针对上述三种家庭医生服务模式通过卫生人力成本、区域卫

生服务的均衡性、服务效果三方面进行效果评价。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服务模式
１１１　模式１（对照组）　中心门诊全科医生加入家庭医生队

作者单位：２００２３２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陈碧华，
赵立宇，陈志刚）；２００２３３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李震宇）

通讯作者：赵立宇，电子信箱：ｊａｙｓｉｎｄｙ＠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伍，由中心防保科、团队公共卫生人员、护士及家庭医生助理、

社区公共卫生助理员队伍共同组成家庭医生协作组，配合医生

共同完成基本医疗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１１２　模式２　每名医生负责一个居委，各居委“包干到人”，
家庭医生全面负责自己“责任田”的医疗和防保，几个居委的家

庭医生组成一个团队，配备护士及志愿者协助医生共同完成服

务工作。

１１３　模式３　由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科医生组成家庭医
生队伍，每２～３名医生负责４～５个居委，由团队公共卫生人
员、护士及家庭医生助理、社区志愿者配合医生共同完成基本

医疗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１２　研究方法　分别在三种模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
中心城区）下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１０个居委成为研
究对象，评价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三种不同模式下的卫生人力成
本、区域卫生服务的均衡性、服务效果。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在模式１（对照组）的社区中随机抽取１０个居
委共有人口２７３４５人，其中男性１３２３４人，占４８．４０％；高血压
和糖尿病人数分别为５３０１和１９７３人，分别占总人口的１９．３９％
和７．２２％。模式２中共有人口２８００９人，其中男性１３５４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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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４８．３７％；高血压和糖尿病人数分别为５９５１和２２５９人，分别
占总人口的２１．２５％和８．０６％。模式３中共有人口２７６８６人，
其中男性１３３９７人，占４８．３９％；高血压和糖尿病人数分别为
５４４５和２１９５人，分别占总人口的１９．６７％和７．９３％。三种模
式间性别及高血压、糖尿病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１。
表１　各模式下居民和高血压、糖尿病人数构成情况

组别 居委数
管理人口数

男性 女性 合计

高血压

人数

糖尿病

人数

模式１（对照组） １０ １３２３４１４１１１２７３４５ ５３０１ １９７３
模式２ １０ １３５４８１４４６１２８００９ ５９５１ ２２５９
模式３ １０ １３３９７１４２８９２７６８６ ５４４５ ２１９５
χ２值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３ ０．１０１
Ｐ值 ０．９９８ ０．９６４ ０．９５１

２２　卫生人力成本分析　模式１（对照组）完成随机抽取的１０
个居委人口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所分配的家庭医生数为７
人，占医务人员总数的３８．８９％，护士数４人、公共卫生人员５
人、助理员２人。模式２所分配的家庭医生数为１０人，占医务
人员总数的６６．６７％，护士数５人。模式３所分配的家庭医生
数为７人，占医务人员总数的４６．６７％，护士数４人、公共卫生

人员４人。通过统计学分析：三种模式参与家庭医生工作人员
构成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３　区域卫生服务的均衡性比较　虽然三种模式总的家庭医
生签约率、高血压、糖尿病管理率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评估率

差异不是很大，家庭医生签约率都在５０％左右，高血压管理率
在７０％左右、糖尿病管理率在３５％左右、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评
估率在５％左右（见表２）。但分别从三种模式的１０个居委比
较以上四个率的分布情况看，模式１（对照组）分布最为分散，
１０居委的家庭医生签约率最大的居委为 ８６．２０％，最小为
９．３６％、高血压管理率最大的为８９．７１％，最小为５３．６６％、糖尿
病管理率最大的为４９．９６％，最小为２５．２５％、家庭医生健康管
理评估率最大的为１０．２２％，最小为１．７９％；模式２以上四个率
的分布情况最集中，家庭医生签约率、高血压、糖尿病管理率及

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评估率分别在 ５１．６０％ ～６３．３７％、
６１．９１％～７６．４４％、３１．８２％ ～４２．５５％、５．２８％ ～６．４９％范围
内。模式１（对照组）家庭医生签约率、高血压、糖尿病管理率
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评估率的变异系数（ＣＶ）最大分别为
０．４９，０．１７，０．２６，０．５０。模式２四个率的变异系数（ＣＶ）最小分
别为０．０７，０．０７，０．１１，０．０７。见表２。

表２　各模式家庭医生卫生服务均衡性比较（％）

组别
签约率

均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高血压管理率

均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糖尿病管理率

均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健康管理评估率

均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模式１（对照组） ５０．８７ ２４．９９ ０．４９ ６８．６２ １１．８６ ０．１７ ３３．８３ ８．７６ ０．２６ ５．４２ ２．６９ ０．５０
模式２ ５９．５５ ４．３９ ０．０７ ７１．３９ ５．１３ ０．０７ ３６．２９ ３．８５ ０．１１ ５．８４ ０．４１ ０．０７
模式３ ４８．５０ １０．８９ ０．２２ ７０．０５ ８．６５ ０．１２ ３５．８８ ６．１１ ０．１７ ５．１５ １．０８ ０．２１

２４　服务效果分析　从三种模式的管理效果来看，除高血压、
糖尿病规范管理率外，模式２的基本医疗服务满意率、居民家庭
医生知晓率、高血压、糖尿病控制率、签约率、年均居民选择签

约家庭医生就诊率、门诊预约复诊成功率均好于模式１（对照
组）和模式３，三种模式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３　各模式家庭医生服务效果比较（％）

组别
基本医疗服

务满意率

居民家庭医

生知晓率

高血压、糖尿

病规范管理率

高血压、糖

尿病控制率

签约

率

年均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就诊率＝该居民１年内选择签约家庭
医生就诊次数／该居民１年内在本社区就诊总次数×１００％

门诊预约

复诊成功率

模式１（对照组） ８９．６７ ７２．５３ ８１．６３ ４３．７５ ５１．２１ ４３．１２ ２１．７６
模式２ ９４．３６ ８９．４６ ８２．２７ ６８．９２ ５９．５４ ７４．６９ ５６．４９
模式３ ８５．２３ ７５．３２ ８３．８４ ５４．３６ ４８．６７ ５４．３８ ３７．４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家庭医生制度是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８］、社区为范围、

家庭为单位、全面健康管理为目标，通过契约服务的形式，为家

庭及其每个成员提供连续、安全、有效、适宜的综合医疗卫生服

务和健康管理的模式［９］。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针对国内看病贵、看病难的突出矛盾，结合国际经验，在

我国建立家庭医生模式制度已成为必然趋势。但目前国内开展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存在多种管理方法，有的以门诊医生为主要

依托，有的以服务站点为依托，有的全科医生深入居委以户籍制

医生为依托。因此，系统地总结评估各种模式的优劣，形成徐汇

区乃至上海市统一的家庭医生制度工作模式对实施家庭医生制

度至关重要。

本研究显示，三种家庭医生模式服务３万左右的社区人口
需投入的卫生技术人员都为１５人左右，说明服务相同人口的情
况下三种模式投入相同的卫生人力成本无差异。但从区域卫生

服务均衡性来看，以门诊医生为主要依托的模式１和以服务站
点为依托的模式３各个居委的家庭医生签约率、高血压、糖尿病
管理率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评估率等情况参差不齐，部分居委

签约率、管理率及评估率很高，部分居委却很低，区域内的卫生

服务不均衡。而全科医生深入居委以户籍制医生为依托的模式

２区域卫生服务均衡性较好，各个居委间的签约率、管理率及评

估率都很接近，说明社区居民在该模式下得到社区卫生服务更

具有公平性。

从服务效果来，三种家庭医生模式在管理相同数量的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时，以模式２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的效果更优。
模式２下家庭医生深入居委，医生对所管辖的居民了解更深入，
且居民对此模式下的家庭医生更加信任，因此基本医疗服务满

意率、居民家庭医生知晓率、年均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就诊

率、门诊预约复诊成功率均比其他模式高。模式２下辖区居民
的地域归属感较强，其服务的针对性，防和治相结合，有效改变

了社区卫生服务量大但质平的管理结果。

社区家庭医生责任制以居民为中心，体现了人文关怀的服

务理念，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卫生服务的需要，将为人民群众

健康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１０］。在国内开展家庭医

生服务的多种模式下，全科医生深入居委以户籍制医生为依托

的模式２区域卫生服务均衡性更好、服务效果较好，是今后家庭
医生服务模式发展的方向。由于模式２全科医生长期深入居
委，工作时间大部分分配于公共卫生工作，医疗首诊时间较少，

虽居民配合度好、卫生知识知晓率高、服务满意度好，但家庭医

生接受培训再教育的时间相对较少，因此，加强家庭责任医生培

训，提高家庭责任医生的服务能力显得尤为紧迫［１１－１３］。家庭责

任医生培训工作需要在《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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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指导下，通过大力开展社区在岗医生转岗培训、定向培

养全科医生的技能培训、提升社区在岗医生的学历层次等多渠

道的措施来培养合格的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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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７１２页）
仅参与ＴＣ的逆转运过程、调节脂类代谢，还是一种有
抗炎作用的负向时相蛋白，作用于炎症过程的多个环

节，对动脉起保护作用，从而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

用。ＡｐｏＢ与ＡｐｏＡ１之间的比值也就表示了这两种作
用不同的颗粒之间的平衡，由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１表示。

动脉硬化性脑梗死是老年人脑梗死中最常见的原

因，约占所有脑梗死的７５％左右。动脉内膜损伤、破
裂、随后胆固醇沉积于内膜下形成粥样斑块，管壁变性

增厚，使管腔狭窄，动脉变硬弯曲，最终动脉完全闭塞，

导致供血区形成缺血性梗死。大量循证医学表明增

龄、男性、吸烟、糖尿病、高血压、脂质代谢异常均是脑

梗死的危险因素，与脑梗死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

中，脂质代谢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之一。临床上用于反映脂代谢紊乱的指标较多，最早

用于临床的指标有ＴＧ和ＴＣ，近年来增加了 ＬＤＬＣ和
ＨＤＬＣ两项指标，但胆固醇受饮食、运动等影响较大，
载脂蛋白的作用是转运脂质进出动脉壁，又不受饮食

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检测载脂蛋白比以上指标有意

义。庄一义等［１］研究发现 ＡｐｏＡ１在预测动脉硬化性
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性方面优于 ＬＤＬＣ、ＴＣ、ＨＤＬＣ
和ＴＧ等指标；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ＭＪ等［２］研究表明，ＡｐｏＡ１水
平下降与脑梗死风险明显相关。ＡｐｏＡ１抗动脉粥样硬
化机制可能有：①ＡｐｏＡ１参与激活卵磷脂胆固醇酯酰
基转移酶，该酶可使胆固醇转化为胆固醇脂，促进胆固

醇运输和清除；②低 ＡｐｏＡ１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加
剧有关［３］。ＡｐｏＢ具有较强的刺激巨噬细胞内胆固醇
酯化的作用，促进泡沫细胞形成，从而促进动脉粥样硬

化的发生［４］，邢志强等［５］将脑梗死患者分成轻、中及

重型三组，发现 ＡｐｏＢ水平在重型组较轻型组、中型组
较轻型组均明显升高，进一步说明 ＡｐｏＢ水平升高是
引起脑梗死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６］，ＡｐｏＢ和
ＡｐｏＡ１之间的平衡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明显相关；
在老龄卒中危险因素的研究表明，７０岁以上的人群
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１与脑梗死呈正相关，可能是独立的脑血管
疾病的危险因素［７］。王虎清等［８］研究发现，脑梗死组

血清ＡｐｏＡ１水平及ＡｐｏＡ１／ＡｐｏＢ明显下降，而ＡｐｏＢ水

平明显增高。ＫｉｍＳＪ等［９］研究表明，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１可
能预测患者的无症状颈动脉狭窄。

本实验研究表明，与对照组比较，脑梗死组血清

ＡｐｏＢ、ＡｐｏＢ／ＡｐｏＡ１水平显著升高（Ｐ＜０．０５），血清
ＡｐｏＡ１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与张玉等

［１０］研究一

致，进一步说明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血清 ＡｐｏＢ、ＡｐｏＢ／
ＡｐｏＡ１可能为脑梗死的危险因素，ＡｐｏＡ１可能是脑梗
死发病风险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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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对新时期医院行政、后勤效能建设的思考
郑志方，沈永祥，杨金芝

【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医院的事务随之变得越来越繁杂，医院的管理部门也越来越多。
然而这些管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并没有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许多医院的管理部门职责不清，效率不

高，医院的效能建设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严重制约了医院的发展。如何促进医院高效地运转，是医院管理者需要

思考的问题，同时需要管理者们运用各种科学管理的制度和手段，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工作人员

的办事效率和工作能力。行政、后勤职能部门处于医院管理的中心，是医院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是医院效能

建设的主体。本文重点从效能建设的主体角度，探讨医院效能建设的必要性和加强效能建设的有效途径，切实提高医院

管理的效能。

【关键词】　医院；行政后勤；效能建设；思考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９８０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ＮｅｗＰｅｒｉｏｄ　ＺＨＥＮＧＺｈｉ
ｆａｎｇ，ＳＨＥＮ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
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４，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ｈｅｎｂｅｃａｍｅｍｏｒｅａｎｄ
ｍｏｒｅｍｕｌｔｉｆａｒｉｏｕ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ｄｎｏｔｉｍ
ｐｒｏ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ｎｏｔｃｌｅａｒ，ｔｈｅ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ｎｏｔｈｉｇｈ，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ｄｉｄｎ’ｔｇｅｔ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ｄｅｓｅｒｖｅ，ｗｈｉｃｈ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ｒｕｎｎ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ｔｈｉｎｋａｂｏｕｔ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ｔｏｕｓｅ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ａｒｏｕｓｅｄｔｈｅ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ｗｏｒ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ｓ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ｂｏｄｙｏｆ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ｉｎ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ｂｏｄ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ｎｅ
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ｙ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效能是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管理目标的程度［１］。医

院行政、后勤效能建设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效能

为基本目标，把管理的诸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依法履行职责的

管理活动［２］。

１　加强医院行政、后勤效能建设的必要性
１１　加强医院行政、后勤效能建设是“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
内在要求　医院的主要功能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医院
直接为患者服务的是医护人员；而行政、后勤工作人员则直接

为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各种保障性服务；行政后勤工作人

员提供服务的好坏，工作效能的高低，最终将影响到医院为患

者提供服务的质量。因此只有加强行政、后勤效能建设才能真

正将“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宗旨落到实处。

１２　加强医院行政、后勤效能建设有利于推进服务型医院的
构建　陈竺部长在２０１３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
出：“要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

制，赋予公立医院运行自主权，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高效

可持续运行。在医疗改革中，调整服务结构，提高整体效能”。

因此医院要加强行政、后勤效能建设，切实把行政、后勤管理职

能转到主要为临床一线服务上来，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

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３］。

１３　加强效能建设有利于转变行政、后勤工作作风，树立医院
良好形象　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是医院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
但在实践中，医院的“管理无效”现象却经常成为职工抱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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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尤其是医院行政、后勤部门的一些如职能交叉、界限不清；

管理松弛、工作拖沓等积弊，已成为临床一线工作人员的众矢

之的。因此探索出效能建设的最优路径，对于转变医院工作作

风，树立医院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４］。

１４　加强行政、后勤效能建设有利于推进医院的党风廉政建
设　中央提出反腐败斗争要标本兼治，加大源头治理力度，而
行政不作为和以权谋私等行政不规范行为是引发廉政问题的

主要因素。效能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规范权力运作方

式，有效约束行政后勤人员的行为，提高行政过程的透明度，减

少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效能建设，有利于从源头上预

防和治理腐败，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综上，加强效能建设，推进医院改革与发展是重要保证［５］，

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客观要求。医院管理者必须切实增强

效能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大力推行行政、后勤效能建设。

２　如何进一步加强医院行政、后勤各部门的效能建设
２１　明确部门职责和工作目标
２１１　明确工作职能　参照国际 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认证体系的做
法，对各部门工作职能、职责、内容和流程进行标准化界定，对

于职责范围内的事必须高效完成，对越权“管理”和不作为，要

严格按照医院相关罚则的要求予以处罚。避免出现有利的事

都去管，有困难得罪人的事都往外推的情况发生。

２１２　量化工作指标　医院要以工作量为依据，大力推行定
岗定编工作，既能够解决忙闲不一、任务不清、推诿扯皮的问

题，又可以减少资源浪费［６］。医院的行政、后勤部门还应该制

定明确的年度工作目标，将工作目标分解为责任到人的有明确

时间要求的分指标，减少工作的弹性空间［７］。

２１３　加强目标考核　目标任务细化分解之后，还应制定科
学量化、操作性强的考核标准［８］。要在道德规范、纪律约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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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惩处之外，制定有关规定，明确效能告诫、诫勉教育的具体办

法。要根据考核标准进行考核，严格落实奖优罚劣的相关规

定。使得层层有责任压力，人人有工作任务约束。

２２　建立健全运行机制
２２１　建立一个快速的运行机制　首先要改进落后的管理手
段和方法，精简工作流程，大力推行院务公开，将部门承担的职

能，办事程序和结果进行公开［９］。其次，实行限时办结制，只要

手续齐全，申请的事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结，如一年内多

次未能限时办结相关事项，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用有效

的约束来改变行政、后勤的官僚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２２２　完善激励机制　医院应该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建立
健全效能评估体系，实行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办法，

形成内外评估双向推动模式，多维度的审视自身的效能问题。

将效能建设与个人收益和晋升挂钩，并保证落实，从而激发职

工主动工作的热情。

２２３　健全制约机制　实行干部问责制，凡是执行中出现重
大差错的，除了追究直接责任者之外，还要对主要领导进行问

责。同时，对于完不成工作任务的“无为”者也要问责，改变“不

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大力推行社会监督员制度，邀请社

会各界人士共同监督医院效能工作，推动医院效能建设取得实

效。

２３　立足实际，加强效能监察　对行政、后勤工作进行全面、
全程的监察。加大效能监察力度，对部门工作计划完成、管理

服务、行风政风建设等情况进行监察，作出科学评价，对违规违

纪行为，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将提高机关效能变成自觉的行

动。将机关效能监察与群众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拓宽投诉渠

道，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促进医院行政后勤人员更好地服务医

院发展［１０］。

２４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医院行政、后勤效能的高低，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工

作态度等综合素质。医院要实现效能建设目标，需要全体人员

共同努力，也需要具有相应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队伍。

２４１　加强岗位培训　随着现代医院行政、后勤事务的日益
复杂，对职工的综合知识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如果不进行继续

教育和培训，他们将很难适应医院工作不断发展的要求，必然

会影响到医院工作和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必须加强行

政、后勤人员的岗位教育和培训，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增强行政

后勤工作的总体效能。

２４２　裁减冗余人员　对已失去管理与服务职能，没有实质
性工作内容的部门进行整合。对承担一定的服务职能，但人员

过剩的部门，可采取两种方式进行裁减，一部分人员可以充实

到其他需要加强的部门：另一部分人员可以采取内退或是给予

一定的补偿让其选择自谋职业。这样既可以把冗员进行分离，

又减少了撤并带来的强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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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ＣＤ４６辅助Ｔ细胞活化途径的变异，参与了某些
临床疾病的过程［８－１０］。此外，有多项研究表明，除了

