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专家论坛·

上海市不同地区家庭医生满意度分析（待续）
鲍勇，栾晶，梁颖，张安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家庭医生满意度情况。方法　本课题对上海市三个地区社区医生进行了调查，采用现
场调查方法。结果　本次调查表明：全科医生对于政策的满意程度，各个区域不同年龄阶层的家庭医生普遍对政
策表示一般；全科医生对社会环境的满意度方面一般的比例较高，但是年龄越大满意度比例较低；全科医生对工

作环境的满意度方面表现一般，职称高的人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反而较低；家庭医生对个人发展满意度（包括个

人技术水平、经济收入水平等）方面表现也一般。结论　①提高家庭医生政治待遇；②提高家庭医生社会待遇；
③提高家庭医生经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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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医生服务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最好卫生服务之
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家庭医生服务较好的国家，无论

是卫生服务总费用还是居民健康水平，都有很好的体

现。中国在近几年特别是北京上海市已经明确提出家

庭医生制服务，因此家庭医生的满意度已经是家庭医

生制度服务的重中之重。为了解上海市家庭医生目前

满意度情况并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提出政策建

议，进行本次研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为更好地使本研究有代表性，选择了
上海市城区、城乡（郊）结合区和郊区３个区的医务人
员１３４８人，有效回答１１４２份，回收率８５％，见表１。
１２　研究内容　主要是从政策满意、社会环境满意、
工作环境满意、个人发展满意和总体满意方面进行了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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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结　果
２１　家庭医生对政策的满意度　全科医生对于政策
的满意程度，各个区域不同年龄阶层的家庭医生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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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对政策表示一般，其中城区的家庭医生有超过２０％
表示不满意，虽然普遍对政策表示一般满意和满意，其

中研究生学历有超过一半的人对政策表示满意，而初

中生却有超过２０％的人认为对政策不满意。但是称
职的满意度分布却与学历不同，有将近２０％的无职称
医生认为非常满意，而只有不到１０％的高级职称认为
非常满意。详见表２。

表１　家庭医生样本以及分类分析

项目 总数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区域 １３４８ 城郊结合区 ６７９ ５０．３
城区 ４４７ ３３．２
郊区 ２２２ １６．５

性别 １２８９ 男 ３４５ ２６．８
女 ９４４ ７３．２

年龄 １２６８ ２１～３０岁 ４０７ ３２．１
３１～４０岁 ５０９ ４０．１
４１～５０岁 ２１０ １６．６
５１～６０岁 １４２ １１．２

学历 １３１９ 初中 １３ １．０
高中 ２８５ ２１．６
大学 １００４ ７６．１
研究生 １７ １．３

职称 １２７５ 无职称 ２８ ２．２
见习期 １９ １．５
初级 ５８３ ４５．７
中级 ５８５ ４５．９
高级 ６０ ４．７

工作年限 １３００ ２年以下 ７０ ５．４
２～５年 １９２ １４．８
５～１０年 ３５９ ２７．６
１０年以上 ６７９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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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家庭医生对社会环境的满意度分析　全科医生
对社会环境的满意度方面：①区域之间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其中郊区的满意度较高，城乡结合区次之，城

区最差。②年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１～４０岁

这一年龄段的人满意度较低；③学历高的人，社会环境
的满意度相对较低；④职称高的人满意度反而较低；
⑤工作时间越长的人，满意度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３。

表２　家庭医生对政策的满意度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非常需要 需要 一般 无所谓 不需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２８６ 城乡结合区 ３４（５．５） ２４４（３９．２） ２７３（４３．９） １２（１．９） ５９（８．７） ７６．９１０ ０．０００
城区 ３０（６．８） ９６（２１．７） ２０６（４６．６） ６（１．４） １０４（２３．５）
郊区 １５（６．８） ９４（４２．３） ９４（４２．３） ３（１．４） １６（７．２）

年龄 １１８４ ２１～３０岁 ２４（６．３） １５８（４１．４） １６５（４３．２） ６（１．６） ２９（７．６） ３８．５８２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２３（４．７） １３７（２８．１） ２３７（４８．６） ７（１．４） ８４（１７．２）
４１～５０岁 ２０（９．８） ６４（３１．４） ８６（４２．２） ６（２．９） ２８（１３．３）
５１～６０岁 ８（５．７） ４８（３４．３） ６０（４２．９） １（０．７） ２３（１６．４）

学历 １２６１ 初中 ０（０） ５（４１．７） ４（３３．３） ０（０） ３（２５．０） ４４．２１８ ０．０００
高中 ２８（１０．３） １２２（４４．９） ９２（３３．８） ４（１．４） ２６（９．６）
大学 ４７（４．９） ２９８（３１．０） ４５９（４７．７） １６（１．７） １４２（１４．８）
研究生 ０（０） ８（５３．３） ４（２６．７） １（６．７） ２（１３．３）

职称 １２２０ 无职称 ５（１８．５） ９（３３．３） ８（２９．６） ０（０） ５（１７．９） ３９．９１８ ０．００１
见习期 １（５．６） ６（３３．３） １０（５５．６） １（５．３） ０（０）
初级 ３５（６．３） ２００（３６．２） ２５２（４５．７） ８（１．４） ５７（１０．３）
中级 ２６（４．６） １８４（３２．６） ２５７（４５．６） １１（２．０） ８６（１５．２）
高级 ５（８．５） １５（２５．４） ２０（３３．９） １（１．７） １８（３０．５）

工作年限 １２４３ ２年以下 ５（７．７） ３１（４７．７） ２４（３６．９） ０（０） ５（７．７） ３２．４３８ ０．０００
２～５年 １３（７．３） ６８（３８．２） ７５（４２．１） ５（２．８） １７（９．６）
５～１０年 １９（５．５） １４１（４０．５） １４４（４１．４） ３（０．９） ４１（１１．８）
１０年以上 ３７（５．７） １８４（２８．２） ３１１（４７．７） １２（１．８） １０８（１６．６）

表３　家庭医生对社会环境的满意度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非常需要 需要 一般 无所谓 不需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２８５ 城乡结合区 ２９（４．７） ２２３（３５．９） ２８８（４６．３） １０（１．６） ７２（１１．６） ８５．８０２ ０．０００
城区 ２４（５．４） ９７（２２．０） １８８（４２．６） ４（０．９） １２８（２９．０）
郊区 ２２（９．９） ７４（３３．３） １０６（４７．７） ２（０．９） １８（８．１）

年龄 １２１３ ２１～３０岁 ２３（６．０） １４９（３９．０） １６４（４０．３） ４（１．０） ４２（１１．０） ４２．９５６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０岁 ２０（４．１） １１９（２４．４） ２３９（４９．１） ６（１．２） １０３（２１．１）
４１～５０岁 ２１（１０．３） ５７（２７．９） ８４（４１．２） ４（２．０） ３８（１８．６）
５１～６０岁 ７（５．０） ４５（３２．１） ６６（４７．１） ２（１．４） ２０（１４．３）

学历 １２６１ 初中 １（８．３） ５（４１．７） ３（２５．０） ０（０） ３（２５．０） ４９．００９ ０．０００
高中 ２８（１０．３） １１３（４１．５） １０２（３７．５） ４（１．５） ２５（９．２）
大学 ４３（４．５） ２６８（２７．９） ４５９（４７．７） １１（１．１） １８１（１８．８）
研究生 ０（０） ５（３３．３） ７（４６．７） １（６．７） ２（１３．３）

职称 １２１９ 无职称 ３（１１．１） １１（４０．７） ７（２５．９） １（３．７） ５（１７．９） ３５．０４５ ０．００４
见习期 １（５．３） ７（３８．９） １０（５２．６） ０（０） ０（０）
初级 ３２（５．８） １８５（３３．５） ２５９（４６．９） ７（１．３） ６９（１２．５）
中级 ２８（５．０） １５８（２８．１） ２５８（４５．８） ６（１．１） １１３（２０．１）
高级 ５（８．５） １４（２３．７） ２０（３３．９） １（１．７） １９（３２．２）