单克隆抗体，天然或病原性配体也能通过与 Ｔ细胞或
其他上皮细胞、巨噬细胞等 ＣＤ４６蛋白的结合，导致其
信号通路的激活［１１］，说明在一些疾病发生的自然过程

中，存在ＣＤ４６途径参与的可能。
综上所述，ＣＤ４６作为一种补体调控蛋白，不但在

天然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调节获得性免疫反

应，是连接机体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桥梁”，进

一步研究ＣＤ４６途径下Ｔ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的活化
反应，对于探索某些疾病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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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进医院管理
冯瑞芳，张丽，尤宗昊

【摘　要】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的发展，对医院的发展和改革医疗机构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也产生了
一定的负面效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也是各医疗单位要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只有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不断提高医务人

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感、荣誉感，才能纠正医疗上的不正之风。医德医风建设是与医院的生存和发

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医院管理者应认清形势，充分认识医德医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树立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

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德认识水平，发挥医德的倡导作用。做到以人为本，强化管理，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加强医德

医风建设有利于促进医务人员的自我完善，有利于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使医院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

【关键词】　医德医风建设；医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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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行医人，形成了医患关系，就出现了医德问题。
医德是在医疗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医德医风建设是医

院行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系到医院兴衰存亡的一项系

统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医改为医院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

为医院的医德医风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１］。作为一种

社会意识，医德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受文化诸因素的影

响。“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

民身心健康服务”［２］是社会主义医德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部分医务人员攀

比心强，对医学的宗旨、目的认识不清，脱离了我国卫生资源的

实际状况，将一些商业原则过度地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导致

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有所蔓延［３］。在当前“以德治国”的思想指

导下，如何推进医院的管理呢？笔者认为作为医院的管理者应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强化医德宣传和教育，加强医德医风建

设。这不仅是医院适应市场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而且

是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文明的需要［４］。本文仅对如何

加强医德医风推进医院管理谈点个人的看法。

１　医院管理者应认清形势，充分认识医德医风建设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的发展，对医院的发展和改
革医疗机构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

应，对医德医风的建设起到很大的冲击作用。一是市场经济所

体现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易于被扩大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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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务工作者在医务活动中坚持救死扶伤，做到全心全意为患

者服务的宗旨形成冲击，有人错误地把商品交换原则用到医患

关系上，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患关系变成“你出钱我治病”的

纯粹金钱关系；二是市场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效益原则，诱发了

某些医务人员“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收红包，多开药

提成等现象屡禁不止；三是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诱发个人主义的

滋长等，这些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不仅严重腐蚀着医疗队伍

的机体，同时直接侵害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着医院和

社会的稳定，也极大地影响和妨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改

革的深化。“医者以德为本”，如果忽视医德医风建设，医德医

风问题就会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不仅会损害“白衣天使”

的形象，影响医院的声誉，还会阻碍医疗机构的改革，不利于医

疗事业的发展，更有甚者，个别医务人员见利忘义，按照是否有

“红包”安排患者的住院及手术时间，以联系治疗为名索要和侵

占患者的钱物等，败坏了医疗道德，从根本上违背了医院是以

医疗服务满足社会需要的基本原则［５］。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

过程中“生、冷、硬、顶、推、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工作马虎，

对患者敷衍了事，不询问病史，不详查体征，不等患者叙述病由

就开出处方或一大堆检查单，患者意见较大，导致多种医疗纠

纷呈上升趋势［６］。从这个意义讲，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势在必

行，只有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

平，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感、荣誉感，才能纠正医疗上的不正之

风，从而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使医院的综合实力和医疗服

务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从而为发展市场经济创造条件。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也是各医疗单位要生存和发展的关

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医院被推向了市场，医院成为

独立的医疗经营单位，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就凭着它自身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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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实践说明，医院医德医风这种精神力量转化成的物质力

量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难以估计的。在当前竞

争激烈的条件下，医院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加强医德医风建

设，医德医风建设是与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２　医院管理应树立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提高医务人员的医
德认识水平，发挥医德的倡导作用

　　新时期社会多元化与价值取向多元化以及资产阶级思想
的腐蚀，使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受到了挑战。医德作为一种社

会意识，我们从当前大背景去审视它，可以看出医德医风建设

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必须依赖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舆论导向。

社会的舆论导向必须保持健康向上的状况，唱响主旋律，批判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不断促进社会成员形

成正确的是非观、美丑观，自觉抵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

蔓延。只有注重形成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才能为职业道德建

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时期的医德医风建设，不仅需要积极开展社会性的教

育，更需要提高医疗人员的医德认识，加强自身的医德修养。

医德认识，直接反映着医务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医德的本质特

点、原则、规范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他们对社会主义医德的系

统理论教育接受越多，理解得越深，认识就越高，行动才会越自

觉。

所以，各医疗单位要重视理性教育，要正面引导，教育医务

工作者进行换位思考，多想想自己的责任和患者的困难。要根

据当前出现的实际问题，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关于社

会主义医德基本内容的系统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医德认识，

使医院管理的基础———医德在医院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３　医院管理为了注入新的活力，应加强对医学生的医德教育
　　根据某调查显示，一定比例的年轻医生认为医德应提倡利
人利己，而年资高者多认为医德主要应提倡奉献精神；年轻医

生对“红包”的认可比例远高于年长医生比例。可见，年轻医生

在道德内涵的认识上较模糊，这应当引起医学院校和院校管理

部门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医学生是医疗事业的新鲜血液，

他们的医德好坏直接影响到医德医风的建设，应对医学生进行

医德超前教育。

对医学生强化医德教育，也是新时期医德医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学校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是医学事业的新鲜血液，

对于他们进行职业道德的超前教育，培养他们热爱医学、忠于

职守、钻研医术、精博医学、热爱患者、廉洁行医，增强他们的责

任感、事业心和必备的良好医德水平，对于他们将来步入社会

开创医疗工作的新局面是大有好处的。对医学生的医德教育

要深化改革，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医学伦理的理论讲授同

医学的道德传统结合起来，同当代特别是身边的医德高尚的医

务工作者的事迹结合起来，同当前医疗活动中的各种道德“热

点”问题结合起来，同学生中各种有代表性的想法、认识结合起

来，引导医学生能正确认识、分析当前医疗活动中的道德问题，

从而提高自己的医德认识，增强自身的修养［７］。将来他们步入

医疗岗位，就能自觉地抵制不良影响，提高自己的医德水平，为

医德医风的建设带来新的活力，更好地促进医院的管理。

４　以人为本，强化管理，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
　　现代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即以满足人的
需求为价值导向，以人与自然统一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理

论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建立一支
高素质、高水平、高觉悟的职工队伍，是树立医院良好形象，促

进医院发展的根本。现在医学模式也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

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使医学从疾病的防治扩展到
全面关心人、帮助人、爱护人，使医务工作者的职业责任扩展

了。医务人员不仅要具备了解防病治病的能力，还应具有心理

治疗和心理咨询以及保健和预防方面的知识。新的医学模式

同时对职业道德无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新时期医德以

更丰富的内涵。

要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务工作者就必须完善医术和医

德的统一。对医学生的教育应加大改革力度，注重素质教育，

要开设必要的人文课程，如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公共关系

学等，改变医学教育人文学科薄弱的现状，改变医学生知识结

构不适应新的医学模式的状况，提高未来医生和护理人员的业

务素质和人文素质，从而更好地搞好医院管理。职业道德建设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

常抓不懈。引导广大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断提

高职工的思想、政治、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８］。

５　医院管理应健全机制，医德医风建设与强化医院管理相结
合

　　医德建设要抓思想教育，但仅凭思想教育是不够的，必须
辅以严格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医务人员养成规范的行医行为。

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

长期性。”医德医风建设必须健全制度，有良好的监督、评价、激

励机制，才能使医德医风建设落到实处。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应以医德档案考评为抓手。一是成立医德医风档案考评领导

小组［９］。各单位要成立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领导小组和医德医

风建设小组，注重医德医风建设工作，要党、政、工、团齐抓共

管，全方位多渠道落实，形成全体医疗人员“修医德、正医风、塑

形象”的氛围。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怎样变化，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

不能变，“以患者为中心”的思想不能变，医疗质量、医疗安全、

诚信第一的位置不能变［１０］。

医院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进行医院管理的主要手段。

而规章制度的执行，也要靠良好的医德来保证。要发动医务工

作者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岗位特点，制定并实行具体的职业道德

准则、规范等，这样才能有更强的针对性和一定的规范作用和

约束作用。新时期的医德医风建设不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

律。所以要加大监督和查处力度，增强医德建设的约束力。对

查出来的问题和患者举报的线索，医院一定要坚决查到底，不

能姑息迁就，对违反医德医风和医院规定的人和事坚决采取措

施查处。只有强有力的监督和查处，才能使医德医风的制约机

制完善和有效运转，否则直接影响到医德医风建设的成败。在

制定和完善医德医风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措施的同时，还应建立

健全医德医风考评机制，评价的标准一定要严格遵照新时期的

医德原则和善恶标准，并要科学、准确、有效。首先，建立医风

医德自查制度，及时改进工作。医务人员结合自己的岗位自我

检查，重点查服务态度、医疗质量、医患关系、收费标准、投诉信

件，及时了解医德医风的现状，做到边查边改。其次，定期考评

和互评，优胜劣汰。成立考评小组，制定出考评内容标准，进行

不定期地考评，主要考评医疗质量、服务态度、坚守岗位、履行

职责、收受钱物等方面的情况，建立医德医风档案。每年对医

务人员进行１～２次的集体综合考评，将考评情况装入档案，把
考评结果公平、公开、公正地向群众公布，与职称晋升、调整工

资、表彰先进挂钩，使得好的及时受到表彰，有问题及时处理，

达到激励先进、教育大家的目的，使医疗卫生事业健康有序的

发展。同时，建立医务人员之间的互评制度，共同促进。对一

个医院来说，树立了良好的医德医风，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

论力量，促使医务人员自觉维护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并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表现出创造性和主动性，使规章制

度不断完善。

搞好医院管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医德医风的好转也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不仅仅是医疗系统内部的事情，全社会应

共同努力，只有整个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有了进步，医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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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的调查
张树焕，芮炳峰，杨志强

【摘　要】　目的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本科教育对基层高端医学人才的培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
存在诸多因素影响了教学质量，探求临床医学专业成人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现状，发展有利因素，抑制或

转化不利因素，提高成人医学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方法　通过委托单位调研、学生问卷调查、教师座谈等方式，寻找影响
成人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因素，然后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在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中学生因素占前三位的是距离较
远、医院调班困难、本身基础差学习无兴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授课时间、教学内容、教师水平三个因素。结论　改变
现有的教学模式、建立成人教育教学平台、编写符合成人临床本科教学的实用教材及选择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提高成人临

床医学本科教育的关键。

【关键词】　成人教育；临床医学；教学质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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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教育是国民教育系列的一个主要形式，随着我国成人
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适应基层医疗单位对临床专业高技术人

才的需要，成人本科教育对基层低学历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

对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１］。但随着

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日趋显现，教育教学

质量出现连续下滑或停滞不前现象，影响了成人高等教育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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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２］。本调查的目的是寻找影响临床医学专业成人本科教育

教学质量的因素，以制定改进措施，充分利用好现有教育资源，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实用性高质量医学人才。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对河北某医科大学成人学院成人临床本科
２００９级１０１名、２０１０级２２４名、２０１１级２４８名，共计５７３名在校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４６８份。
１２　调查方法　就近几年学生出勤率下降，学习动力不足现
状，设计了不同因素对教学质量影响和对教学建议的问卷。调

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路途、时间、经济条件、学习动力或压力

等项目。设计了为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自己的

才会有更快的前进步伐。医德医风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

身利益，也关系到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专家认为重树医德医

风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的、复杂的工程，对医院医德医风建设的长效机制进行思考，加

强医德医风建设，有利于促进医务人员的自我完善，有利于提

高医院的管理水平，使医院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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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水平的意见和建议。均采取多项选择，按顺序排列的答卷

方式。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问卷结果进行整理、核对，并录入数据，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接受调查的人员距离学校路途市内 ＜１０ｋｍ、＜５０ｋｍ、
５０～１００ｋｍ、＞１００ｋｍ分别占２２．２５％、２０．６８％、４８．３５％、
８．８％；来自乡镇卫生院、社区及个体诊所的占８１．４％，来自县
医院的占１５．１９％；７３．１２％为临床医生，１８．６５％为相关职业，
另有８．３３％的学生在非医学及相关职业就业；工作年限 ＜２
年、２～５年、６～１０年、＞１０年分别占 ５２．１４％、２４．１５％、
２２．５６％、１．１５％；未获得技术职称的占 ３２．１４％，医士占
４５．２５％，医师及以上占２２．５９％。

在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中，学生方面的因素占前三位的是

距离较远（８６．４１％）、医院调班困难不能保障连续听课
（８２．００％）、无兴趣（６６．３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授课时间
和上班时间冲突（６９．１２％）、教学内容不符合临床本科层次的
需求（４８．５６％）、教师专业水平或授课水平不高（２５．７５％）、考
试监管不力（１２．６５％），这四个因素位居前列。

在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中提出了最多的是集中授课与网络

教学相结合，业余时间网上授课，建立网络教学平台

（９４．３２％）。提出了课程设置和内容改革，增加外科、解剖、病
理、药理重点科目课时（８８．２５％），选择综合性、疑难课题精讲
及案例教学方法，选择优秀教师上课，提高教学水平

（９２．４５％）。

３　讨论
　　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卫生部联合下文规定：“对医学类专业、相
关医学类专业的成人学历教育只能招收已取得卫生类执业资

格的在职人员，停止非在职人员的招生，停止医学函授教育的

招生”。自此，普通高校就担负了对各级各类医疗从业人员的

再培训任务［３］。当前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还存在学历过低、技术

落后的现状，这也期待成人教育培养足量的合格医用人才，持

续满足全民医疗服务“扩容增效”的需要。

３１　面授和网络教学相结合　借鉴网络教学模式，在成人高
等院校建立网络教育平台，让学生适时巩固和消化课堂学习，

也能进行自主学习，拓宽学科知识和视野。利用网络资源构建

了教师教、学生学及其教学互动的教学新模式，是课堂教学的

有效补充［４］。本科学生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比较强，建立网络

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学，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网络教学

能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可反复学习与自己专业密切联系的

课程、重点和难点，提高了教学的灵活性，缓解了成人教育的

“工学矛盾”［５］。也可以增加面授时间，依据路途开设晚上班、

双休日班和集中面授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选择

面授时间［６］。

３２　改革课程体系和内容　医学成人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
计划、管理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照搬全日制高等教育的教学

和管理模式，忽视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动机，不根据成人的实际

情况和需要组织教学，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大［７］。通过调研发

现，大多数学生来自医疗单位的一线，工作多年，学习内容上迫

切需求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临床知识和技能。另外，近几

年来出现的医患信任危机、医生职业自尊淡化等现象，需要临

床教学中融入职业道德、医疗风险规避、人文素养方面的内

容［８］。

３３　采取专题讲座式精讲导学模式　调查结果显示，采用传

统的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学生往往觉得“已经学过了”，肝硬

化、门脉高压、水电解质酸碱平衡、急腹症等一些临床常用又难

以理解的内容应该精讲，开展专题讲座。另外，学生也提出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再学习能力［９］。所以，教

师在教学指导过程中，必须善于寻找新知识与成人学生原有经

验系统之间的桥梁，选择综合性应用性的课题进行专题讲座。

３４　加强管理，严格考勤制度　成人学生受社会、工作、家庭
等因素影响，在心理特征、知识素养、知识结构、理想信念、价值

取向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特点：自主意识强、工作和家庭压力大、

实践能力强、理论知识基础薄弱、投机心理动机和求知动机并

存、思想自由发挥空间大。针对成人学生的这些特点，我们应

主动积极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严守纪律，使学生学习积极主

动，形成自主、自觉的行为习惯。

３５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在调查中授课教师专业水平或授
课水平也是影响学生学习兴趣和效果的明显因素，教师要把握

本学科的国内外新动态，不断更新知识，才能把本领域新知识、

新技术介绍给学生。因为是节假日或休息时间上课，资深教师

不愿意承担教学任务，学校应该完善管理机制调动资深教师参

加成人本科教育［１０］的积极性。

３６　完善教学质量测评体系　临床医学专业成人本科教育教
学质量测评体系不尽合理，授课结束以一套试卷进行考试，这

样的测评模式，缺乏真实成绩评定的可信度。探索考试方式的

改革，依据平时提问、病案分析作业完成评定成绩。可尝试将

成人临床本科教育改为学分制，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学习方式

和学习途径的选择［１１］。

成人医学高等教育是以培养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的

应用型技术人才为主。探讨影响教学的因素，采取相应的措

施，在新形势下探讨新的教学方法。完善的教育教学质量测评

体系可以改善教学环境，引导学生转变学风，充分调动教师、学

生双方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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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数字化实验教学系统在形态实验中心的建设与应用
崔洁，胡小冬，管俊昌，胡守锋，朱玲玉，刘从森

【摘　要】　实验教学作为大学教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以应用为主的学科教育尤其是医学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随着教学改革深入校园，实验教学改革迫在眉睫。蚌埠医学院整合实验教学资源，建立了以学科群为基础的显微

形态实验中心。形态实验中心与时俱进，依托现代化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形成新型数字化实验教学系统。经过几年教学

实践和实验室管理方面的磨合，新型实验教学系统运行良好，教学改革效果显著。本文介绍了数字化实验教学系统中显

微微观实验室、数码显微互动实验室、数字切片库、网上实验教学系统等主要方面的结构建设以及它们在实验教学中的

具体应用，并与以往传统实验教学模式进行了对比，显示出数字化实验教学系统在新型形态学实验中心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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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一盒切片一台镜，一
个教师转不停”的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为进一

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医学人才，我校不断加大对实验教学的

投入，于２００２年成立了显微形态实验中心，其中包括病理解剖
学、组织胚胎学、人体寄生虫学、医学微生物学四门学科的实验

室，２００８年正式独立为院、系二级管理的实验中心。新的实验
中心整合原有教学资源，建立了显微微观实验室、Ｍｏｔｉｃ数码显
微互动实验室、远程数字切片扫描系统及网上实验教学系统

等，这为实验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数

字化的新型实验教学系统已在本中心广泛应用，使教学质量明

显提高，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现就该数字化实验教学系统的

建设及应用作一简介。

１　显微微观实验室的建设及应用
　　显微形态实验中心统一更新实验台，更换一些陈旧的实验
设备，最大限度地将现有实验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共建成２１个
多媒体实验室，其中显微微观实验室１８个，数码互动实验室３
个。显微微观实验室是将原有单一 ＤＶＤ电教模式的实验室改
造成集网络、视频、音频、数码显微为一体的实验教学平台，并

可由一个主控室将声音和图像同时传递至多个实验室，可为多

个实验室同时共享，使优质教学资源的利用最大化［１］。该平台

类似于视频会议系统，由我校形态实验中心老师自行设计完

成，实用、方便、经济。利用这一平台，一位教师可以给多个实

验室的学生同时进行授课、实验操作演示等，还可以通过数码

显微摄像系统，把实验室培养物或者刚采集的鲜活标本通过视

频传输及时向学生现场展示［２－３］，例如将旋毛虫肌幼虫、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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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尾蚴的动态或者学生自身螨虫检查结果等活体标本通过此