工作年限 １２４２ ２年以下 ３（４．６） ３０（４６．２） ２６（１０．０） １（１．５） ５（７．７） ２７．７４３ ０．００６
２～５年 １１（６．２） ６３（３５．４） ８０（４４．９） ２（１．１） ２２（１２．４）
５～１０年 ２１（６．１） １２５（３６．０） １４８（４２．７） ３（０．９） ５０（１４．４）
１０年以上 ３５（５．４） １６９（２５．９） ３０６（４６．９） １０（１．５） １３２（２０．２）

２３　家庭医生对工作机构环境的满意度分析　全科
医生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方面：①区域之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其中郊区的满意度较高，城乡结合区次

之，城区最差。②年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１～
４０岁的人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较差，２１～３０岁的人对
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最高；③高中学历的人对工作环境
的满意度最高，初中文化的满意度最低且对工作环境

抱有无所谓态度的人最多；④职称高的人对工作环境
的满意度反而较低；⑤工作年限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４。

２４　家庭医生对个人发展的满意度分析　全科医生
对个人发展的满意度方面：①区域之间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其中郊区的满意度较高，城乡结合区次之，城

区最差。②年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１～３０岁
的人对个人发展的满意度较高，３１～４０岁的人最不满
意自己的个人发展；③初中学历的人对个人发展的满
意度最高；④职称高的人对个人发展的满意度较低；⑤
工作年限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工作时间长的人

对个人发展的满意度不高。见表５。（待续２０１４年第１２
卷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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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讲堂·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原则
屈洪党

主讲人简介：屈洪党，男，神经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任华东六省一市电生理学会委

员，安徽省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

心同治协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委及痴呆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蚌埠市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学术任职。从事神经病学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达３０年，带领科室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
疗法，如脑血管病介入诊治、副肿瘤综合征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干细胞原位移植治疗梗死、诱发电位对ＴＩＡ后转归
为脑卒中患者风险预防的价值等。擅长脑血管疾病、癫痫、周围神经病、帕金森疾病等的诊治。先后主持和参与

省、厅级课题多项，发表论文３０余篇，副主编著作２部，参编“十二五”卫生部规划教材１部，为多家杂志审稿人，
２００３年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
内容预告：本刊２０１４年７～９期邀请屈洪党教授就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原则、意识障碍的分类及鉴别诊断、脑血管
疾病的危险因素及预防三方面内容作专题讲座，对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诊断、治疗此类疾病有指导作用。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是一科学的认识过程。神经
内科医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某种疾病是否为神

经系统疾病或病变是否主要累及神经系统。许多其他

系统疾病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症状，某些神经系统疾病

也可能以其他系统或器官的症状作为主诉。因此，临

床医师在确定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时，必须要全面地、

认真地、客观地分析各种临床及检查资料，强调整体观

念，避免只见局部而忽视整体。以严谨、科学的原则，

根据病史、体格检查结果，结合化验及辅助检查做出诊

断。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可概括为以下３个步骤。

１　全面占有临床资料
　　养成全面细致的习惯，通过详尽的病史问询、细致
的神经系统检查及必要的辅助检查，收集可靠翔实的

临床资料。病史采集及体格检查是神经系统疾病诊断

的关键。尤其是病史采集，超过任何检查手段，对于某

些神经系统疾病，病史可能是诊断的唯一线索和依据，

而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只是为了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

性，如三叉神经痛、晕厥以及原发性癫痫发作等。

病史采集中应注意：①完整性。尽量不要打断患
者叙述的过程，必要时可做适当引导，让患者按症状出

现的先后顺序描述症状的发生和演变，阳性症状和重

要的阴性症状都要记录。②客观真实性。询问过程
中，医生应注意患者所提供病史的可靠性，应加以分析

和向亲属等进一步核实。③重点突出。尽量围绕主诉
进行提问，避免不必要的赘述。④避免暗示。询问病
史过程中，不要进行诱导性的询问，更不可让患者认同

自己的主观推测。

神经系统常见症状包括头痛、疼痛、眩晕、抽搐、感

觉异常、瘫痪、视力障碍、睡眠障碍和意识丧失等，应重

点询问。如头痛应注意询问疼痛部位、发生形式、性质、

加重因素、程度、伴随症状及先兆症状等；再如睡眠障

碍，应问清是思睡还是失眠，如有失眠，是入睡困难还是

早醒，是否有呼吸暂停、多梦及睡梦中不自主运动等。

２　定位诊断
　　从神经系统损害后出现的症状和体征，运用神经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解剖、生理、病理知识推断病损部位。首发症状常常有

助于提示病变的部位，对判断病变的性质也有帮助。

首先分析病损水平是否是中枢性、周围性、肌肉或系统

性疾病的并发症。根据病损范围将神经系统的病变部

位分为局灶性、多灶性、弥漫性和系统性。局灶性病变

指神经系统的单一局限部位受累，如脑梗死、脑肿瘤、

面神经麻痹等。多灶性病变指病变分布部位在两个或

两个以上，如多发性脑梗死、多发性硬化等。弥漫性病

变指病变部位分布比较弥漫或比较对称，如病毒性脑

炎等。系统性病变常系统性的破坏某些神经功能系统

或某些传导束，如运动性神经元病等。原则上尽量以

一个局限病灶来解释患者的全部临床表现，如不合理，

则再考虑为弥漫性或多灶性。

定位诊断时需注意并非所有定位体征均对应有相

应的病灶；另外，神经系统疾病发病初始及进展中的出

现的症状并不代表真正的病灶水平；还有应注意患者

可能存在某些跟神经系统症状相同或类似的先天性的

异常；最后，我们经常在临床上碰到这样一些患者，无

任何既往病史，神经系统检查也没发现有意义的症状

和体征，但却意外从ＣＴ或ＭＲＩ发现脑部病变，例如无
症状性脑梗死。

定位诊断时以神经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知识为

基础，以患者诊治和体征等临床资料为线索，适当检查

结果为辅助，最后确定神经系统损害的部位。神经系

统不同部位病变都有其特点。

２１　大脑半球　刺激性病灶常可引起癫痫发作，破坏
性病灶可造成神经系统的缺失症状或体征。一侧大脑

半球出现病变可引起病灶对侧偏身瘫痪、偏身感觉障

碍、偏盲等。额叶损害主要表现为强握反射、局限性癫

痫、表达性失语失写、认知障碍等症状；顶叶损害主要

为中枢性感觉障碍、失读、失用等；颞叶损害主要表现

为感觉性失语、象限盲、精神运动性癫痫等；枕叶损害

主要表现为视野缺损、皮质盲、癫痫发作伴视觉先兆

等。此外，半球深部基底节若受到损害，可以出现肌张

力改变、运动异常、震颤等锥体外系症状。

２２　脑干　若病变在一侧中脑和脑桥，则出现病侧周
围性脑神经麻痹和对侧肢体瘫的交叉性运动障碍；若

在一侧延髓，则出现病侧面部及对侧偏身痛温觉减退

的交叉性感觉障碍。脑干两侧或弥漫性损害时常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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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瘫、双侧锥体束征及脑干上行性网状激活系统受

损而引起的意识障碍。

２３　小脑　小脑病变常引起小脑性共济失调、眼球震
颤、构音障碍及肌张力降低等。小脑蚓部和半球病变

可分别引起躯干和同侧肢体的共济失调。小脑急性病

变较慢性小脑病变症状明显，因后者可发挥代偿机制。

２４　脊髓　脊髓的半侧损害，可出现脊髓半切
（ＢｒｏｗｎＳｅｑｕａｒｄ）综合征，表现为病变平面以下对侧
痛、温觉减退或丧失．同侧上运动神经元性瘫痪和深感
觉减退或丧失。横贯性脊髓损害常出现损伤平面以下