平台同步播放，使实验教学内容更加形象、直观、生动，课堂气

氛活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

２　数码显微互动实验室的建设及应用
２１　数码显微互动系统的组成　数码显微互动系统主要包括
数字化多功能显微镜系统、互动教学平台、应用软件系统、多媒

体语音与文字交流系统等［４－５］。每个数码显微互动实验室由１
台主计算机和数码摄像显微镜（教师端）与３０台左右（根据教
室大小台数不同）计算机及数码摄像显微镜（学生端）经局域网

相互连接，通过主计算机的分配器和互动教学软件可在投影仪

及所有学生端计算机上同步显示相关画面。此系统通过高清

晰的ＣＣＤ摄像头，把微观图像视频信号输出到计算机、电视、投
影机等输出装置，方便进行直观的图像显示和讨论，同时具备

图像处理、分析、数码录像等功能，可实现对图像的定量分析与

资料的长期保存和随时再现［６］。

２２　数码显微互动实验室在形态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在以往
的形态学实验教学中，教师一般利用板书、挂图、大体标本、电

教等方式进行授课，学生自行使用显微镜观察切片，由于教师

讲授的与学生镜下观察到的图像往往存在差异，又缺乏有效的

交流手段，部分学生得不到及时的辅导，课堂教学效果受到影

响。并且随着教育改革深入大学校园，基础教育学时总数逐渐

缩减，而实验教学内容又相对繁杂，使实验教学效果不尽如人

意。显微数码互动实验室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给实验教学

带来新的冲击，其多样化的教学平台将图像、声音、视频与教师

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在形态实验教学中完美结合［７］。教师利用

互动教学软件系统可将其显微镜下或学生镜下观察到的典型

图像通过转播系统发送至每个学生的计算机上或转换至投影

仪上，与学生共享。学生有问题需要教师指导时可通过语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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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交流系统随时向教师提问，教师也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

择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语音交流模式进行辅导，实现即时动态示

教，使教师讲解与学生观察同步，问题得到及时回答，授课过程

全程现代化、高效、互动性强，教学效果好。

３　数字切片库的建设及应用
３１　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形态实验中心购买了麦克奥迪实业
有限公司的Ｍｏｔｉｃ数字切片扫描与应用系统。该系统由全自动
显微镜、专业真彩ＣＣＤ摄像头扫描控制系统和浏览软件系统组
成。制作数字切片时，显微扫描平台沿切片Ｘ／Ｙ轴方向扫描移
动和Ｚ轴方向自动聚焦获得图像。在低倍镜采集完整张切片
后，在高倍镜下进一步快速扫描（＜３ｍｉｎ），扫描全程自动化。
例如ＲＯＩ扫描方式（低倍全视野＋区域高倍扫描）、标准（建立
扫描模型快速扫描）、高精度（每个视野自动聚焦高精度扫描）、

多层融合（每个视野自动多层融合扫描）等，相应的扫描控制软

件与图像压缩存储软件将扫描的切片图像自动进行无缝拼接

和处理（支持 ６０层的融合和大于 ６０×６０张图像的无缝拼
接）［８］。

３２　数字切片库的建立　利用该数字切片扫描系统，我们将
结构典型的玻片标本切片进行扫描、无缝拼接，生成全视野的

数字化切片，并将形态实验中心所涵盖学科清晰典型的示教切

片均扫描为数字切片，构建完整的数字切片库存储在计算机或

存储介质中。这样在显微镜下，在计算机上可进行不同倍率观

察，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无极连续变倍浏览切片，并且通过计

算机与网络系统，进行数字切片存储、管理、观察、分析、讨论

等［９］，实现切片电子化、网络化，优质资源利用最大化。

３３　数字切片在形态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利用数字切片
结合数码互动软件进行教学，可以进行２张或多张切片的同屏
对照观察，学生能更快、更精确地掌握切片的内容，提高了学习

效率。数字切片库的电子图片也可以不断进行补充和更新，为

教师制作课件提供高表现力、高质量的素材，授课时更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切片库还可以长期保存珍贵稀有切片、方便教学

资源的查询，有效解决了部分珍贵切片在使用过程中反复受损

且片源不足等问题。在形态学实验考试中采用数字切片与显

微数码互动系统结合，教师对数字切片进行剪裁、细节放大、标

注等处理，可以设计出新颖活泼的题型，能全面、客观地考核学

生，每位学生利用互动系统中学生机独立答题，教师可在互动

软件的教师端观测到所有学生的答题过程，答题结束后学生将

答案以共享文件夹的方式发送到教师机中，整个考试过程更加

公正严谨，更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效果。数字切片

的应用将会改变传统实验教学格局，使形态实验中心的实验资

源管理与应用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局面［１０］。

４　网上实验教学系统的建立
　　我校形态实验中心不断地将教学资源网络化，建立了医学
形态实验的网上学习系统、网上答疑系统、网上考试系统等。

教师们根据实验中心各学科的具体情况自主制作各系统，把实

验室守则、实验内容、各学科实验室技术、操作方法、实验习题

以及教学课件等录入系统，并将标本图片库、数字切片库等纳

入其中网络共享。录入系统的工作量大，细节繁多，需要各教

研室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的密切配合才能制作出质量优良的

网上实验教学系统。网络实验教学系统是对实验教学的有力

补充，便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尤其是在阶段性或期末复习时

学生使用率很高，减轻了形态学实验中心的工作压力，有效的

保护了现有实验教学资源的同时开放教学、实现教学资源共

享，深受学生好评［１１－１２］。

总之，显微形态实验中心对教学资源进行整合的同时引进

先进的实验设备，并充分引入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形成了数字化

实验教学系统，形态实验中心展现全新面貌，实验教学改革成

果突出，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都提升到新的水

平，实现了优质资源你我共享，也显示了数字化教学系统在实

验教学改革中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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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郑碎珠，王莹莹，金倩倩

【摘　要】　目的　探讨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ＤＶＴ）形成的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方法　选取１２０例行骨科手术的患
者，通过下肢超声检查，发现ＤＶＴ患者５８例，将其设为观察组，其余６２例未发现ＤＶＴ者设为对照组，分别记录每一位患
者的详细资料，并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生ＤＶＴ的危险因素。结果　年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术中术后输血的ＯＲ＞
１，是并发ＤＶＴ的危险因素。而抗凝治疗及术后锻炼的 ＯＲ＜１，是预防 ＤＶＴ发生的保护因子。结论　应根据患者的年
龄、是否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进行个体化的护理方案，同时要重视药物抗凝治疗，加强术后患肢锻炼，最大限度

的降低ＤＶＴ的发生，使患者能够尽早康复。
【关键词】　深静脉血栓；危险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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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ｅｐ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深静脉血栓（ｄｅｅｐ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ＶＴ）是指血液在深静
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属于下肢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骨科大手

术致ＤＶＴ发生的概率非常大，致病因素有血流缓慢、静脉壁损
伤和高凝状态等。血栓形成后，除少数能自行消除或者局限在

发生部位，大部分会扩散至整个肢体的深静脉主干，甚至引发

肺栓塞，造成极严重的后果［１－２］。随着人工关节置换术的普遍

应用，ＤＶＴ的发生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３］。因此研究和探讨造

成ＤＶＴ发生的危险因素，并针对性地给予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我院行
骨科手术的患者１２０例，将骨科术后出现ＤＶＴ的患者设为观察
组，未出现ＤＶＴ的为对照组。其中观察组５８例，男性３０例，女
性２８例，平均年龄（６８．７±１７．１）岁；对照组６２例，男性３２例，
女性３０例，平均年龄（５５．６±１１．２）岁。
１２　分析方法　所有病例先行下肢超声检查，如无ＤＶＴ发现，
则采用下肢９９Ｔｃｍ大颗粒聚合蛋白深静脉显像来确诊［４］。然后

详细记录每一位患者的临床相关资料，包括一般情况（年龄、性

别、病史、是否用激素），实验室检查（血小板、血红蛋白、胆固醇

等）及输血情况。

１３　护理干预　①针对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
患者，术前应加强对基础疾病的治疗，术中应加强护理，术后积

极进行功能锻炼护理；②保护患肢静脉：避免在同一静脉处反
复穿刺而造成静脉内膜损伤，同时术中术后最好选择上肢静脉

输液，避免下肢输液后因限制其活动而引发 ＤＶＴ；③药物抗凝
治疗：及时对ＤＶＴ高危患者进行血液动力学检查并采用抗凝药
物治疗，如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钠或者静脉滴注复方丹参等；

④患肢功能锻炼：术后麻醉效果减弱后，即帮助患者进行趾、
踝、膝等关节的屈伸活动，并做一些肌肉按摩运动，加强患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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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的血液循环，防止血流瘀滞。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加大

锻炼量，每天坚持１～２ｈ；⑤饮食护理：选择清淡低脂，富含粗
纤维及维生素的食品。同时保证每日水分的摄入，避免大便干

燥，避免因用力排便而导致腹压增高，影响下肢静脉回流。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包对统计资料进行分
析与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
用ｔ检验，ＤＶＴ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观察组患者行全髋关节置换术２８例，股骨头
置换术３０例，平均年龄（６８．７±１７．１）岁，其中高血压２５例，糖
尿病３６例，使用激素比率为１１．９％，血小板水平为（２０９．０±
５８．９）×１０９／Ｌ，肌酐水平为（９３．５±２８．１）μｍｏｌ／Ｌ，胆固醇水平
为（４．７３±０．１８）ｍｍｏｌ／Ｌ，其中进行抗凝治疗２５例，术后锻炼
１５例，输血患者２９例。对照组患者行全髋关节置换术３０例，
股骨头置换术３２例，平均年龄（５５．６±１１．２）岁，其中高血压１０
例，糖尿病 ８例，使用激素比率为 １０．１％，血小板水平为
（２１１．０±５２．１）×１０９／Ｌ，肌酐水平为（８８．７±６７．１）μｍｏｌ／Ｌ，胆
固醇水平为（４．８８±０．９１）ｍｍｏｌ／Ｌ，进行抗凝治疗５８例，术后锻
炼５６例，输血患者１４例。观察组患者的年龄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糖尿病、高血压及进行输血治疗的例数均显著多于对照组，

进行抗凝治疗、术后锻炼的例数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均＜０．０５）。
２２　ＤＶＴ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　以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
为自变量，设置选入变量的标准为α＝０．０５，α＝０．０１为剔除变
量的标准，通过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高血
压、糖尿病、以及术中术后输血的ＯＲ＞１，是并发ＤＶＴ的危险因
素。而抗凝治疗及术后锻炼的ＯＲ＜１，是预防ＤＶＴ发生的保护
因子。见表１。

３　讨论
　　ＤＶＴ经常发生于骨科术后，最多见于下肢，分为近端ＤＶ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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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ＮＩＣＵ患者坠积性肺炎相关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
黄海燕

【摘　要】　目的　探讨可能导致ＮＩＣＵ患者坠积性肺炎发病的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方法　选择医院收治的７３６例神
经外科重症监护患者，了解各危险因素在坠积性肺炎中的影响，然后选取１２０例患者分为两组，研究相关护理措施在坠
积性肺炎发病率中的作用。结果　①统计ＮＩＣＵ患者坠积性肺炎发生率：年龄７０岁及其以上者为２３．８％，吸痰不及时
者为２５．８％，机械通气时间超过３ｄ者为２４．０％，体位不当者为２３．８％，深静脉置管者为２２．７％；②观察组的坠积性肺
炎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患者年龄、深静脉穿刺置管、长时间机械通气（＞３ｄ）、
未及时吸痰及无引流体位等均可为导致坠积性肺炎的危险因素。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可减少ＮＩＣＵ患者坠积性肺炎的发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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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ＮＩＣＵ）患者多因病情危重、自身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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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Ｕ

能力低下、长期侵入性操作等原因易发坠积性肺炎，一旦恶化

可导致呼吸衰竭，严重威胁患者生命［１－３］。现对我院 ＮＩＣＵ患
者进行了回顾性探讨分析，并研究可导致患者发生坠积性肺炎

和远端ＤＶＴ。近端ＤＶＴ主要症状有腿痛、患肢无力、肿胀和压
痛［５］。远端ＤＶＴ起病多隐匿，可无自觉症状，或只有患肢轻度
疼痛和沉重感，逐渐出现膝关节以下肿胀及压痛感［６］。造成

ＤＶＴ的主要病因为静脉血流瘀滞，血液高凝状态及血管内膜损
伤［７］。

表１　ＤＶＴ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研究变量 Ｐ值 ＯＲ值 ＯＲ值９５％ＣＩ

抗凝治疗 ０．００４ ０．４５８ ０．２３１～０．９６７
术后锻炼 ０．０１４ ０．４９７ ０．２９９～０．７８５
术中术后输血 ０．００８ １．６７７ １．１５３～２．６３３
年龄 ０．００９ ４．９８９ １．５３１～１０．９７３
糖尿病 ０．０３９ ２．２６７ １．１７１～５．０９３
高血压 ０．００３ １．３１１ １．２３１～３．１７７

　　在糖尿病患者中由于高血糖浓度的增加使得血液粘稠度
增加，血流缓慢，微循环淤滞，组织缺氧使得 ＤＶＴ的发生率增
高［８］。另外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下降，基础代谢变

缓，血液循环功能减退，增加了 ＤＶＴ的发生率。另外术中术后
输血也是导致ＤＶＴ的一个高危因素［９］。因为输血会使血小板

增多，黏附性增强再加上骨科术中失血引起的血液浓缩，使机

体处于一种高凝状态，容易并发ＤＶＴ［１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术中术后输血

是并发ＤＶＴ的危险因素，而抗凝治疗及术后锻炼是预防 ＤＶＴ
发生的保护因子。因此要针对高危患者实施相应的护理对策，

以防止和降低ＤＶＴ的发生。
结合ＤＶＴ发生的高风险因素，我们应根据患者的年龄及是

否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进行个体化的护理方案，同时

要重视药物抗凝治疗，加强术后患肢锻炼，最大限度的降低

ＤＶＴ的发生，使患者能够尽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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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及相应护理对策，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４月期间７３６
例ＮＩＣＵ患者，其中男性４１９例，女性３１７例，患者年龄２０～８５
岁不等。查阅既往病历，分析 ＮＩＣＵ患者发生坠积性肺炎的危
险因素。再选取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４月期间的１２０例ＮＩＣＵ
成年男性患者，年龄２２～７９岁，所有患者入院前无特殊病史，
随机平均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平均年龄（３４．５±４．３）岁，其
中７０岁以上者２人，气管切开者２１人，深静脉置管９人；对照
组平均年龄（３３．７±４．９）岁，其中７０岁以上者３人，气管切开
者１９人，深静脉置管１１人，两组患者的性别构成、平均年龄等
一般情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措施
１２１　观察组
１２１１　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　①采取体位引流，每日２～３
次，总时间控制在３０～４５ｍｉｎ，每次体位维持５～１０ｍｉｎ，须根据
病变部位而采取不同的体位，目的是使各肺内细小支气管内的

阻塞物能在重力的作用下沿各级支气管逐渐排出，可根据分泌

物引流的效果适当延长体位保持时间［４］。②拍击、振动胸部每
２ｈ一次。拍击时手掌微屈，于吸气或呼气时轻击胸壁，拍打的
频率约５次／ｓ，尽量接近肺内病变所在的位置沿支气管走形从
上至下拍击，每次１～５ｍｉｎ。③如血氧饱和度下降并伴明显呼
吸湿音应及时吸痰，吸痰时尽可能向深处插入气管，以负压

缓慢向外螺旋抽吸，避免导管的不规范操作而损伤气道黏膜。

每次吸痰应控制在１０ｓ以内。对于痰液黏稠排出困难患者，可
在生理盐水中加入少许化痰解痉药物，雾化吸入，以方便将痰

液排除体外，严重者可行局麻下支气管镜治疗［５－６］。

１２１２　深静脉穿刺置管护理　深静脉穿刺多选择锁骨下静
脉及颈内静脉，针对深静脉留置管的护理应注意留置针牢固，

导管通畅、无扭曲、折叠，封管是严格按照操作规则完成，导管

出口周围皮肤每日消毒，保持敷料干燥清洁。

１２１３　高龄患者的护理　此类患者应 预防为主，日常常规
护理时应注意观察患者体温，呼吸等生命体征。同时加强患者

营养，提高患者身体免疫能力。

１２１４　气管切开　患者气管切口附近每日严格消毒，更换
无菌敷料，并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１２１５　口咽护理　保证每天２～３次，合理选择漱口液。指
导患者进行吞咽功能的训练，谨防误吸。

１２１６　心理护理　增强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建立和谐的医
患关系有利于患者身体的康复。

１２２　对照组　患者未发生坠积性肺炎时仅采取常规护理，
遵医嘱给药，对于意识不清的患者翻身拍背６ｈ一次，血氧饱和
度下降并伴明显呼吸湿音及时给予吸痰。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相关危险因素　统计ＮＩＣＵ患者坠积性肺炎发生率，年龄
７０岁及其以上者为２３．８％，吸痰不及时者为２５．８％，有气管切
开者为２４．０％，体位不当者为２３．８％，深静脉置管者为２２．７％，
与非此条件患者相比较（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
２２　两组坠积性肺炎的发生率比较　采取相应护理措施后，
观察组６０例患者中，坠积性肺炎发生４例，发生率为６．７％；对
照组６０例患者，坠积性肺炎发生１４例，发生率为２３．３％。观
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ＮＩＣＵ患者多意识不清，对呼吸道阻塞反应较差，咳嗽反应

减弱或丧失，且多无法主诉及长期卧床，故而此类患者容易发

生坠积性肺炎，应在ＮＩＣＵ患者中提高坠积性肺炎发病的警惕
性［７－９］。

表１　ＮＩＣＵ患者坠积性肺炎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ｎ 发生数 发生率（％）

年龄≥７０岁 是 ２８１ ６７ ２３．８

否 ４５５ ７１ １５．６
吸痰不及时 是 １２８ ３３ ２５．８

否 ６０８ １０５ １７．３
气管切开 是 ２４６ ５９ ２４．０

否 ４９０ ７９ １６．１
体位不当 是 １４３ ３４ ２３．８

否 ５９３ １０４ １７．５
深静脉置管 是 １６３ ３７ ２２．７

否 ５７３ １０１ １７．６

　　注：与“否”比较，Ｐ＜０．０５。
　　本研究发现，ＩＣＵ患者发生坠积性肺炎的危险因素主要有
年龄≥７０岁、吸痰不及时、气管切开、体位不当和深静脉置管，
发生率分别高达２３．８％、２５．８％、２４．０％、２３．８％和２２．７％，与
非此条件患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发生坠
积性肺炎风险的患者早期对其进行体位引流、吸痰、叩击、振动

胸部及口咽部护理可明显减少坠积性肺炎的发病率［１０－１１］。进

行以上护理的同时应保持与患者及其家属间的良好沟通，取得

患者及其家属的理解与配合，以增加其对治疗与护理的依从

性。对神智清醒的患者，更应鼓励其独立翻身并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功能锻炼。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后，观察组坠积性肺炎发

生率为６．７％，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２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ＮＩＣＵ患者发生坠积性肺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但通过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能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护理措