完全的或不完全的截瘫或四肢瘫，传导束型的感觉障

碍和括约肌功能障碍等运动、感觉和自主神经三大功

能障碍。脊髓损害的范围可依据运动障碍、感觉障碍

的最高平面、深浅反射的改变和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

大致确定。另外，还有脊髓的选择性损害，如亚急性联

合变性仅有锥体束及后索损害症状，又如肌萎缩侧索

硬化症可出现锥体束和前角损伤症状。脊髓受损的部

位、性质、起病缓急等因素与其症状、体征、演变过程是

紧密联系的。

２５　周围神经　周围神经受损后可出现相应支配区
内运动、感觉和自主神经症状，如下运动神经元性瘫

痪、腱反射减弱或消失、感觉障碍和自主神经障碍等。

不同部位和程度的脊神经损害可出现不同的症状体

征，或以感觉症状为主，如股外侧皮神经炎仅股外侧皮

肤疼痛、麻木或感觉缺失；或以运动症状为主，如桡神

经麻痹感觉障碍较轻，主要表现垂腕。多发性神经病

的运动、感觉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则呈四肢远端对称

性。

２６　肌肉病变　肌肉是运动效应器，按病变部位可分
为肌肉本身病变和神经肌肉接头处病变。肌无力是
最常见的症状，另外还有肌肉萎缩、肌肉假性肥大及肌

痛等，无明显的感觉障碍。

３　定性诊断
　　定性诊断目的是确定疾病的病因，是建立在定位
诊断的基础上，根据患者主要的症状体征结合神经系

统检查及辅助检查，对病变性质作出判断。不同类型

神经系统疾病有各自不同的演变规律。

现将神经系统几类主要疾病的临床特点列述于

下，为临床定性所参考。

３１　脑血管病　起病急骤。神经功能缺失症状在发
病后数分钟至数天达到高峰。多见于既往常有高血

压、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糖尿病及高脂血症等病史

的中老年人。神经系统症状表现为头痛、头晕、呕吐、

肢体瘫痪、意识障碍、失语等。脑动脉瘤或血管畸形未

破裂前可无任何症状，如年轻患者突然出现头痛、脑膜

刺激征者可考虑本病，ＣＴ、ＭＲＩ、ＤＳＡ等影像学检查有
助于病因诊断。

３２　感染性疾病　起病多呈急性或亚急性，病情多于
数日至数周内至高峰，少数患者病情在数小时至１～２
ｄ达高峰，呈暴发型起病。伴有畏寒发热、外周血白细
胞增加或血沉增快等全身感染中毒的症状，神经系统

检查显示播散性病变。外周血和脑脊液的微生物学、

免疫学、寄生虫学等有关检查可发现特异性或非特异

性炎症变化及病原学证据。

３３　变性病　起病及病程进展缓慢，呈进行性加重，
主要侵犯某一系统。如阿尔茨海默病主要侵犯大脑皮

层，主要表现为认知障碍。帕金森病主要累及中脑黑

质单胺神经元，以肌张力增高和运动障碍为主要表现。

通常发生于老年人，如阿尔茨海默病常于６０岁以后起
病。但有些变性病也可见于青壮年，如运动神经元病。

３４　脱髓鞘疾病　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起病通常呈
急性或亚急性。病程呈缓解和复发交替，病灶分布弥

散。某些病例起病缓慢并进行性加重，如脊髓型多发

性硬化等。脑脊液、ＭＲＩ及视听诱发电位检查有助于
确定病灶性质。

３５　肿瘤　多起病缓慢，病情呈进行性加重。但某些
恶性肿瘤或转移瘤发展迅速，病程较短。颅内肿瘤除

头痛、呕吐、视乳头水肿等颅内压增高的征象外，也常

出现局灶性症状体征，如肢体麻木和瘫痪、癫痫发作

等。除原发肿瘤外，还应注意部分颅内转移癌可无局

灶性神经症状，脑脊液检查可有蛋白含量增加，有时可

检出肿瘤细胞，颅脑 ＣＴ、ＭＲＩ检查有确诊价值。有时
还应根据需要作颅脑以外部位的等检查以发现转移瘤

的原发灶。

３６　外伤　多有外伤史，起病较急。值得注意的是，
老年人虽无明确外伤史或外伤较轻，但经过一段时间

后会出现神经系统的症状体征，如慢性硬膜下血肿。

要详细询问外伤经过，以区别其是否先发病而后受伤，

如癫痫发作后或脑卒中后的头部外伤。Ｘ线及 ＣＴ检
查可发现颅骨骨折、脊柱损伤或脑挫裂伤等。

３７　代谢和营养障碍性疾病　患者或患有代谢障碍
疾病，或有引起营养或代谢障碍的病因，如偏食、呕吐、

胃肠切除术后等。通常发病缓慢，病程较长，除神经系

统症状外常有其他脏器如肝肾等损害证据。代谢和营

养障碍引起的神经症状常较固定，如维生素Ｂ１缺乏常
发生多发性神经病，维生素 Ｂ１２缺乏发生亚急性联合
变性等。

３８　中毒　患者可有杀虫剂、重金属等接触史，癌症
放化疗、ＣＯ中毒史，药物滥用或长期大量服药史，如苯
妥英钠、减肥药等。诊断中毒时必须结合病史调查及

必要的化验检查方能确定。起病可呈急性或慢性，可

出现急慢性脑病、多发性神经病、共济失调等症状和体

征。

３９　产伤、先天异常及遗传性疾病　临床上常见的围
产期损伤有缺血缺氧性脑病、颅内出血等，病情轻者可

无任何症状，严重时出生后常见嗜睡、痫性发作、呼吸

困难等。出生前数周或数月有缺氧损害，出生时或生

后即出现慢性脑病表现。神经系统遗传病发病多在儿

童及青年期，患者常有家族史。

３１０　系统性疾病伴神经系统损害　神经系统症状定
位与系统疾病有密切关系。许多内分泌疾病、心血管

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脏或肾脏病等均可并发神经系

统损害。可同时出现脑、脊髓、周围神经、肌肉等损害，

或不同症状的组合，起病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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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８５例心率变异性与冠心病关系的临床研究
李妍妍，洪大庆

摘要：目的　既往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的心率变异性减低明显，本研究应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探讨心率变
异性与冠心病的关系。方法　选取３５例经冠状动脉造影或双源冠脉ＣＴ检查诊断为冠心病的患者为观察组研究
对象，另选５０例经双源冠脉ＣＴ、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无明显冠脉血管病变者为对照组，对所有研究对象即８５例
患者均进行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对 ２组的心率变异性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包括 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
ｐＮＮ５０、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和ＳＤＡＮＮ。结果　对照组的 ＳＤＮＮ为（１２８．３２±４２．２７）ｍｓ，ＲＭＳＳＤ为（４９．２９±１９．７５）ｍｓ，
ｐＮＮ５０为（１４．８６±１６．６７）％，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为（４９．０７±３３．６９）ｍｓ，ＳＤＡＮＮ为（１０２．６１±３５．０２）ｍｓ，冠心病组的
ＳＤＮＮ为（９８．８４±２５．７６）ｍｓ，ＲＭＳＳＤ为（４３．０７±２１．８１）ｍｓ，ｐＮＮ５０为（５．４２±５．６２）％，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为（３１．４２±
１０．９９）ｍｓ，ＳＤＡＮＮ为（８９．３７±２４．０６）ｍｓ。冠心病组的心率变异性指标 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和
ＳＤＡＮＮ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冠心病患者的心率变异性明显降低，可能
与其迷走神经功能受损有关。采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来进行心率变异分析，是一项进行心脏自主神经张力检测
的无创技术，可用于评估冠心病患者自主神经系统损伤及其程度。