施，可明显减少患者坠积性肺炎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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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ＣＣ相关静脉炎预防性 ＭｇＳＯ４湿热敷应用时机的研究
李闽，陈冬梅，陈琴，张珊珊，张亚梅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血液内科行ＰＩＣＣ途径化疗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点采用预防性硫酸镁湿热敷后静脉炎发生率与
等级的观察，探讨硫酸镁湿热敷的最佳应用时机。方法　选取患恶性淋巴瘤行ＰＩＣＣ途径化疗的患者９０例，随机分为三
组，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开始应用硫酸镁湿热敷，在ＰＩＣＣ术后即刻和４８ｈ后行硫酸镁湿热敷为实验１组与实验２组，
在发生静脉炎后立即湿热敷为对照组，分别观察每组患者静脉炎发生率和等级并作统计学处理。结果　各组间患者静
脉炎发生率与等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实验１组静脉炎发生率与等级最低，实验组２组较实验１组次之，对照组静脉炎
发生率与等级最高。结论　硫酸镁湿热敷对ＰＩＣＣ途径化疗患者机械性静脉炎的预防有较好的效果，且在 ＰＩＣＣ术后立
即应用比在ＰＩＣＣ术后４８ｈ再应用效果更佳。
【关键词】　化疗；ＰＩＣＣ；静脉炎；硫酸镁；湿热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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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ＰＩＣ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ｂｅｓｔ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ｏｔｈｅｒ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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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化疗药物对给
药静脉的刺激以及由此导致的“静脉炎”是化疗过程中常见的

并发症。外周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ＰＩＣＣ）是一种从外周静
脉穿刺置入深静脉留置管，其导管末端置于上腔静脉的技

术［１］。因其能长时间留置、减少药物对静脉壁的刺激、可由护

士操作等因素被临床广泛应用［２］。虽然ＰＩＣＣ技术能降低化疗
药物相关的静脉并发症，但静脉炎仍然是 ＰＩＣＣ的主要并发症
之一，其发生率大约为３２．３％，常发生于穿刺后２～３ｄ［３］。

硫酸镁湿敷具有改善组织缺血、缺氧，改善局部的微循环，

增强局部组织新陈代谢和白细胞吞噬功能的作用［４］，其应用于

治疗化疗性静脉炎疗效显著。但应用硫酸镁湿敷预防肿瘤化

疗患者ＰＩＣＣ致静脉炎的最佳时机尚罕见报道。本实验通过对
本科室９０例行ＰＩＣＣ置管化疗的患者进行观察，分组在不同时
间点应用３３％硫酸镁溶液湿敷预防静脉炎，评价硫酸镁湿敷时
机，以达到最好的ＰＩＣＣ相关静脉炎的预防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９０例
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行ＶＤＣＰ方案药物化疗的患者，随机
分为三组。对照组３０例，男性１５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４９±
１１）岁；实验１组３０例，男性１２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５２±１５）
岁；实验２组３０例，男性１１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５５±９）岁；以
上各组化疗时长均为８ｄ。各临床资料构成比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组患者均无合并外周静脉疾病和其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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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静脉炎评分的疾病如穿刺静脉周围皮肤病、局部外伤、

感染色素沉着等。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ＰＩＣＣ术
１２１１　术前宣教　给药前让患者了解化疗药物的药理作
用、不良反应；讲解化疗药物外渗的危险性及出现化疗性静脉

炎的可能性；教会患者保护ＰＩＣＣ导管的方法及避免频繁曲臂。
１２１２　置管操作步骤　患者均在第１次化疗前１ｄ按标准
方法置入ＰＩＣＣ至上腔静脉，具体操作步骤如下：①确定静脉和
插管穿刺点，测量患者插管锁关节以后向下至第３肋间。②皮
肤消毒，戴无菌手套，患者臂下铺无菌治疗巾，以穿刺点为中

心，碘伏棉球螺旋式消毒上下各１０ｃｍ，左右到臂缘，消毒３次。
③更换无菌手套，并冲洗干净手套上的滑石粉，铺无菌治疗巾，
用生理盐水预冲导管、连接器、肝素帽及穿刺针，导管浸入生理

盐水中。④铺孔巾，暴露预定穿刺部位，由助手在距离预定穿
刺点１２ｃｍ左右扎止血带，以充盈血管。⑤更换针套，穿刺静
脉，见回血，向前推进插管鞘，使之进入血管。⑥将导管插入插
管鞘，缓慢推进导管至所需长度。⑦回撤插管鞘，注入生理盐
水，患者诉无不适，固定导管。

１２１３　胸片检查　各组患者均行胸部 Ｘ线检查，确认导管
位置均在上腔静脉，告知患者置管肢体尽量制动。

１２２　对照组　患者ＰＩＣＣ术后不用硫酸镁湿敷，如有患者发
生静脉炎，立即应用４３～４９℃的３３％硫酸镁湿敷，湿敷方法：
取大小为９ｃｍ×９ｃｍ的２层纱布，浸湿于硫酸镁溶液中，取出
拧干至不滴水为宜，沿给药静脉走向均匀平铺于静脉穿刺点上

方５～６ｃｍ处；再取大小为９ｃｍ×９ｃｍ的２层纱布浸湿于３０
℃的温水中，取出拧干至不滴水为宜，均匀覆盖于硫酸镁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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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湿敷局部用保鲜膜包裹，３０ｍｉｎ／次，３次／ｄ。
１２３　实验１组　患者在 ＰＩＣＣ术后立即采用３３％硫酸镁湿
敷，直至化疗结束或静脉炎痊愈。湿敷方法同对照组。

１２４　实验２组　患者ＰＩＣＣ术后每个化疗疗程４８ｈ后湿敷，
直至化疗结束或静脉炎痊愈。湿敷方法同对照组。在化疗开

始至４８ｈ出现静脉炎的患者，归为对照组。
１２５　观察与评分　在化疗期间，每天由３名同等年资护士
对各组患者ＰＩＣＣ置管手臂的局部血管和皮肤情况进行观察并
取平均值。对各组患者的静脉炎发生和分级进行统计。

１２６　静脉炎分级　分级标准根据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会所
规定的标准。０度：没有症状；Ⅰ度：局部疼痛、红肿或水肿，静
脉无条索样改变，未触及硬结；Ⅱ度：局部疼痛、红肿或水肿，静
脉有条索样改变，未触及硬结；Ⅲ度：局部疼痛、红肿或水肿，静
脉有条索样改变，可触及硬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对各组的静脉炎发生评分进行统计学分
析。组间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率的比较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对３组患者化疗过程中发生静脉炎的等级和人数做统计
（见表１），各组患０度、Ⅰ度、Ⅱ度、Ⅲ度静脉炎的例数分别为：
对照组：３，６，１２，９人；实验２组：１２，８，５，５人；实验１组：２２，７，
１，０人。各组患者患静脉炎的发生率分别为：９０．００％、
６０．００％、２６．６７％，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发现各组间患者静脉炎发生率与等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实验１组静脉炎发生率与等级最低，实验组２组次之，对
照组最高。

表１　三组恶性淋巴瘤行ＰＩＣＣ途径化疗的患者组间秩和检验两两比较结果

对比组 Ｎ１ Ｎ２ 秩和均差 Ｐ值

对照组／实验２组 ３０ ３０ １７．９８ ＜０．０５
对照组／实验１组 ３０ ３０ ３６．１７ ＜０．０１
实验２组／实验１组 ３０ ３０ １８．１８ ＜０．０５

３　讨论
　　在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过程中，化疗是其主要的治疗
手段。化疗药物多为化学制剂或生物碱制剂，作用于细胞周期

的各个阶段，具有细胞毒性，影响 ＤＮＡ和蛋白质的代谢与合
成。化疗药物进入体内后，不仅作用于肿瘤细胞，还损伤机体

正常组织细胞。

静脉是化疗药物给药的主要途径。传统的周围静脉穿刺

给药途径由于需要反复多次的静脉穿刺、高浓度化疗药物的局

部作用以及药物的局部渗漏［５］导致静脉炎的发生率较高。

近年来，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术（ＰＩＣＣ）的应用，有效的降
低了化疗相关性静脉炎的发生率［６］。但在行 ＰＩＣＣ的患者中，
机械性静脉炎仍有一定的发生率，且多发生于置管后４８～７２
ｈ。其可能的原因［７］为：①导管在穿刺血管内的机械性刺激；②
导管选择不当（导管的直径与血管内径不合适）；③穿刺技术不
佳，反复探刺造成血管内壁机械性损伤；④穿刺肢体过度活动；
⑤无菌操作不严或无菌手套上滑石粉随导管带入体内；⑥化疗
患者本身血管条件不佳。静脉炎的出现增加了患者的痛苦，甚

至阻碍了化疗的进程。

硫酸镁作为治疗静脉炎的外用药物被广泛的应用［８－９］。

镁离子与硫酸根离子化学性质活泼，硫酸镁能利用渗透压差减

轻局部组织水肿，镁离子能使毛细血管扩张，热量也能使毛细

血管扩张，从而纠正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改善血液循环，增

强局部的新陈代谢和白细胞的吞噬功能，达到治疗静脉炎的作

用［１０］。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如何降低静脉炎的发生率与严重程度

和静脉炎发生后的治疗同等重要，故预防性应用硫酸镁湿热敷

防治机械性静脉炎尤为重要，但硫酸镁针对静脉炎预防性应用

时机的报道尚不多见。本研究采用３３％硫酸镁湿热敷方法预
防性应用于本科行ＰＩＣＣ途径化疗的患者，分别在ＰＩＣＣ术后即
刻和４８ｈ内开始预防性应用，并评价患者发生静脉炎的数量与
分级，以期寻找应用硫酸镁湿热敷的最佳时机。通过本研究，

我们发现，在ＰＩＣＣ术后立即行硫酸镁湿热敷的患者，静脉炎的
发生率和分级最低，未行硫酸镁预防性湿热敷的患者静脉炎的

发生率和分级最高，ＰＩＣＣ术后４８ｈ开始应用硫酸镁的效果介
于上述２种方法之间。

我们认为，导致机械性静脉炎的因素如导管对静脉内壁的

机械刺激、化疗药物的化学刺激等自导管置入后立即存在并延

续至导管移除与化疗终止，患者出现临床症状则是机体对不良

机械和化学刺激失代偿后所出现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出现静脉

炎表现。那么预防性应用硫酸镁湿热敷的时机应当在ＰＩＣＣ导
管置入开始即进行，这种方案使硫酸镁与不良刺激对抗的时程

最长。本组观察病例中，所有在 ＰＩＣＣ术后立即行硫酸镁湿热
敷的患者静脉炎发生率与分级最低也证实了上述观点。

静脉炎临床症状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最终结果，预防性应用

硫酸镁湿热敷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还有其他一些如穿刺肢体

充分制动、严格无菌操作、合理选择置管静脉、熟练置管技巧等

因素［１１］仍需高度重视。其他的静脉炎防治方法如红外线理

疗［１２］、马铃薯片外敷［１３］、中药外敷［１４］等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应

用。

综上所述，在对 ＰＩＣＣ途径化疗患者机械性静脉炎的预防
中，硫酸镁湿热敷有较好的效果，且在ＰＩＣＣ术后立即应用比在
ＰＩＣＣ术后４８ｈ再应用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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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临床护理路径在腰椎滑脱围手术期的应用价值
邵丽，辛路路，王梅，谢兴，年夫春，雷婷婷

【摘　要】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ＮＰ）在腰椎滑脱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６０例腰椎滑脱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观察组按照制定好的临床护理路径对患者进行护理，对照
组采用传统护理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相关疾病知识掌握情况、术后并发症、满意度等情况。结果　观察组疾病知识、治疗
方法及药物知识掌握情况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泌尿系感染及压疮并发症发生例数少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满意度及医生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结论　应用ＣＮＰ可以使医疗和护理工作
进一步规范，提高患者配合医疗护理工作的依从性，提高患者知识掌握程度，减少并发症，提高护理质量，工作效率和满

意度。

【关键词】　临床护理路径；腰椎滑脱；围手术期；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６　Ｒ６８１．５５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８１１０２

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Ｐａｔｈｉｎ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ｕｍｂａｒＳｐｏｎｄｙｌｏｌｉｓｔｈｅｓｉｓ　ＳＨＡＯＬｉ，ＸＩＮＬｕｌｕ，ＷＡ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ｎｇｂ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４，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ｕｍｂａｒｓｐｏｎｄｙｌｏｌ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ｂ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ＮＰ）．Ｍｅｔｈｏｄｓ　６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ｐｏｎｄｙｌｏｌ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３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ｕｒｓｅｄｂｙＣＮ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ｕｒｓｅｄ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ｄｒｕｇ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ｕｐ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ｒｅ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ｎｄｄｏｃｔｏｒ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ＮＰｃａ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Ｌｕｍｂａｒｓｐｏｎｄｙｌｏｌｉｓｔｈｅｓｉｓ；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ＮＰ是指根据标准护理计划针对特定患者所设的一种科
学有效的护理模式，以患者住院时间为横轴，标准护理计划为

纵轴制定而成，使护理工作有计划，预见性地进行，改变了护士

盲目机械的工作方式，同时也使患者能明确自己的护理目标，

主动参与到疾病护理过程中［１］。腰椎滑脱是指由于先天性发

育不良、创伤、劳损等原因造成相邻椎体骨性连接异常而发生

的上位椎体与下位椎体部分或全部滑移，表现为腰骶部疼痛、

坐骨神经受累、下肢感觉及运动功能减退、间歇性跛行等症状

的疾病［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我科６０例腰椎滑脱患者采用了腰椎
滑脱经后路切开复位 ＋内固定手术治疗，取得显著效果，现将
应用ＣＮＰ的护理方法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科共收治腰椎
滑脱患者６０例，男性２８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３１～７８岁，平均
４３．５岁，病程１．５～１１年。滑脱部位：Ｌ４３２例，Ｌ５２８例。滑脱
程度：Ⅰ度１５例，Ⅱ度２７例，Ⅲ度１８例。滑脱类型：发育不良
性峡部裂型４９例，退变型１１例。３７例伴有腰椎间盘膨出变
性。临床表现为下腰部及下肢疼痛、麻木感、间歇性跛行。将

以上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ＣＮＰ组）和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模
式）。

１２　护理方法　观察组按照 ＣＮＰ模式对患者进行护理，科室
成立ＣＮＰ小组，通过参照医疗护理常规标准，查阅相关资料，归
纳临床护理实践，总结护理经验，运用护理程序等方法制定出

ＣＮＰ表。并全员进行ＣＮＰ知识培训，明确参与人员职责，正确
并熟练地掌握ＣＮＰ表的使用。该表由时间、内容、效果评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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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婷婷，电子信箱：ｓｈａｏｌｉ００１＠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及实施者签名４部分组成，见表１。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常规护
理教育模式，其时间和内容由护士来决定，并对效果进行评价。

１３　评价指标　以患者相关疾病知识掌握情况、饮食疗法，治
疗方法及术后并发症、满意度等情况作为评价指标。采用我院

自制调查表将患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分为优、良、一般、差４
个等级，本组实验只记录比较优、良率，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以及患者满意度（根据我院设计并使用的“住院病人

满意度调查表”及“医生对护士满意度调查表”）。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并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术后出现泌尿系感染
２例、压疮０例，对照组出现泌尿系感染１０例、压疮６例，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
栓及切口感染并发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３　两组患者及医师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
满意度为（９５．８±３．５）％，对照组为（９３．８±３．８）％，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医生满意度为（９３．８±４．５）％，
对照组为（９０．１±５．２）％，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

３　讨论
　　ＣＮＰ的实施，遵循了循证护理理念及护理程序运用理念，
使护理行为更加规范化，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减少相关并发症

的发生［３－４］。在本研究中观察组疾病知识、治疗方法及药物知

识掌握情况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泌尿系感
染及压疮并发症发生例数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果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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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滑脱围手术期患者中应用 ＣＮＰ能够很好地提高患者对腰
椎滑脱症的认识以及增强自我护理意识，同时规范化的护理流

程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护理质量，显著降低了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

表１　ＣＮＰ表格示例

时间 内容 效果评价 施者签名

入院当天
入院评估、宣教、介绍医院规章制度、科主任、护士长、主管医生、责任护士、各种检查项目的目的及注

意事项。

入院至术前
疾病相关知识、病因、症状、治疗方法。饮食护理、饮食种类及便秘的预防、戒烟酒、练习咳嗽和深呼

吸，讲解手术的必要性及配合方法。

术前１ｄ 术前准备内容：备皮、通知禁食水、根据医嘱执行药品皮试、指导患者轴线翻身的方法及心理护理、训

练床上大小便、指导患者术前排尿、更衣、取下活动性假牙和贵重物品。

手术当天 做好心理护理，术后去枕平卧位６ｈ，禁食水６ｈ后进食米粥；观察记录生命体征变化，保持术区引流
管通畅、避免扭曲、折叠、牵拉，观察引流液的颜色、性质、量，观察双下肢感觉运动情况，观察伤口疼

痛情况指导患者缓解疼痛的技巧，根据医嘱给予止痛剂，观察用药后反应。并遵医嘱予抗生素及脱

水剂应用，做好皮肤护理，三班检查皮肤完整性。

术后１～２ｄ 继续做好术后护理，全面了解患者的饮食、排泄及生命体征情况，观察伤口渗血，保持引流管通畅，协

助轴线翻身，指导并协助其行双下肢功能锻炼，指导患者间歇夹闭尿管进行膀胱训练，正确实施基础

护理和专科护理。遵医嘱用药并告知药物相关知识及注意事项。

术后３～５ｄ 根据医嘱拔出尿管及引流管，观察伤口渗出及体温变化，继续予以饮食指导与排便护理，加强双下肢

直腿抬高锻炼，协助轴线翻身，遵医嘱复查术后腰椎Ｘ线片。

术后６ｄ至出院
继续做好术后卧床期间的生活护理，加强相关功能锻炼。交待出院后药物用法及注意事项，出院评

估、复诊时间及必要性。遵医嘱卧床休息１～３个月，正确佩戴腰围。避免腰部负重，指导患者正确
的坐姿和走路姿势，半年内不得从事重体力劳动。

表２　两组腰椎滑脱患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组别 ｎ
疾病知识

优 良

治疗方法

优 良

药物知识

优 良

饮食疗法

优 良

观察组 ３０ ２８ ２ ２７ ３ ２８ ２ ２９ １
对照组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９ １１ １９ １１ ２８ 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ＣＮＰ的实施，要求按照时间性、顺序性的特点对患者进行
针对性教育，提供全程连续的医疗护理，落实责任制整体护理，

使整体护理质量得到了提高［５－６］。低年资护士可以通过 ＣＮＰ
学到规范化的专科护理，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加主动性，弥

补了因不同层次护理人员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医疗护理质量差

别，促进了护士的成长，ＣＮＰ成为促进科室医疗，护理质量管理
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７］。

ＣＮＰ能增加患者的主人翁责任感，促使患者能积极主动参
与和有效地自我管理。本研究中观察组依据 ＣＮＰ对患者实行
护理，其中健康教育贯穿于患者从入院到出院的整个过程，在

此过程中患者均可接受到护理人员规范化的健康教育，并且护

理人员也可以根据患者不同层次水平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ＣＮＰ的实施使患者充分了解住院期间治疗与护理的全过程，掌
握自己的护理计划和目标，减轻了焦虑恐惧的心理，并认识自

我管理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参与护理过程。从过去的被动接受

转变成现在的主动参与，调动了患者的积极性［８］，护患双方相

互促进，达到最佳护理效果。

ＣＮＰ可提高患者和医生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促进医护患
的和谐，促进整体护理的开展。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

（９５．８±３．５）％，对照组为（９３．８±３．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医生满意度为（９３．８±４．５）％，对照组为
（９０．１±５．２）％，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ＣＮＰ
的护理模式使护理人员由过去盲目的执行医嘱，机械性的治疗

操作转变为当今科学高效的护理新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健

康教育效果及服务满意度，大大改善了医、护、患三者之间的关

系［９］。ＣＮＰ的实施要求医护人员和患者同时参与，并遵循以人

为本的护理理念，为患者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强化落实基

础护理及专科护理，同时增加护患交流机会，护士可以更细心

地观察病情，耐心讲解，解决现存及潜在的护理问题，使护理质

量和患者的满意度也得到了提高［１０］，同时也满足了患者对疾病

的知情权［１１］，通过ＣＮＰ的实施，护士从以前机械执行医嘱转变
为主动参与，成为医生的好帮手，也提高了医生对护士的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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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内镜下５ＦＵ化疗缓释粒子植入治疗食管癌的术中配合
何淑燕，姚爱群，江淮芝，徐亚梅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１２例食管癌患者行内镜下缓释５氟尿嘧啶（５ＦＵ）粒子植入的术前、术中、术后护理及临床观
察，初步探索和总结临床护理经验。方法　将５氟尿嘧啶化疗缓释粒子通过内镜活检孔道直接植入到食道肿瘤组织、瘤
体周围间质中，每例用２００ｍｇ分次植入，每次７粒。对患者进行术前心理护理，术中配合，术后病情观察等。结果　术
后１２例患者５氟尿嘧啶粒子植入成功率１００％，其中２例无效，１０例进食梗阻症状明显缓解。治疗总有效率为８３．３％。
术后１个月复查胃镜显示肿瘤不同程度缩小，治疗效果较好。结论　内镜下５氟尿嘧啶化疗缓释粒子植入突出了局部
靶向治疗，提高了肿瘤部位的药物浓度，为晚期食管癌的局部治疗寻找了一种新途径。经临床验证具有微创、安全、有

效、毒副作用小的特点。

【关键词】　食管癌；５ＦＵ；缓释粒子；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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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主要表现为进食不畅，明确诊断时多为中晚期，静
脉化疗效果不显著且毒副作用大。内镜下化疗缓释粒子植入

术是近年来开展的一项全新成熟的肿瘤介入治疗方法［１］。我

科对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收治的１２例食管癌患者进行在内镜下将
５ＦＵ化疗缓释粒子直接注入肿瘤组织，使其发挥靶向治疗的高
效抗癌作用，有效缓解了梗阻症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经胃镜、病理学检查及 ＣＴ扫描，确诊为食管
癌晚期的１２例患者，其中男性８例，女性４例，年龄６２～８９岁，
平均７２岁。吞咽困难程度分为４级［２］。Ⅲ级：不能进水及咽
唾液；Ⅱ级：只能进流质；Ⅰ级：能进半流质；０级：无吞咽困难。
本组中Ⅱ级６例，Ⅲ级６例。
１２　检查方法　内镜为 Ｏｌｙｍｐｕｓ胃镜，植入器为 ＲＣＧＩＥ１５０
型消化内镜专用粒子推注器。化疗缓释粒子为芜湖中人药业

生产的中人氟安，每支０．１ｇ。术前先行胃镜检查，明确病变的
大小和范围，以确定化疗粒子的剂量。治疗车上铺无菌台，备

生理盐水及去甲肾上腺素。操作前预先装置两副推注器备用，

每副推注器装入５ＦＵ缓释粒子７粒。配合医生常规进镜达病
变部位，观察并确定穿刺部位，可用生理盐水冲洗病灶表面污

苔，以充分暴露肿瘤，然后通过内镜活检道将粒子植入器送至

病灶，确定植入位置后出针，针尖角度以４５°～７５°为最佳角度，
穿刺深度５～１０ｍｍ，植入时针尖边植边拔，将推注器反复抽拉
２～３次，以保证每次植入量，减少遗留在推注器中粒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通讯作者：何淑燕，电子信箱：Ｌｉｎｚｈｏｕ９９９＠１２６．ｃｏｍ

子数。每次植入７粒，针对隆起病灶，由远端向近端，线性排
列，行多点或密集型植入，点距以２～３ｃｍ分布［３］。注意勿于

溃疡病灶注射粒子，以免发生穿孔。术中少量出血者，内镜下

给予局部喷洒止血剂，如冰生理盐水１００ｍｌ＋去甲肾上腺素８
ｍｇ或凝血酶，并观察５ｍｉｎ，无明显出血后退镜。
１３　护理配合
１３１　术前准备　常规禁食６～８ｈ，钡剂检查后４８ｈ。
１３２　心理护理　护士应告知患者家属粒子植入术的目的、
过程、术中配合、注意事项等，说明此为新技术，具有疗效好、副

作用小等优势，并介绍效果好的病例，多鼓励安慰，以消除紧

张、恐惧心理。

１３３　术中配合　配合护士动作迅速敏捷，粒子专用推注器
交替使用，装配熟练，与医生配合默契，推注阻力大时，提醒医

生边推边退。术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面色、脉搏、呼吸等变

化，并备好抢救用品。

１３４　术后护理　嘱患者卧床休息，注意观察呕吐物、大便颜
色的变化并监测生命体征。遵医嘱予抑酸、止血、支持治疗。

术后禁食１ｄ，第２天起逐渐进食流质、半流质至普食。宜少食
多餐，避免刺激性食物。

２　结果
　　１２例患者均一次植入成功。术后１周复查肝、肾功能及血
常规检查，显示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因植入治疗而产生的肝、肾

功能障碍及血细胞明显下降等情况。经内镜下植入５ＦＵ缓释
粒子２周后，对吞咽困难程度进行分级，Ⅲ级２例，Ⅰ级１０例。
治疗总有效率为８３．３％。术后１个月复查胃镜，肿瘤大小及范
围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３１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全科护理研究·

老年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的集束化护理
王艳

【摘　要】　目的　探讨老年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患者的集束化护理措施。方法　选取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干部
病房１６例老年患者，均为鲍曼不动杆菌感染者，对其实施集束化护理。集束化护理是集合一系列有循证基础的治疗及
护理对策，处理某种难治的临床疾患。本文集束化护理对策包括严格消毒隔离制度，加强手卫生和职业防护，加强病区

环境管理，做好分泌物的处理，严格把握抗菌药物的给药时间。严格执行集束化护理，通过病原学追踪检查，观察老年鲍

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情况。结果　１６例患者经治疗及集束化护理痊愈１３例，死亡３例，治愈率８１．３％。结论　对感染鲍
曼不动杆菌的老年患者采取集束化护理措施，加强消毒隔离管理能有效降低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率，有利于院内感染的

控制。

【关键词】　鲍曼不动杆菌；集束化护理；老年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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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１．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ｃｌｕｓｔｅｒｎｕｒｓ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Ｃｌｕｓｔｅｒｎｕｒｓｉｎｇ；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鲍曼不动杆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属革兰阴性杆菌，为条
件致病菌，在医院感染分离中，列第４位［１］，是引起呼吸道感染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干部病房

的重要病原菌。它处于潮湿或干燥表面，并可在正常皮肤定

植，该菌一般不致病，但在抗生素的作用下，其极易诱导成多重

耐药与高耐药性菌株，特别是老年人及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３　讨论
　　植入缓释抗癌药是肿瘤靶向治疗的方法之一［４］。粒子植

入化疗是将抗癌药物负载于可降解或不可降解的赋形剂制成

药物缓释系统，植入肿瘤组织中，达到局部持久化疗同时降低

全身毒副反应的治疗技术［５］。有效的肿瘤化疗必须使药物到

达靶位并保持一定的有效浓度和时间［６］。文献报道［７］，胃肠道

恶性肿瘤口服及常规静脉化疗，疗效显示有效率仅为３０％ ～
４０％，毒性反应发生率为２５％。有研究表明［８］，内镜下植入５
ＦＵ缓释剂后，局部药物浓度可以达到静脉用药的１０倍以上，
有效浓度可以保持３６０ｈ以上。吴云林等［９］发现内镜下植入５
ＦＵ缓释粒子治疗进展期胃癌，可明显缓解胃癌造成的胃内梗
阻症状。临床研究［１０］还发现植入５ＦＵ缓释粒子后，不仅局部
病灶能保持长时间的高血药浓度，而且外周血中也能保持较长

时间，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远处转移的目的。

本组研究显示，内镜下５ＦＵ缓释粒子植入治疗对食管梗
阻症状的缓解率达到８３．３％，治疗１个月后复查胃镜显示，肿
瘤较前明显缩小，病灶趋于平坦局限。本研究还显示，患者的

并发症和药物的毒副作用轻微。本组结果证实，采用内镜下化

疗粒子植入治疗具有微创、安全、有效及并发症发生率低、毒副

作用小等优点，延长了患者生命，减轻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

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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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生医院获得性感染。如何预防和控制鲍曼不动杆菌的感

染以及有效地消除医院交叉感染与护理密切相关，本文分析干

部病房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出现的１６例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情况，从护理角度预防并实施集束化护理对策，取得良好

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我科鲍曼不动杆
菌感染患者１６例，其中男性１０例，女性６例，年龄５９～８６岁，
平均７５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６例，慢性支气管炎５例，肺部
感染３例，哮喘２例。１６例临床表现为发热，痰培养鲍曼不动
杆菌阳性。

１２　集束化护理　集束化护理是集合一系列有循证基础的治
疗及护理对策，来处理某种难治的临床疾患。这种护理过程一

定要持续的执行集束干预策略里面的每一项措施，而不是只执

行１项或２项。
１２１　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切断传播途径　泛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菌株携带多种可移动遗传元件，极易造成耐药基因的

水平转移［２］。因此，临床上要监测病原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

处理。首先要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切断感染源。设专人护

理，避免交叉感染。每天用含氯５００ｍｇ／Ｌ的消毒液擦拭患者
的周围物品，物品要做到一人一用，如配备专用听诊器、体温

表，使用后用含氯５００ｍｇ／Ｌ消毒液擦拭。实验表明，有效氯浓
度５００ｍｇ／Ｌ，作用时间３０ｍｉｎ，能够对鲍曼不动杆菌起到良好
的杀灭效果［３］。

１２２　加强手卫生和职业防护　因为鲍曼不动杆菌广泛存在
于医务人员皮肤、床垫、枕头等物品表面，所以要严格按照七步

洗手法进行手卫生消毒。在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在治疗和护

理不同患者时，手卫生消毒容易做到，但是往往忽略同一患者

的不同部位之间的手卫生消毒。因此，手卫生消毒的指征非常

重要，临床上要进行规范、培训及考核。对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患者进行护理时，医护人员要戴口罩、帽子，做好自我防护。在

护理不同患者之前必须换手套，可戴一次性手套或无菌乳胶手

套，做到新患者新手套，执行各种护理操作前、后要认真洗手，

或者用快速消毒乳液凝胶洗手，注重手卫生。

１２３　加强病区环境的管理　病房要定期通风，室内温度保
持在２５℃左右，湿度在４５％左右。坚持每月对病区治疗室、换
药室进行空气培养。一次性用品使用后均能及时毁形、浸泡、

集中处理，并定期检查督促。病区治疗室、换药室均能坚持每

天用含氯５００ｍｇ／Ｌ消毒液拖地。出院患者床单进行终末消毒
（清理床头柜，并用消毒液擦拭）。

１２４　患者分泌物的处理措施　患者的分泌物按医院感染管
理规范规定处理，患者用过的物品，应先浸泡消毒，彻底清洗干

净，再消毒或灭菌。患者的医用垃圾要放在含氯５００ｍｇ／Ｌ消毒
液中浸泡３０ｍｉｎ，然后根据规定进行处理。因此要对医护人员
进行院内感染知识教育，并加强监督促进检查。

１２５　严格把握抗菌药物的给药时间　临床医生为有效控制
感染，经验性选用广谱抗生素，以提高患者生存率［４］。而不按

医嘱规定的间隔时间给药是常见的滥用抗菌药物的行为，也是

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因素之一［５］。因此，要加强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的宣教，严格按照医嘱时间给予抗菌药物。

２　结果
　　１６例患者经治疗及护理痊愈 １３例，死亡 ３例，治愈率
８１．３％。

３　讨论
　　鲍曼不动杆菌是非发酵、革兰阴性条件致病菌，其抵抗力
强，外界环境２０～３０℃时生长良好，在干燥物体表面能存活２５
ｄ左右。鲍曼不动杆菌广泛存在医院环境中，如医务人员皮肤、
床垫、枕头等物品表面，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鲍曼不动

杆菌粘附力极强，一般定植在皮肤表面，通过手接触就能造成

污染和扩散。

大量的研究证实，医护人员的手容易携带细菌，这已经成

为医院内感染的主要致病源，即手传播是医院感染的主要因

素［６］。调查证实直接或间接经手传播而造成的医院感染超过

了３０％［７］。同时研究也表明规范手卫生可以减少医务人员手

上携带的病原体［８］，有效地切断直接接触传播。在控制医院感

染的众多措施中，手部的清洁和消毒是最重要和最简便的措施

之一［９］。加强医护人员的洗手意识，提高洗手依从性，具有非

常重大的临床意义。

在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的同时，消毒隔离制度是非常重要

的。付丽萍［３］研究表明：有效氯浓度 ５００ｍｇ／Ｌ，作用时间 ３０
ｍｉｎ，施康消毒剂对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有较好的杀灭作
用；有效氯浓度是影响杀灭效果的最重要因素，有效氯浓度５００
ｍｇ／Ｌ，可以达到较好的杀灭效果。

严士玲［１０］指出，鲍曼不动杆菌在痰液标本中检出率高达

８０．９８％，是呼吸系统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本组资料中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６例，慢性支气管炎５例，肺部感染３例，哮喘
２例，均为呼吸系统疾病，容易发生鲍曼不动杆菌感染。针对本
科室的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特点，我们加强了护理管理，实施集

束化护理对策，通过加强防护意识教育，采用科学有效的消毒

隔离方法，收到良好效果，经过６个多月的病原学跟踪监测，我
科住院患者未再发生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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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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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在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史倩，陈莲芳，余刚

【摘　要】　目的　观察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在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收住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ＩＣＵ机械通气患者３０例作为观察组，另取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收住蚌医一附院ＩＣＵ机械通气患
者３０例作为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吸痰方法吸引气道内滞留物，观察组在常规吸痰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持续声门下分
泌物吸引加间断冲洗，观察两组患者７ｄ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ＶＡＰ）的发生情况，比较两
组患者７ｄ后ＶＡＰ的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ＶＡＰ发生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可
有效降低机械通气患者ＶＡＰ的发生率。
【关键词】　机械通气；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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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ｆｌｕｓｈｉｎｇ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ｇｌｏｔｔｉｃ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ｆｌｕｓｈｉ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

　　ＩＣＵ（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ｔｉ）患者常因病情需要建立人工气道
进行机械通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Ｖ），但是 ＭＶ常常会导
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ＶＡＰ）的
发生，有研究表明 ＭＶ＞４８ｈ患者中 ＶＡＰ的发生率为１０％ ～
３０％；病死率高达３０％ ～５０％［１］。杨秀芬等［２］研究发现，气囊

上滞留物与下呼吸道分泌物病原菌一致率为６２．５％，说明气囊
上滞留物进入下呼吸道是ＶＡＰ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声门下吸引
可清除或减少气囊上滞留物进入下呼吸道，从而减少ＶＡＰ的发
生。我科通过对ＭＶ患者进行持续声门下分泌物吸引加间断
冲洗收到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收住我科 ＭＶ＞４８ｈ患者行
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者３０例作为观察组，男性１９例，
女性１１例；其中急性药物中毒４例，脑卒中１５例，多发性创伤
１１例；年龄１９～７３岁。

另外选取２０１１年同期收住我科ＭＶ＞４８ｈ患者３０例常规
吸引者作为对照组，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其中急性药物中毒
３例，脑卒中１３例，多发性创伤１４例；年龄２１～７４岁。排除机
械通气前有呼吸道感染者。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及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Ⅱ（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两组ＩＣＵ机械通气患者的一般情况（ｘ±ｓ）

组别 ｎ 性别（男／女） 年龄（岁）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病种类型（例）

药物中毒 脑卒中 多发伤

观察组 ３０ １９／１１ ５２．４３±１４．０２ ２０．００±２．３３ ４ １５ １１
对照组 ３０ １８／１２ ５１．２５±１４．０１ １９．００±３．８２ ３ １３ １４

１２　吸痰方法　两组患者均使用一次性吸痰包，根据需要随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讯作者：陈莲芳，电子信箱：ｃｈｅｎｌｉａｎｆａｎｇ１２３＠ｓｉｎａ．ｃｎ

时吸痰。操作人员均严格无菌操作，操作前后均按标准预防要

求进行洗手。每４ｈ应用气囊测压表监测气囊压力１次，保持
气囊压力在２５～３０ｃｍＨ２Ｏ

［３］（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口腔
护理每天３～４次、每２ｈ进行１次翻身、机械辅助排痰。

对照组采用常规吸痰方法吸引气管切开导管内的滞留物。

观察组采用带声门下吸引可冲洗的气管切开导管（此导管于气

囊上方配有２个附加管腔，１个是冲洗管腔，另１个是吸引管
腔）行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方法是将其一端连接于中

心负压吸引装置，另一端连接于气管切开导管的吸引管腔，保

持恒定负压６０～８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进行持续声
门下吸引；如果分泌物黏稠，在冲洗前用气囊测压表将气囊压

力增加至４０ｃｍＨ２Ｏ，再低压注入５～１０ｍｌ无菌生理盐水于附
加冲洗管腔以稀释分泌物，并用恒定负压６０～８０ｍｍＨｇ将冲
洗液吸引干净，如此反复冲洗４～５次，冲洗结束后再将气管切
开导管的气囊压力降至２５～３０ｃｍＨ２Ｏ，继续进行持续声门下
吸引；吸引的分泌物引流于痰液收集器中。

１３　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的护理
１３１　监测气囊压力　对于机械通气患者行持续声门下吸引
时应每４ｈ进行 １次气囊压力监测和校正，保持气囊压力在
２５～３０ｃｍＨ２Ｏ。如果分泌物黏稠，在冲洗前用气囊测压表将
气囊压力增加至４０ｃｍＨ２Ｏ，冲洗结束后再将气管切开导管的
气囊压力降至２５～３０ｃｍＨ２Ｏ。
１３２　体位管理　保持患者半卧位，如无禁忌，患者均采用
３０°～４５°半卧位（加拿大危重病医学会推荐若无禁忌症应保持
此体位）［４］，每２ｈ给患者进行翻身、排背、机械辅助排痰。
１３３　保证吸引通畅，预防气道黏膜出血　保持吸引装置连
接紧密，用恒定的负压６０～８０ｍｍＨｇ进行持续声门下吸引，保
证吸引通畅。每次注入生理盐水冲洗液量一般控制在５～１０
ｍｌ，一边冲洗一边吸引；推注速度不宜过快，以免引起患者呛咳
等不适。在吸引过程中要密切观察吸引出的分泌物颜色是否