关键词：心率变异；冠心病；迷走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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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ＳＤＡＮ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ＤＮＮｗａｓ（１２８．３２±
４２．２７）ｍｓ，ＲＭＳＳＤｗａｓ（４９．２９±１９．７５）ｍｓ，ｐＮＮ５０ｗａｓ（１４．８６±１６．６７）％，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４９．０７±３３．６９）ｍｓ，
ＳＤＡＮＮｗａｓ（１０２．６１±３５．０２）ｍ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Ｄｇｒｏｕｐ，ＳＤＮＮｗａｓ（９８．８４±２５．７６）ｍｓ，ＲＭＳＳＤｗａｓ（４３．０７±２１．８１）
ｍｓ，ｐＮＮ５０ｗａｓ（５．４２±５．６２）％，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３１．４２±１０．９９）ｍｓ，ＳＤＡＮＮｗａｓ（８９．３７±２４．０６）ｍｓ．ＳＤＮＮ，
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ＳＤＡＮＮｉｎｔｈｅＣＨＤｗｅｒ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ＨＲＶ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ＣＨ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ｅｒｈａｐ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ｖａｇｕｓｎｅｒｖｅ．ＴｈｅＨＲＶ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２４ｈｏｕ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ｃｈｏ
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ｍｉｓａ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ｃａｒｄｉａｃ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ｒｖ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ｕｔｏ
ｎｏｍｉｃｎｅｒｖ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ｔｉｎＣＨ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Ｖａｇｕｓｎｅｒｖｅ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
和病死率也逐年升高，并有患者年轻化趋势。冠心病，

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是指脂质沉积在原来

光滑的冠状动脉血管内膜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病变，使冠状动脉狭窄或堵塞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心率变异性（ＨＲＶ）是指通过窦性心律不齐的程度，即
逐次心动周期间的时间细小变化，来反映自主神经系

统的活性，定量评估心脏的交感与迷走神经张力及其

平衡性，从而判断其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已逐渐成为

预测心脏性猝死和心律失常的一个有效指标［１］。ＨＲＶ
发生基础是自主神经对心率的调节作用，因为迷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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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科
通讯作者：李妍妍，Ｅｍａｉｌ：ｌｙｙｎｊｍｕ１２３＠１２６．ｃｏｍ

经对心脏调节占主导地位，所以当迷走神经功能无异

常或张力增强时，ＨＲＶ正常或较高，反之，迷走神经功
能遭到损害时，ＨＲＶ值降低。冠心病患者由于冠状动
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ＨＲＶ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从
而影响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常伴有心律失常和猝死的

发生［２３］。本实验通过探讨冠心病患者 ＨＲＶ特点，来
观察冠心病患者自主神经是否受损及其程度，进一步

指导冠心病患者的临床治疗。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该项研究经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调查患者均知情同意。

所有的研究病例均来自２０１３年７—１１月期间，在南京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科住院治疗的患者，所有

患者均知情同意，其中３５例观察组研究对象为经冠状
动脉造影或双源冠状动脉 ＣＴ检查诊断为冠心病的患
者，其中男性 ３０例，女性 ５例，年龄 ６１～９１岁，平均
（７８．２６±８．９１）岁。另外选取同期在我科住院治疗的

·７１０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２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５０例经双源冠状动脉 ＣＴ、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无明
显冠脉血管病变者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３７例，女性１３
例，年龄３６～９３岁，平均（７３．６４±１４．３９）岁。入选病
例排除标准：非窦性心律患者，包括房颤、房扑、起搏器

植入者等；房室传导阻滞、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及异位与

窦性心律比值超过１０％的患者、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的
记录中出现过多伪差、记录时间不满２４ｈ者、严重肝
肾功能不全、急性心肌梗死、病毒性心肌炎、慢性心功

能不全、甲状腺功能障碍者。

１２　ＨＲＶ分析　对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２４小时动
态心电图检查，采用１２通道Ｈｏｌｔｅｒ检测系统（Ｓｐａｃｅｌａｂ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Ｌｔｄ．）及 Ｉ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ｏＨＲＶ分析软件（ｄｅｌｍ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ｔｄ．），连续记录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取得各
组ＨＲＶ时域指标数据。时域指标包括：２４ｈ记录的连
续正常ＲＲ间期的标准差称为 ＳＤＮＮ；２４ｈ连续记录
的正常ＲＲ间期差值的均方平方根为 ＲＭＳＳＤ；２个相