有血性液体，防止气道黏膜出血。 （下转第１８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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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藻酸盐敷料预防早产儿 ＰＩＣＣ穿刺点渗血和炎性反应的效果观察
徐兵，王茜，杨丽君，杨丽娟，戴明红，李莉

【摘　要】　目的　探讨藻酸盐敷料在早产儿ＰＩＣＣ中预防置管后穿刺部位渗血和穿刺点炎性反应的效果。方法　将７９
例符合ＰＩＣＣ置管条件的早产儿分为观察组（３１例）和对照组（４８例），观察组在穿刺成功后，用２．５ｃｍ×５．０ｃｍ藻酸盐
敷料３折后覆盖穿刺点，用３Ｍ敷贴固定，４８ｈ更换０．５ｃｍ×０．５ｃｍ藻酸盐敷料，并用３Ｍ敷贴固定，７ｄ后换药；对照组
用无菌纱布覆盖穿刺点，其余方法均同观察组。分别在４８ｈ、７ｄ查看敷料有无出血及穿刺点的炎性反应。结果　观察
组穿刺点渗血发生率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观察组炎性反应发生率也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早产儿
ＰＩＣＣ穿刺成功后用藻酸盐敷料覆盖穿刺点，能有效预防ＰＩＣＣ置管后的穿刺点渗血及炎性反应。
【关键词】　ＰＩＣＣ；藻酸盐敷料；出血；炎性反应；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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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ｌｇｉｎａｔ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
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ＰＩＣＣ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ｓｅｒｔ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ｌｇｉｎａｔ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

　　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ｓｅｒｔ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ＰＩＣＣ），穿刺成功率高，保留时间长，易于固定，不影响
患儿活动和护理操作，避免了反复静脉穿刺给患儿带来的痛

苦，已成为建立静脉营养通道的首选方式［１］。早产儿由于皮下

脂肪少，血管细，１．９Ｆｒ穿刺鞘针较粗大，对于早产儿的血管损
伤也大，加上早产儿肢体活动不能固定，导致ＰＩＣＣ穿刺成功后
穿刺处易渗血、增加换药次数及穿刺点的炎性反应。２０１１年
１～１２月对７９例符合ＰＩＣＣ置管条件的早产儿中的３１例采用
藻酸盐敷料取代无菌纱布按压穿刺处，对预防 ＰＩＣＣ置管后的
穿刺点渗血及炎性反应，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２０１１年１～７月收治的符合ＰＩＣＣ置管指征
的４８例早产儿为对照组，２０１１年８～１２月３１例为观察组。观
察组，男２０例，女１１例；胎龄在２８～３６周，日龄在１０ｍｉｎ～５
ｄ，置管时体重在０．９６～２．６８ｋｇ；对照组，男３５例，女１３例，胎
龄在２８～３７周，日龄在１０ｍｉｎ～７ｄ，置管时体重在０．８５～２．７０
ｋｇ，两组在胎龄、日龄、病情、诊断、置管时体重、外周静脉条件、
穿刺点的选择、血小板等方面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两组均采用美国 ＢＤ公司生产的 １．９Ｆｒ
ＰＩＣＣ导管，３Ｍ透明敷帖，丹麦生产的５ｃｍ×５ｃｍ的藻酸盐敷
料。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均在置管成功后用无菌纱布按压穿刺处
５～１０ｍｉｎ，同时消毒周围皮肤，待干，无出血时覆盖敷料，用相
同的３Ｍ透明贴膜保护，局部加压包扎固定后进行 Ｘ线检查，
确定导管尖端位置。

观察组在穿刺成功后，用２．５ｃｍ×５．０ｃｍ的藻酸盐敷料３
折后覆盖穿刺点，用３Ｍ敷贴固定。４８ｈ后换药，消毒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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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ｃｍ×０．５ｃｍ藻酸盐敷料覆盖穿刺点，用３Ｍ敷贴固定，７ｄ
后换药。对照组在穿刺成功后，用２．５ｃｍ×５．０ｃｍ无菌纱布３
折后覆盖穿刺点，用３Ｍ敷贴固定，４８ｈ后换药，消毒后再用０．５
ｃｍ×０．５ｃｍ双层无菌纱布覆盖穿刺点，用３Ｍ敷贴固定，７ｄ后
换药；分别在４８ｈ、７ｄ换药时查看敷料渗血情况及穿刺点有无
炎性反应。如果敷料潮湿、渗血浸湿敷料超过一半或３Ｍ敷贴
松动时及时更换敷料。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１３１　止血判断标准　显效：术后４８ｈ出血停止；有效：７ｄ内
渗血未超过敷料一半；无效：７ｄ内渗血超过敷料一半或继续有
少许渗血。

１３２　穿刺点炎性反应判断标准　分别在４８ｈ、７ｄ换药时查
看穿刺点，出现红、肿或硬结均为炎性反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观察组穿刺点渗血发生率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观
察组炎性反应发生率也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疗效比较
见表１、表２。

３　讨论
　　近年来随着围产医学的发展，早产儿尤其是胎龄 ＜３２周、
出生体重≤１５００ｇ的极低出生体重儿出生率不断提高，这给临
床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国内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将 ＰＩＣＣ
技术应用于新生儿，为患者提供了一条无痛性输液通道［２］。穿

刺点渗血是ＰＩＣＣ置管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引起早产儿ＰＩＣＣ
置管后渗血原因有多种，如穿刺时对血管直刺、多次穿刺、肢体

过度活动、穿刺或换药时患儿的哭闹及躁动、体重过轻等。在

观察组中，有４例早产儿发生渗血，究其原因发现：有２例体重
在１ｋｇ左右，１例是多次穿刺成功的，１例ＰＬＴ为６７×１０９／Ｌ。

·７１８１·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第１１卷 第１１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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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惠尔敷料治疗老年低温烫伤的疗效观察
王明霞

【摘　要】　目的　观察使用康惠尔系列敷料治疗老年小面积低温烫伤的疗效。方法　将４８例低温烫伤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治疗组给予康惠尔系列敷料换药，对照组用凡士林纱条换药，观察２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疼痛程度、炎性反应及
色素沉着情况。结果　治疗组平均愈合时间为（２７．９２±４．５８）ｄ，对照组平均愈合时间为（３３．４８±４．９０）ｄ，治疗组平均
愈合时间短（Ｐ＜０．０１）；治疗组疼痛反应多为１级以下，对照组多为２级以上，治疗组疼痛反应较轻（Ｐ＜０．０２５）；治疗组
患者未见明显色素沉着，对照组有４例出现轻度色素沉着；两组均无明显感染及全身不良反应。结论　康惠尔系列敷料
在治疗老年小面积低温烫伤时可以缩短愈合时间，减轻疼痛，是治疗小面积低温烫伤的理想换药敷料。

【关键词】　康惠尔敷料；老年；低温烫伤；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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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取暖物品如暖宝、暖贴、ＵＳＢ
接口的取暖器、理疗仪、电热毯等在冬季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为

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由于使用不当，常常造成小面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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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烫伤，尤其在老年人和儿童中，发病率不断上升。一般情况

下皮肤长时间接触＜５０℃的热源，就会造成从真皮浅层向真皮
深层及皮下各层组织的渐进性损害。加之人们的重视程度不

够，伤后未予以及时治疗，导致创面迁延不愈，为患者的身心带

而早产儿皮肤薄，皮下肌层少，血管壁薄，且顺应性差，导致在

退出导入鞘时血管壁及肌层不能及时收缩，在 ＰＩＣＣ导管的周
围留有微小缝隙，这是ＰＩＣＣ易出血的主要原因［３］。

表１　两种敷料预防早产儿ＰＩＣＣ置管穿刺点渗血止血效果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１ ２４ ３ ４ ８７．０９▲

对照组 ４８ ６ ８ ３４ ２９．１７

　　注：观察组采用藻酸盐敷料，对照组采用无菌纱布；与对照组比较，
χ２＝２３．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两种敷料预防早产儿ＰＩＣＣ置管穿刺点炎性反应的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ｎ 无炎症
有炎症

４８ｈ ７ｄ
发生率（％）

观察组 ３１ ２８ １ ２ ９．６８▲

对照组 ４８ ３４ ５ ９ ３７．５０

　　注：观察组采用藻酸盐敷料，对照组采用无菌纱布；与对照组比较，
χ２＝４．２４，▲Ｐ＜０．０５。
　　藻酸盐敷料是一种湿性敷料，以藻酸蛋白为主要成分，在
制作过程中与钙盐反应变为藻酸钙，将其制成超细纤维，排列

制成２ｍｍ厚的敷料，一方面藻酸钙与伤口渗液中的钠离子结
合形成凝胶，同时将钙离子释放出来，伤口表面钙离子的大量

集结可加速创面止血［４］；另一方面，血液进入藻酸盐敷料后，血

小板迅速破裂，释放出血小板因子，促进血液凝固，吸收血液后

的藻酸盐敷料，膨胀成藻酸钠凝胶，在创面上形成柔软、潮湿的

半固体物质屏障，固着于出血处而不易脱落，达到止血目的［５］。

观察组的结果也显示，早产儿 ＰＩＣＣ置管成功后采用藻酸盐敷
料覆盖穿刺点止血与纱布覆盖穿刺点止血相比，４８ｈ内穿刺点
渗血的发生率明显减少，结果与上述理论观点相符。

由于早产儿皮肤薄，皮下肌层少，血管壁薄，且顺应性差，

ＢＤ公司生产的１．９Ｆｒ穿刺鞘，相对于早产儿来讲，还是较粗大，
因此，在进行穿刺时对于穿刺点也是一种损伤；早产儿不能配

合，肢体过度活动，换药方法不正确容易导致导管移动，与周围

组织分离，重新造成损伤；由于穿刺处渗血，换药次数增加，酒

精和碘伏的刺激［６］，导致穿刺点皮肤在早期出现红、肿等炎性

反应。藻酸盐敷料具有透气性良好、无毒、无刺激、无抗原性等

优点，可吸收自身重量２０倍的渗液量（为纱布的５～７倍），吸
收液体后膨胀成藻酸钠凝胶，在创面上形成柔软、潮湿、类似凝

胶的半固体物质，使伤口同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密闭的无大气

氧环境，加速新生微血管增生，对维持湿润环境、提高表皮细胞

的再生能力、加快表皮细胞移动、促进创面愈合［４］有较好的作

用。黄国宝等［７］研究，藻酸盐敷料能限制细菌在创面上生长繁

殖，减少穿刺点感染的机会，能有效地预防ＰＩＣＣ穿刺点的炎性
反应。本研究中，观察组穿刺点发生炎性反应３例，发生率为
９．６８％，而对照组为３７．５０％。

根据藻酸盐敷料所具有的特点，近几年，它多用于外科手

术后［８－９］、内科压疮及皮肤溃疡［１０］。用于成人 ＰＩＣＣ置管的报
道较少［５，１１］，用于早产儿ＰＩＣＣ中未见报道。本试验结果表明，
早产儿 ＰＩＣＣ穿刺成功后用藻酸盐敷料覆盖穿刺点，能有效预
防ＰＩＣＣ置管后的穿刺点渗血及炎性反应，减少换药次数及对
患儿的疼痛刺激，减轻护士的工作量，节省时间，值得在临床上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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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伤害。我科室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应用康惠尔系列敷料为小面
积低温烫伤患者换药，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期间来我科
换药的老年低温烫伤患者共４８例，男性２８例，女性２０例，年龄
６５～８６岁。烫伤原因：热水袋致伤１６例，暖宝暖贴致伤２０例，
取暖器致伤９例，理疗仪致伤３例；烫伤部位以四肢躯干为主，
其中上肢１０例，腹部及背臀部２０例，下肢１８例。总烫伤面积
在１％～４％ ＴＢＳＡ之间，按四度五分法，均为深２度～３度。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分组　取得患者同意后，将４８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与对照组。治疗组２５例，男性１４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７１．７６±
５．５７）岁，采用康惠尔系列敷料换药；对照组２３例，男性１４例，
女性９例，年龄（７１．７８±５．０５）岁，采用凡士林纱条换药；两组
年龄及性别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２　创面处理　详细询问烫伤原因，按四度五分法评估创
面。均先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创面，至创面有新鲜的出血为

止，用碘伏消毒烫伤周围皮肤，有水泡的用无菌注射器抽出水

泡内液体。两组患者在每次换药时均需彻底清创，此为换药的

关键。治疗组：无水泡的，用康惠尔水胶体敷料直接外敷，７ｄ
后换药１次。有水泡的，抽出水泡液体，外敷康惠尔藻酸盐银
离子敷料，加盖康惠尔泡沫敷料，外用医用绷带加压包扎。若

绷带被浸湿，及时换药，未浸湿３ｄ后换药。换药时轻轻地揭除
敷料，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用棉球擦拭创面，勿用碘伏或者碘

酊消毒创面，以免损伤新生的肉芽和上皮组织。对于创面渗出

物少，新生肉芽色红，皮肤基底毛细血管网修复较好的患者，予

以康惠尔水胶体敷料覆盖创面，此后根据创面情况７ｄ换药１
次，至创面愈合。对照组：无水泡的直接覆盖无菌凡士林纱条，

外面覆盖无菌纱布包扎。有水泡的，抽出水泡液体后，先覆盖

无菌凡士林纱条，外盖３层无菌纱布，再用绷带加压包扎。若
绷带被浸湿及时换药，未浸湿３ｄ后换药。未伴感染继续用无
菌凡士林纱条覆盖创面，伴感染则用雷凡诺纱条覆盖创面，外

盖无菌纱布。此后根据创面情况变动换药间隔时间，至创面愈

合。

１２３　全身治疗　视患者具体情况予以抗感染和营养支持。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创面愈合时间　以创面完全上皮化为判断愈合的依
据，以天数为单位记录。

１３２　创面炎性反应　阳性：创面周围２ｃｍ范围外出现明显
红、肿、热、痛等炎性反应症状。阴性：创面周围２ｃｍ外未出现
红、肿、热、痛等炎性反应症状。

１３３　色素沉着情况　以创面愈合后肉眼能否可见皮肤颜色
变深为判断标准。

１３４　创面疼痛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分级标准，将疼痛分为４
级：０级为无痛；１级轻度疼痛；２级中度疼痛，可以忍受；３级重
度疼痛，不能忍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处理数据，进行组间 ｔ
检验或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创面愈合情况　治疗组平均愈合时间为（２７．９２±４．５８）
ｄ，瘢痕平复，无色素沉着。对照组平均愈合时间为（３３．４８±
４．９０）ｄ，其中２例创面愈合后有瘢痕，未影响功能，４例有轻度
色素沉着。回访半年后瘢痕平复，色素沉着消退。见表１、表
２。
２２　不良反应　治疗组与对照组均无明显感染及全身不良反
应。

３　讨论
　　由于老年人皮肤的感知力低，对热和痛不敏感，易使取暖
设备长时间附着于皮肤。持续接触７０℃物体１ｍｉｎ或６０℃物
体５ｍｉｎ即可造成烫伤。据统计，低温烫伤占冬季烫伤患者的
１／３。低温烫伤的特点：是真皮浅层至深层及皮下各组织的渐
进性损伤。水泡较小，泡液多为血性，外观颜色较深，创面基底

部呈苍白色，可有淤血或坏死，感觉减退或消失［１］。低温烫伤

创面愈合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保存残余上皮组织和间生态组

织，促进上皮组织的再生，防止感染。低温烫伤的创面以小面

积深度烫伤为主，愈合时间较长，以往在处理低温烫伤时，抽出

水泡内液体后，多用无菌凡士林纱条覆盖创面加压包扎，油性

敷料有碍于创面渗液的排出，易继发感染。换药时粘连创面，

揭下敷料时易损伤正常肉芽，出血，增加患者疼痛，延缓创面愈

合。

表１　两组老年低温烫伤患者创面愈合时间比较（ｘ±ｓ）

组别 ｎ 创面平均愈合时间（ｄ）

治疗组 ２５ ２７．９２±４．５８
对照组 ２３ ３３．４８±４．９０
ｔ值 ４．０６
Ｐ值 ＜０．０１

　　注：治疗组创面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表２　两组老年低温烫伤患者换药时的疼痛程度对比

组别 ｎ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治疗组 ２５ ４ １５ ５ １
对照组 ２３ １ ６ １４ ２

　　注：两组比较，χ２＝１０．１９，Ｐ＜０．０２５。
　　康惠尔系列敷料可以明显加快创面愈合过程，减轻换药时
的机械损伤和疼痛。可能与康惠尔藻酸钙盐银离子敷料与渗

出液接触后，释放钙离子利于止血有关；银离子有杀菌作

用［２－３］，还能快速吸收渗液，保持创面湿润，起到保护暴露的神

经末梢、减轻疼痛的作用［４－５］；水胶体敷料保持了创面的湿润

状态，有溶解纤维蛋白的作用，保证局部组织的正常代谢功能，

促进表皮生长［６－７］；泡沫敷料可防止环境颗粒性异物如灰尘和

微生物等入侵，有效预防交叉感染，并具有高吸收性能，使创面

保持湿润，加速创面愈合，避免换药时的再次机械损伤等［８］。

综上所述，康惠尔系列敷料在老年小面积低温烫伤患者中

应用，加快了创面愈合时间，且减少了换药的机械损伤及疼痛，

易被患者接受，适合在门诊换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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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咪达唑仑与地西泮在心脏电复律应用中的比较
林屹，严艳

【摘　要】　目的　观察咪达唑仑与地西泮在心脏择期电复律中镇静的治疗效果，探讨其护理措施。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
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５月就诊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为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患者６０例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
为地西泮组与咪达唑仑组各３０例，比较两组给药情况、麻醉平均起效时间、平均清醒时间及电复律成功例数。结果　与
地西泮组比较，咪达唑仑组镇静起效时间较短［（３．４±０．３）比（３５．１±２．１）ｍｉｎ］，清醒时间提前［（２４．１±４．２）比
（３４．３±３．７）ｍｉｎ］，均Ｐ＜０．０５；咪达唑仑组与地西泮组复律成功均为３０人（１００．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心脏择期电复律镇静治疗中，咪达唑仑和地西泮均能达到满意的镇静作用，但咪达唑仑的镇静起效时间及清醒时间明

显缩短，更方便应用于临床工作中。

【关键词】　咪达唑仑；地西泮；快速性心律失常；镇静；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５４１．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８２００２

　　快速性心律失常（室性心动过速、室上性心动过速、快速型
心房颤动等）是心血管疾病中严重的心律失常。如不及时治

疗，常可引起患者休克甚至死亡。心脏同步直流电复律是安全

有效的治疗措施之一［１］。复律过程中适当给予镇静药物可以

减轻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的耐受性，而理想麻醉药物要求起效

迅速，作用强，苏醒快，对呼吸循环干扰轻微，且对复律过程无

记忆。我们将咪达唑仑和地西泮分别用于心脏电复律的镇静，

并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患者６０例，入选标准：首次发现或是既往有类
似发作未治疗者，无高血压、心肌炎、心肌病等心血管基础病，

无电解质紊乱，无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排除药物所致的心律

失常，血流动力学稳定；其中男性４０例，女性２０例，年龄１８～６１
岁，平均（４２±６）岁。随机分为地西泮组与咪达唑仑组，各３０
例。病种：室性心动过速１７例，室上性心动过速１９例，快速型
心房颤动１８例，心房扑动６例。两组患者性别比例、年龄、病
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查方法　电复律是利用高能量的脉冲电流，在瞬间通
过心脏，使大部分心肌纤维在短时间内同时除极，从而抑制异

位兴奋性，消除折返途径，使具有最高自律性的窦房结发出冲

动，恢复窦性心律的一种电学治疗方法［２］。复律前备好除颤

仪、按压板、抢救车、地西泮（天津金耀）、咪达唑仑（江苏恩华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开放静脉通路，吸氧２～５Ｌ／ｍｉｎ，持续心电
监护记录心律、心率、收缩压（ＳＢＰ）、舒张压（ＤＢＰ）、呼吸情况
（ＲＲ）和末梢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记录１２导联心电图。咪达唑
仑组：咪达唑仑０．０７５～０．１００ｍｇ／ｋｇ缓慢静脉推注，并嘱患者
数数，直至熟睡，按Ｒａｍｓａｙ镇静程度的评估标准，镇静的深度，
控制在３～４级的镇静水平，暂停咪达唑仑静推并予电复律。
地西泮组：０．３～０．５ｍｇ／ｋｇ以１ｍｇ／ｍｌ浓度缓慢静脉注射，速
度０．１ｍｇ／ｓ，并嘱患者数数，直至熟睡，按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程度的
评估标准，镇静的深度，控制在３～４级的镇静水平；暂停地西
泮静推并予电复律。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进行术前、术中及术后监测。①
观察给药前、给药后达到指定镇静深度睫毛反射消失时和清醒

后的ＳＢＰ、ＤＢＰ、ＨＲ、ＲＲ、ＳｐＯ２变化。②观察两组患者术后两种
药物用量、麻醉平均起效时间、平均清醒时间、电复律成功例数

和床边心电图变化。

作者单位：３５０００５福州市，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四科
通讯作者：林屹，电子信箱：１３０５２２６９２１＠ｑｑ．ｃｏｍ

１４　护理方法
１４１　心理护理　患者出现快速型心律失常时，常感到焦虑
不安，性情急躁，这些都可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儿茶酚胺分泌增

加而诱发并加重心律失常［３］。在电复律治疗前对患者及家属

讲述治疗的方法、安全性及注意事项，使其消除对电复律治疗

的恐惧及其他不良情绪，经常去给患者讲述与其相同病情治疗

成功的病例，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１４２　做好治疗前的准备　治疗前禁食，给予患者高流量的
氧气吸入，以提高心肌供氧量，保持呼吸道通畅，建立静脉通

路。嘱患者排空膀胱，以免出现尿潴留。备好除颤仪、按压板、

抢救车，连接好心电监护、血压监护、经皮血氧饱和度监护。

１４３　治疗时生命体征观察及护理　静推咪达唑仑或地西泮
时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尤其是呼吸、血压、心率、心律、血氧饱和

度及瞳孔、意识的变化，注意有无血压下降、呼吸抑制（注意呼

吸频率、节律、呼吸音）、心动过缓、防止心搏骤停。每５ｍｉｎ测
量血压及心电波情况并记录在案。电击时嘱任何人不得接触

患者及铁床，以防触电，电击完成立刻观察心电图，如有无窦性

Ｐ波，若出现窦性停搏、缓慢宽大 ＱＲＳ波，应及时胸外按压复
苏，必要时做好安装临时心脏起搏器的准备。电复律成功后及

时呼唤患者，轻拍患者肩部，记录睁眼、正确对答、肢体活动时

间。同时还应观察电复律的并发症：有无体循环栓塞、胸部皮

肤灼伤、心律失常、急性肺水肿等［４－５］。关注术中不适（电击时

恐惧、躁动），术后记忆缺失（无记忆）及有无嗜睡、头晕、乏力等

药物不良反应。在本研究中咪达唑仑组与地西泮组未出现并

发症。另外，电复律也是一种心肌电损伤［６－７］，患者会出现全

身乏力，应卧床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给予少食多餐，保持大

便通畅。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处理，数据用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咪达唑仑组与地西泮组给药前、术中、术后 ＳＢＰ、ＤＢＰ、ＲＲ、
ＨＲ、ＳｐＯ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与地西泮
组比较，咪达唑仑组镇静起效时间（睫毛反射消失）缩短

［（３．４±０．３）比（３５．１±２．１）ｍｉｎ］，清醒时间（可唤醒）提前
［（２４．１±４．２）比（３４．３±３．７）ｍｉｎ］，均 Ｐ＜０．０５，见表２。两组
患者均复律成功，对电复律过程不能确切回忆，且观察２４ｈ均
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复查床边心电图：窦性心律。

３　讨论
　　咪达唑仑与地西泮均为苯二氮卓类药物，能迅速进入中枢
系统，增强γ氨基丁酸对神经传导的抑制，产生抗焦虑、催眠镇
静、肌肉松弛、抗惊厥和顺行性遗忘等作用［８］。咪达唑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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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地西泮强２～４倍，血浆清除率高于地西泮，故其起效快，持
续时间短，患者清醒快。但有报道咪达唑仑注射过快或剂量过

大时可引起呼吸抑制、血压下降，低血容量患者尤著［９］；还有报

道镇静剂量咪达唑仑可造成部分患者中枢性呼吸抑制可能与

患者年龄和呼吸系统基础疾病有关系［１０］。本研究中年龄最大

一例６１岁房颤患者使用咪达唑仑进行电复律镇静，在推注咪
达唑仑５ｍｉｎ后出现血氧饱和度低于９５％，呼吸频率低于１２
次／ｍｉｎ，给予简易呼吸器辅助呼吸后血氧饱和度回升至９５％以
上。咪达唑仑组其他患者及地西泮组患者用药后血压、心率基

本平稳，呼吸频率虽然减慢，但氧饱和度仍在９５％以上，所以对
于高龄患者更应严密监测，由于其肺部基础疾病及镇静治疗对

各种刺激的反应能力下降，可引起肺不张，心血管事件等，另其

代谢速率减慢，容易导致药物蓄积，引起过度镇静。

表１　两组快速性心律失常患者术前术后ＳＢＰ、ＤＢＰ、ＲＲ、ＨＲ、ＳｐＯ２比较

组别 时间 ＳＢＰ（ｍｍＨｇ）ＤＢＰ（ｍｍＨｇ）ＲＲ（次／ｍｉｎ）ＨＲ（次／ｍｉｎ） ＳｐＯ２（％）

咪达唑仑组 给药前１１９．３±１３．５ ６０．０±９．８ ２０．５±２．８ １３８．５±９．９ ９８．９±１．０
术中 １１４．０±１３．５ ６０．７５±７．５ １８．９±１．９ ８８．７±８．８ ９８．５±１．３
术后 １１８．５±１４．３ ６３．０±１１．３ ２１．０±２．７ ９０．９±９．１ ９８．８±１．１

地西泮组 给药前１１７．０±１５．０ ６０．８±９．０ ２０．７±２．６ １３９．４±８．７ ９８．６±１．１
术中 １０８．０±１４．３ ５９．３±９．３ １８．８±２．７ ８９．６±８．２ ９８．４±１．０
术后 １１５．５±１６．５ ６２．３±９．１ ２１．１±２．５ ９１．０±８．９ ９８．６±１．０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表２　两组快速性心律失常患者心脏择期电复律镇静治疗效果的比较

组别 药物剂量（ｍｇ） 电复律成功（例）镇静起效时间（ｍｉｎ）术后清醒时间（ｍｉｎ）

咪达唑仑组 ５．５±１．２ ３０ ３．４±０．３Δ ２４．１±４．２Δ

地西泮组 １８．６±４．５ ２２ ３５．１±２．１ ３４．３±３．７

　　注：与地西泮组比较，ΔＰ＜０．０５。
　　本研究表明，在适当的剂量控制下，地西泮与咪达唑仑均

能使患者达到电复律所需的镇静深度，对呼吸循环系统影响轻

微，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同地西泮相比较，咪达唑仑的镇静

起效时间及清醒时间明显缩短，从而缩短电复律操作时间，减

轻患者心理负担，避免不必要的紧张焦虑。术后苏醒快，定向

力恢复好，方便治疗后效果的观察，可及时发现是否发生栓塞

等并发症并予及时治疗和护理，现越来越多被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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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７３２页）
　　关于肥胖儿童 ＮＡＦＬＤ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普遍认
同的理论是“两次打击”学说［６］。学说认为其发病主要可能有

以下几种因素：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作用，脂质过氧化作用

等。胰岛素抵抗通过减弱脂蛋白脂酶活性及脂肪合成能力使

外周组织脂肪动员增加，游离脂肪酸水平升高，肝摄取脂肪增

多；胰岛素抵抗又使葡萄糖分解增多，同时抑制载脂蛋白的合

成，使脂肪酸、三酰甘油在肝脏沉积、肝脂肪变性，此为第一次

打击。肝脏过多的游离脂肪酸经 β氧化除产生能量外还产生
过氧化氢等氧自由基，线粒体脂质过氧化反应的增加导致大量

反应性氧化物（ＲＯＳ）释放，线粒体 ＤＮＡ破坏，炎性反应细胞因
子释放，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破坏，肝酶升高，即第二次打击。

陆喜燕等［７］报道肥胖儿童 ＮＡＦＬＤ与 ＢＭＩ、高脂血症、ＨＯ
ＭＡＩＲ密切相关，认为肥胖儿童严重的脂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
抗是参与 ＮＡＦＬＤ发病的主要机制。本研究数据也表明，
ＮＡＦＬＤ组肥胖儿童 ＢＭＩ、胰岛素抵抗程度及高 ＴＧ、高 ＴＣ、高
ＬＤＬＣ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 ＮＡＦＬＤ组，说明伴 ＮＡＦＬＤ肥胖
儿童的肥胖程度及糖、脂代谢紊乱程度较不伴 ＮＡＦＬＤ的肥胖
儿童更加严重，证实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紊乱在 ＮＡＦＬＤ的
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研究资料表明，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一个可向肝硬

化发展的进展性病理过程［８］。此外，儿童 ＮＡＦＬＤ可能是代谢
异常向Ｔ２ＤＭ、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发展的肝脏表现［９］，因此，

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需引起儿科医生重视。但 ＮＡＦＬＤ患
儿往往无明显症状，少数可有不适、乏力或反复出现的腹痛、恶

心等非特异性症状，体征主要表现为肝肿大，但常因肥胖不易

触及［１０］，因此对肥胖儿童应常规进行肝功能检测和肝脏影像

学检查以早期发现ＮＡＦＬＤ。但对于肥胖儿童，更为重要的是要
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避免高糖饮食、增加有氧运动等措施降低

体重，积极早期干预，从而避免脂肪肝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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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ＰＢＬ教学法结合情景再现法在神经外科护士培训中的运用
陈姝，潘亚芬，尹晓红

【摘　要】　目的　探讨ＰＢＬ教学结合情景再现法的带教模式在神经外科新护士培训中的应用与实践，提高临床护理教
学质量。方法　以２０１１年５月后在神经外科接受轮训新护士１６名为实验组；以２０１１年５月前在该科轮训新护士１２名
为对照组。实验组采用ＰＢＬ教学结合情景再现法的教育模式进行带教，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带教模式，两组新护士出科
前均进行理论及专科操作考核，并将考核成绩进行比较。结果　对照组理论成绩平均９０分，操作考核成绩平均９３分；
而实验组理论成绩平均９５分，操作考核成绩平均９６分，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并且实验组的新护士认为ＰＢＬ教学结合
情景再现法的带教模式在培养其掌握知识的系统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以及专科操作技能能力、自学思考能力、

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均有所提高。结论　ＰＢＬ教学结合情景再现法的带教模式在神经外科新护士专科培训中明显
优于传统带教法，在临床带教中具有有效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ＰＢＬ教学法；情景再现法；神经外科；护士；专科培训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２　Ｒ４７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８２２０２

　　神经外科护理工作专业性强，其特点可归纳为急诊来势凶
猛、危重病情复杂、患者多、基础护理工作量大、专业操作技术

性高、病程长、致残致死率高等［１］。这对护士专业理论和技能

的要求更高。为了能更好更快地适应神经外科的快节奏工作，

胜任危重患者的抢救与护理工作，我科自２０１１年５月起，运用
ＰＢＬ教学结合情景再现法的带教模式应用于本科室新护士的
专科培训中，取得良好的效果。ＰＢＬ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的
教学法，是Ｂａｒｒｏｗｓ在１９６９年首创的［２］，目前在国内外教学界

已经广泛应用，而情景再现法是模拟类似真实情景，让护士有

强烈的感性认识，身临其境［３］，在临床带教中，既提出问题又置

身于真实再现情景中，两者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

和应变抢救的能力。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我院毕业３年内护士均到神经外科专科培训
６个月，自２０１１年５月起接受轮训新护士１６名，其中本科护士
１名，大专１５名，为实验组，２０１１年５月前轮训新护士１２名，均
为大专学历，为对照组。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实验组带教模式采用ＰＢＬ教学法结合情景再现法
１２１１　制定计划　首先对到神经外科监护病房新护士制定
专科培训带教路径及计划，提前告知她们在神经外科需要掌握

的内容，并提供相关的学习资料，鼓励她们自学。包括如下内

容，①提出问题：根据医院对于３年内年轻护士的素质要求，将
重点、难点及相关知识点编制成相应的问题，如颅内压增高、硬

膜下血肿、颅底骨折的临床表现、护理问题、护理措施等。②病
例设计：选择综合性强、能覆盖大部分知识点的有代表性的住

院病例，如急性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同时存在头皮血肿、头皮裂

伤、颅底骨折、双侧硬膜外血肿、一侧脑挫裂伤及硬膜下血肿。

病例中提供主诉、现病史、主要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请

新护士拟出初步诊断、护理问题及相应的护理措施等。③任务
布置：入科一周后将病例和问题交与实验组组长，并注明收集

资料的来源，由组长对其他新护士进行任务分工，寻找可能的

解决方案。④集体讨论：由组长主持，每个成员分别发言，报告
各自负责问题的资料查找结果并就病例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

以提出自己发现的问题或对其他成员所提的问题进行解答。

带教老师在讨论过程中适当的启发和引导，对大家提出的问题

并不做正面回答［４］，并协助组长控制讨论进程及时间。⑤带教
老师点评：讨论结束后带教老师就讨论中对问题的解决程度、

作者单位：２１３００１江苏省常州市，苏州大学附属常州肿瘤医院神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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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的准确性、资料的查找和把握能力、组员间的协作沟通

等进行点评。对重点、难点，以及讨论中未能解决或分析深度

不足之处进行深入阐述。

１２１２　模拟情景教学　２个月后根据她们参加抢救的案例
通过情景再现法进行脑疝患者心跳呼吸骤停模拟抢救，在抢救

过程中由３名新护士配合医生进行抢救，以培养其团结协作精
神，使其明白每个危重患者的抢救需要医生护士团结协作共同

完成，以此了解其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及能否运用到危重患者的

抢救工作中去。出科前要求每人完成一篇关于危重患者抢救

的综述，以促使她们主动学习，提高了她们文献检索的能力，养

成了阅读文献的好习惯，并且为她们今后撰写论文提供帮助。

１２２　对照组带教模式　即使用传统带教模式，新护士进科
后安排专职带教老师，由带教老师进行一对一带教，出科前由

护士长进行书面及操作考核。

１３　评价方法　新护士在神经外科轮转结束后进行专科理
论、操作考核，并征求其意见，与传统的带教模式比较，大部分

新护士表示ＰＢＬ教学法和情景再现法的带教模式能比较系统
的掌握专科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操作能力、自学思考能力、独立

解决问题等能力以及加深技术难点的理解和记忆、护士之间团

结协作等方面优于传统带教模式。

２　结果
　　两组新护士出科前均进行理论及专科操作考核，对照组理
论成绩平均９０分，操作考核成绩平均９３分；而实验组理论成
绩平均９５分，操作考核成绩平均９６分，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

３　讨论
３１　ＰＢＬ结合情景教学提高了新护士的专业技能和应变能
力　新护士专科培训素质提高教育是目前护理教育方面的重
点，她们是未来护理事业的希望。由于新护士刚刚离开学校，

虽然经过了系统的理论学习及１年的临床实习，但是新护士缺
乏临床思维循辩能力，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盲目执行医

嘱护嘱等，她们对临床中新的护理技术、新知识了解不多，不能

将学过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面对突发事件时显得束手

无策。因此，以加强新护士的专科理论、专科技能为目标出发

点，根据神经专科特色进行设置的ＰＢＬ教学法结合情景再现法
的带教模式更适合新护士专科知识的培训。通过情景再现法

的带教模式，能加深新护士对具有神经外科特色的疾病和临床

表现如重型颅脑外伤、心跳呼吸骤停等的认识，能在带教老师

的指导下运用护理程序明确患者的抢救原则、护理问题、应采

取的护理措施以及针对此类患者如何制定抢救护理计划，增强

了自己的专科理论知识及技能；另因 ＰＢＬ教学是以学生为主
体，以问题为中心［５］，涉及知识面较广，需要新护士对病种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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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脑卒中患者胃管意外拔管的鱼骨图法分析
李青

【摘　要】　目的　探讨２０例脑卒中患者胃管意外拔管发生的原因，从不同层面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整改措施，减少胃
管意外拔管。方法　回顾性分析神经内科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５月间，有１８０例脑卒中患者在住院期间行鼻饲置管治
疗，通过本科室意外拔管不良事件报告材料，收集到脑卒中鼻饲患者意外拔管２０例，意外拔管率１１％，对存在问题和原
因运用鱼骨图进行归纳分析。结果　鱼骨图显示脑卒中患者胃管意外拔管的原因，主要有胃管固定不当及材质选择不
当、肢体约束不到位、患者内在的疾病因素、护理人员责任心不强、健康教育不到位、风险管理措施不到位。结论　应用
鱼骨图对脑卒中患者胃管意外拔出原因进行分析，直观、清晰，便于护理人员从最直接的小刺入手进行“削刺”，逐个解

决问题。根据鱼骨图分析的结果，护理人员应充分评估患者，规范操作，提高责任心，杜绝意外拔管的发生。

【关键词】　脑卒中患者；胃管；意外拔出；鱼骨图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８２３０２

　　脑卒中患者因吞咽功能障碍导致饮水、进食呛咳或因意识
不清无法经口进食时，需要留置胃管。在留置鼻饲管期间，部

分患者会意外拔管，运用鱼骨图的程序化管理模式，对意外拔

管的原因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神经内科在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５月间收
治脑卒中患者行鼻饲置管１８０例，意外拔管２０例，年龄３９～７８
岁，平均年龄６２．３岁；性别：男性１１例，女性９例；意识状态：神
志不清及烦躁不安者８例，意识清醒者１２例；发生时间：夜间９
例，中午５例，其它时间６例；拔管方式：自己强行拔管６例，鼻
饲管自行滑出５例，挣脱约束具拔管３例，翻身、拍背、穿脱衣
服时不慎拔管４例，食物堵塞胃管被迫拔管２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鱼骨图分类　选择“人、机、料、法、环”的方法，将拔管
原因划分为患者疾病本身、胃管材质、固定方式、医护人员、制

度５大要素分别归类。

作者单位：２５５２００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１２２　制图方法　使用 ＥＸＣＥＬ表加载鱼骨图制作的方法进
行画图分析。

２　结果
　　胃管意外拔出原因分析图见图１。

　图１　胃管意外拔出原因分析图
２１　患者因素　由于脑卒中具有发病突然，常伴有失语、吞咽
障碍、致残率高的特点，使患者对自己疾病的预后产生悲观失

关知识都有所了解，加强了新护士对知识的系统性掌握，提升

了其独立分析、解决问题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传统的带教模式中心是教师，教学形式是单一的，教学内

容完全掌控在带教老师手中，老师吩咐新护士做什么及怎么

做，新护士就简单执行护嘱，新护士常常只知道做的内容却不

知道为什么那么做。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新护士是被动的、消

极的。实验组带教模式是以问题为中心［６］，新护士是主体，鼓

励新护士自学、锻炼临床思维辨析能力，而在情景再现的模拟

抢救中让新护士针对案例的病情提出护理问题、相关知识点、

措施，制定抢救计划，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展开讨论并进行模拟

现场抢救［７］，激发了新护士分析、想像、评判和创造等高级思

维，锻炼了其表达、沟通能力，使新护士改变了死读书、背死书

的习惯，使得理论更好的结合临床实际工作。

３２　情景再现法培养新护士临床思维和团结协作精神　情景
再现使在模拟抢救过程中的新护士明确各自的分工，相互配

合，切身体会使新护士更容易于掌握抢救流程，提高抢救水平，

还锻炼了新护士处理危重患者时的应变把控能力。通过情景

再现模拟抢救演练［８］的开展，使单一的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有

机整合，提高其判断性思维，面对既真实又具挑战性的情景，不

仅激发了其学习求知的欲望，也巩固了新护士的基础护理操

作，又熟练掌握了神经外科专科护理操作，如心肺复苏、呼吸机

的使用等，同时增加了她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使新护士能在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真实的临床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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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念头而强行拔管；患者多为高龄，耐受力降低，拒绝接受任

何侵入性操作，或治疗活动受限，产生恐惧和焦虑心理，最终导

致拔管［１］；对清醒患者而言，鼻饲是一种侵入性操作，插管中胃

管对鼻咽部的刺激引起患者的呛咳、恶心，插管后咽喉部持续

异物感，舒适度降低，易导致自行拔管。从患者意外拔管方式

讨论，本组患者中自行强行拔管６例，占３０％；部分患者意识障
碍、烦躁、合作性差、行为不受意识控制，有的患者肢体约束不

到位，患者通过挣扎或用手直接拔除鼻饲管，增加了意外拔管

的概率［２］。从患者的意识状态讨论，本组患者发生意外拔管８
例，占４０％。
２２　胃管固定方法及材质选择不当　护理人员胃管固定方法
单一，传统的胶布固定鼻饲管的方法，易被患者口鼻分泌物污

染或因患者脸颊出汗、皮脂腺分泌而松脱，从而导致管路滑脱，

加之胃管材质顺滑，胃管普遍较长，管径过细，患者头部活动度

大，胃管不易固定。本组患者中因上述原因导致意外拔管 ５
例，占２５％。
２３　健康教育不到位　护士在进行留置鼻饲管的宣教时，未
详细向患者及家属讲解鼻饲管留置的目的、意义和脱落的危

害，鼻饲的方法、食物的选择等未引起患者和家属足够的重视，

另外护患沟通障碍，患者不适及生理需求无法及时反馈给医护

人员。本组患者中因食物选择不当，加之选择胃管管径过细，

胃管堵塞，导致重新插管２例，占１０％。
２４　肢体约束不到位　对意识障碍及烦躁患者肢体约束不到
位，患者通过挣扎或用手直接拔除鼻饲管。

２５　护理人员责任心不强　护士巡视病房时由于对鼻饲管滑
脱的危险性认识不够，未进行严格床头交接班，胃管置入长度

无记录，标示不清，基础护理不到位，在进行翻身、拍背、吸痰时

不慎带出胃管４例，占２０％。
２６　安全监管措施不到位　本组发生意外拔管的时间多在中
午、夜班护理人员人手不足时发生，共１４例，占７０％。科室没
有形成配套的管道护理安全管理体系，特别没有形成良好的

“安全文化”氛围，人人参与安全管理的意识不强。

３　讨论
　　鱼骨图（Ｃａｕ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ｉｓｈｂｏｎｅＤｉａｇｒａｍ）是由日本管理大
师石川馨先生所发展出来的，故又名石川图。鱼骨图是一种发

现问题“根本原因”的方法，它也可以称之为“因果图”，是质量

控制常用的保证手法之一［３］。从本文上述中可以看出，导致脑

卒中患者胃管意外拔出的因素较多，笔者首先根据患者疾病本

身、胃管材质及固定方法、医护人员、管理分成５大类，再细分
出各类构成大原因的小原因，最后汇集成胃管意外拔管的鱼骨

图。鱼骨图的方法直观、清晰，便于下一步采取预防措施，提高

护理人员预见性护理意识，减少拔管机率，提高护理质量。

３１　及时有效的评估　置管前做好充分评估，了解患者的病
情、意识状态、合作程度、心理状态，做好应对措施，留置胃管过

程中，随时评估患者动态，及时调整处置方法。

３２　心理护理　易红等［４］研究表明各种侵入性操作治疗均会

产生刺激，一旦超过患者承受范围，使之产生压力反应就有拔

管危险。本组患者中，患者自行强行拔管占３０％，与其观点一
致，因此人文关怀非常重要。我们用亲切的话语做好心理护

理，置管期间注意和患者保持沟通。另外，为患者准备写字板，

患者可将不适和生理需求写在上面，便于了解患者感受，缓解

患者恐惧感。

３３　选择合适的胃管　脑卒中患者由于病程较长，有些患者
甚至带管出院，应选择管径粗细适中的硅胶胃管，过粗会加重

咽喉壁的刺激，可能造成恶心等不适，给长期置管造成不良，过

细则会引起导管的阻塞不畅［５］。目前带导丝胃管广泛用于临

床中，因鼻饲管内有导丝，此类导丝插入胃管内可增加胃管的

硬度，使胃管容易到达胃内，减少了反复置入对鼻黏膜、口腔黏

膜的损伤，使一次性插管成功率高，患者痛苦小。

３４　有效胃管固定　钟丽红［６］研究表明，改变传统的胃管固

定方法，即鼻胃管成功插入后，用灯芯带（或粗棉线）先固定在

鼻胃管外露部分的近端，再将灯芯带的两端分别经两侧脸颊、

耳上方缠绕在患者的头枕部，然后在偏左侧或右侧的耳后方系

一个活结，固定成功率为９０．９％，具有操作简单、固定性能可
靠、固定与拆除灵活、对皮肤几乎无刺激性、舒适、美观等优点。

冯俊艳等［７］采用康惠尔透明贴固定胃管的方法：将透明贴剪成

长约１０ｃｍ，宽约１ｃｍ的长方形小条在紧贴鼻孔的胃管处缠绕
一圈后固定于鼻翼两侧，轻轻压平压牢，另剪一条６ｃｍ×１ｃｍ
的透明贴固定在患者的颊部，在临床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３５　有效的肢体约束　对患者进行约束有时会增加其逆反心
理，因此，对神智清醒且积极配合治疗者适当减少约束，多询问

交流，及时帮助其解决问题。对于神志不清、烦躁不安患者，在

加强鼻饲管固定的同时，可合理使用约束带，注意定期更换约

束部位，观察约束部位皮肤血运情况，确保安全。

３６　提供舒适护理　舒适度的改变是患者自行拔管的主要原
因之一［８］。病室保持空气清新，无异味，鼻饲食物时抬高床头，

防反流。加强口腔护理、鼻腔护理，随时观察患者有无恶心、呕

吐、腹胀、腹泻情况。在临床工作中，反复练习鼻饲置管技术，

努力提高自己的操作水平。选择体位时，一般选择平卧位，但

对于双侧脑卒中的患者，取侧卧位一次性置管成功的机会较

多［９］，从而减少反复插管给患者带来的不适与痛苦，提高患者

的舒适度。

３７　加强健康指导　对有管道者床头悬挂温馨提示牌，提高
对鼻饲置管患者意外拔管的防范意识。在留置鼻饲管的前、

中、后各时期反复多次宣教鼻饲管的意义和脱落的危害，引起

患者和家属足够重视；协助患者翻身、拍背、吸痰及下床活动时

要注意技巧，减慢动作，避免牵拉鼻饲管，防止不慎拔管。此外

指导家属选择合适的食物，防止堵塞胃管。

３８　加强安全管理　建立管道滑脱应急预案和登记报告制
度，组织每位护士学习，并熟练掌握管道滑脱的应急处理预案，

一旦发生滑脱事件，本着患者安全第一的原则，立即汇报医生

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减轻对患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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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道·

以脑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的脊髓动静脉畸形２例报道
王卫余，张卫华，雷兵

【关键词】　颅内；蛛网膜下腔出血；脊髓动静脉畸形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１１１８２５０２

　　颅内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ＳＡＨ）常见，而脊髓蛛网膜下
腔出血（ＳＣＳＡＨ）少见［１－２］。以颅内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为

首要表现的脊髓动静脉畸形临床上非常少见，容易误诊。现将

我科收治的２例患者介绍如下。

１　病例介绍
　　病例１，患儿，男，８岁。以“突发头痛伴呕吐２小时”入院。
入院时查体：意识清，对答切题，颅神经检查阴性，颈抗阳性，四

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布氏征阳性，巴氏征阴性。入院头颅 ＣＴ：
双侧裂池及环池高密度影（见图１）。血常规、生化、凝血功能
检查均无异常。入院诊断：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烟雾病可

能。次日行全脑四血管ＤＳＡ检查，颅内血管及上颈段脊髓均未
见明显异常。经保守治疗后患者头痛症状好转，但不能仰卧；

喜欢侧卧位头颈后仰，腰背反折如弓状，患儿自述该体位时症

状最轻。考虑该体位与脊髓刺激症状有关，出血可能来源于脊

髓，而行全脊髓ＭＲ增强检查，诊断明确为胸１０～腰１水平的
脊髓动静脉畸形（ＡＶＭ）伴出血（见图２）。

　
　　注：双侧侧裂池、环池积血。
　　　图１　头颅ＣＴ平扫

　　注：胸１０～腰１平面的脊髓
失去正常形态伴血管流空影。

　　　图２　脊髓 ＭＲＴ２ＷＩ

　　病例２，患者，男，２５岁。以“突发头痛３天”由外院转入。
外院头颅ＣＴ平扫示蛛网膜下腔少量出血，脑血管造影无异常
发现，腰穿为血性脑脊液。入院时查体除颈抗可疑阳性外，其

他神经系统无阳性体征。入院后行头颅ＣＴ复查示蛛网膜下腔
出血基本消失，脑血管ＣＴＡ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再次行腰穿检
查结果为淡血性脑脊液，压力１３０ｍｍＨ２Ｏ（１ｍｍＨ２Ｏ＝０．０９８
ｋＰａ）。再次行全脑四血管ＤＳＡ检查，仍未见异常。仔细询问患
者病史，除头痛外，患者起病前常有腰背部的酸痛感。因此行

全脊髓ＭＲ增强检查，提示胸１１～１２水平脊髓血管畸形（见图
３）；经脊髓ＤＳＡ检查确诊为胸１１～１２脊髓ＡＶＭ（见图４）。

２　讨论
　　脊髓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一种特殊类型，
占全部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例的１％以下［３－４］，多由脊髓动静脉

畸形引起，也见于脊髓动脉瘤、脊髓肿瘤［５］、血液病等；也有硬

脊膜动静脉瘘的报道［６］。多数患者因具有明显的脊髓损害及

神经根刺激症状而容易诊断。

脊髓动静脉畸形是引起颅内 ＳＡＨ非常少见的原因。最直
接的发生机制是出血后血液经脊髓蛛网膜下腔逆流进入颅内

蛛网膜下腔；也可能由于血管畸形本身存在较大流量的上行引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４杭州市，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王卫余，电子信箱：ｗｅｉｙｕｓｙｗａ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流静脉，使颅内部分引流血管逐步曲张，破裂后直接导致颅内

出血［７］。一般认为，出血部位越接近颅内，脑部症状发生率越

高。大部分文献报告引起颅内 ＳＡＨ的脊髓血管畸形以颈延交
界处及高颈髓为主，少部分可位于胸髓及腰髓。也有文献指

出，以颅内ＳＡＨ为表现的脊髓动静脉畸形不仅发生在颅颈交界
处及颈段，也可发生在胸腰段；并且任何年龄患者可发生［８］。

本组２例引起颅内 ＳＡＨ的脊髓 ＡＶＭ均位于下胸段。Ａｌｏｎｓｏ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Ｌ等［９］曾报道１例５岁患儿的颈２硬脊膜动静脉瘘
以颅内ＳＡＨ起病，与本组例１发病年龄接近。脊髓动静脉畸形
引起的颅内ＳＡＨ具有一定特点，出血常局限于后颅窝，且多合
并第四脑室内血肿。但本组２例均无此特点，可能与脊髓病变
位置较低有关。

　
　　注：Ｔ１１～１２平面脊髓见血管
流空信号。

图３　脊髓ＭＲＴ２ＷＩ影像

　　注：动静脉畸形、血管团。
　　图４　脊髓血管ＤＳＡ

　　本组２例患者均以颅内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起病，脑部
症状突出，而没有脊髓损害症状，最初诊断时均未考虑到出血

来源于脊髓。２例患者均行全脑血管ＤＳＡ检查，其中例１同时
行颈髓血管ＤＳＡ检查，均无异常发现。最后经全脊髓 ＭＲＩ增
强检查得到正确诊断。发生误诊的主要原因在于：①忽视基本
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本组２例患者脑血管检查为阴性结
果后，经再次仔细检查和询问患者病史后才发现可疑线索：例１
患者反常的体位不同于常见的颅内ＳＡＨ患者的表现，例２患者
发病前有腰背部酸痛病史。因此，一定要重视患者的病史和主

诉。②临床症状不典型。当临床表现为脑膜刺激征，以脑部症
状为主，而脊髓症状轻微时容易误诊。本组２例患者均无脊髓
损害体征，而脑部症状突出；这可能与血管畸形病变位于脊髓

表面，出血后脊髓损伤轻而出血更易通过蛛网膜下腔流入颅内

有关。③诊断仅局限于常见病、多发病。颅内自发性蛛网膜下
腔出血病因多为颅内动脉瘤或动静脉畸形，诊断出血原因时仅

考虑到脑血管造影；而当脑血管造影出现阴性结果时，又归咎

于颅内 ＳＡＨ有２０％原因不明的结论，或误诊为中脑周围非动
脉瘤性出血，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脊髓血管畸形。

我们认为当颅内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不能确定病因时，

更应注重患者的病史及体检，寻找可能与脊髓 ＳＡＨ相关的线
索；尤其是患者多次发生颅内ＳＡＨ、重复脑血管造影阴性时，应
行全脊髓ＭＲＩ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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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８１６页）
１３４　监测生命体征　操作时应注意观察患者的心率、呼吸、
血压、血氧饱和度的变化，在行声门下吸引的过程中患者往往

会出现一过性的呛咳。

１３５　口腔护理　加强口腔护理可减少口腔内细菌的滋生与
繁殖，我科选用复方氯己定漱口液行口腔护理每天３～４次。
１４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每天监测动脉血气、６次体温，每
２～３ｄ检查血常规、气道分泌物细菌学培养结果、影像学改变。
观察两组患者ＭＶ第３～７天ＶＡＰ发生率。

评价方法：ＶＡＰ临床诊断标准［５］：ＭＶ＞４８ｈ出现如下症
状：①发热（体温 ＞３８℃）；②白细胞增多或降低（ＷＢＣ＞
１２．０×１０９／Ｌ或＜４．０×１０９／Ｌ）；③出现脓性分泌物；④Ｘ线胸
片出现新浸润阴影或原有浸润影扩大；⑤下呼吸道分泌物有新
的培养结果。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１．５进行处
理，统计方法采用ｔ检验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 ＶＡＰ发生率比较见表２。观察两组患者
ＭＶ第３～７天 ＶＡＰ发生情况，第７天后观察组 ＶＡＰ发生率少
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０５，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ＩＣＵ患者ＭＶ第３～７天ＶＡＰ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ｎ 第３天 第４天 第５天 第６天 第７天

对照组 ３０ １（３．３３） ５（１６．６７） ７（２３．３３） １０（３３．３３） １３（４３．３３）
观察组 ３０ １（３．３３） ２（６．６６） ４（１３．３３） ５（１６．６７） ５（１６．６７）

３　讨论
３１　ＭＶ患者发生ＶＡＰ的主要因素分析　ＭＶ患者由于人工
气道的建立，破坏了呼吸道正常的生理结构，患者口咽部抵抗

力下降，增加了细菌定植、感染的机会。下呼吸道的屏障也直

接受损。当给予机械通气时，气囊上方通过声门与口腔相通分

泌物多，更易发生误吸。这些误吸物往往滞留于气囊上，对于

行气管切开的患者如果气囊压力过低，含有大量微生物的分泌

物就有可能通过气囊与气管间隙进入下呼吸道，徐婷婷等［６］提

示对于行声门下吸引的气管切开患者至少每３～４ｈ要进行１
次气囊压的监测和校正。最佳的气囊压既不损伤气道黏膜又

可有效地封闭气道，阻止分泌物下行进入下呼吸道，从而降低

ＶＡＰ的发生率。有研究报道气管插管气囊上滞留物的误吸是
ＶＡＰ发生的重要原因［７］。

３２　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在ＶＡＰ预防中的重要性　以
循证医学为依据的ＶＡＰ防治指南［４］应用持续声门下吸引技术

作为防治ＶＡＰ的方法已获得肯定。但常规吸痰方法难于到达
气囊上方吸取滞留物，使得清除气囊上方滞留物较为困难。本

研究对气囊上方分泌物进行持续的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能

有效清除滞留在气囊上方的分泌物，从而减少了分泌物下行而

发生感染；ＭｕｓｃｅｄｅｒｅＪ等［８］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认为通过

可冲洗气管导管实施囊上滞留物引流可以降低ＶＡＰ的发生率，
促进临床的治疗效果。王莹等［９］报道认为未行囊上滞留物引

流组４ｄ内ＶＡＰ的发生率为４７．７％，而经过囊上滞留物引流组
４ｄ内ＶＡＰ的发生率为 １６．７％，结合声门下冲洗组的 ４ｄ内
ＶＡＰ的发生率进一步降低。而且，使用可吸引气管切开导管行
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较普通的气管切开导管吸痰更加

充分，能够保证有效地进行囊上滞留物的引流及清除。本研究

表明，两组患者ＭＶ第３～７天 ＶＡＰ发生率观察组显著低于对
照组。

在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２００６年制定的 ＭＶ临床应用
指南中，明确指出：有人工气道的患者在条件允许时应进行持

续声门下吸引。本次研究中把 ＶＡＰ发生率作为观察持续声门
下吸引技术有效性的一项指标，以３～７ｄ作为观察时间。由表
２可见，观察组ＶＡＰ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经过统计学分析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表明，使用持续声门下吸引加间断冲洗可以更好地

清除气囊上滞留物，从而降低了 ＶＡＰ发生率。ＶＡＰ的发生率
的降低可以提高危重症患者的治愈率，最终降低危重症患者的

病死率［１０］。此法可操作性强，在 ＩＣＵ患者中值得进一步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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