邻ＲＲ间期差＞５０ｍｓ心率数占所总心率数的百分比
为ｐＮＮ５０；２４ｈ每连续５ｍｉｎ时间段测量的正常 ＲＲ
间期标准差均数为 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２４ｈ内每连续５ｍｉｎ
时间段测量的平均正常ＲＲ间期的标准差为ＳＤＡＮＮ。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的全部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统
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采用（ｘ±ｓ）表示；２
组均数间的比较用ｔ检验，２组计数资料间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冠心病组与对照组之间年龄、性别，合并２型糖尿
病、原发性高血压病史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与对照组相比，冠心病组 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
ｐＮＮ５０、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和 ＳＤＡＮＮ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间的ＨＲＶ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

（男／女）
合并２型糖
尿病比例

合并原发性

高血压比例

ＳＤＮＮ
（ｍｓ）

ＲＭＳＳＤ
（ｍｓ）

ｐＮＮ５０
（％）

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
（ｍｓ）

ＳＤＡＮＮ
（ｍｓ）

对照组 ５０ ７３．６４±１４．３９ ３７／１３ １６／３５ ２９／３５ １２８．３２±４２．２７ ４９．２９±１９．７５ １４．８６±１６．６７ ４９．０７±３３．６９ １０２．６１±３５．０２
冠心病组 ３５ ７８．２６±８．９１ ３０／５ １５／５０ ３５／５０ ９８．８４±２５．７６ａ４３．０７±２１．８１ａ ５．４２±５．６２ａ ３１．４２±１０．９９ａ ８９．３７±２４．０６ａ

Ｐ值 ０．０８００ ０．５８００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本研究选取３５例慢性冠心病患者和５０例非冠心
病患者为对照，应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技术，观察到
冠心病患者的 ＨＲＶ指标包括 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
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和 ＳＤＡＮＮ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１），提示冠心病患者的迷走神经功能受
损，交感神经张力增加。既往研究表明，年龄、性别、２
型糖尿病、高血压、病毒性心肌炎、慢性心功能不全等

疾病可能影响 ＨＲＶ［４７］，当前的研究表明，两组的年
龄、性别、合并２型糖尿病、高血压病史的比例没有统
计学差异，而且排除了病毒性心肌炎、慢性心功能不

全、甲状腺功能障碍等危险因素对ＨＲＶ与冠心病关系
研究的干扰。心脏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双重支

配：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时心率增快，被认为是心脏的

加速神经；副交感神经奋性增加时心率减慢，被认为是

心脏的减速神经。既往研究发现，乙酰胆碱对心率的

减速作用强于去甲肾上腺素对心率的加速作用，即心

脏的支配以副交感神经占优势。２０１１年，杨晓云等也
发现迷走神经对心脏的调节作用强于交感神经，起到

主导地位［７］。

在ＨＲＶ时域指标中，ＳＤＮＮ、ＳＤＡＮＮ和 ＳＤＮＮｉｎ
ｄｅｘ主要反映交感和迷走神经总张力大小，以综合评价
心脏自主神经系统受损和恢复的总体指标［９］。其中

ＲＭＳＳＤ和ｐＮＮ５０主要反映 ＨＲＶ的快变化，即迷走神
经张力的敏感指标，迷走张力降低时其值降低［１０］。

ＳＤＡＮＮ则主要反映 ＨＲＶ的慢变化，即交感神经张力
大小。而 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主要代表短时程交感或迷走神
经张力大小［１１］。冠心病患者 ＨＲＶ降低，反映交感神

经张力增高，可导致室颤阈的降低，其可能机制为在心

肌缺血、缺氧、心室重建等改变的刺激下，心脏感受器

通过交感副交感、交感交感、心心等反射活动使交感
神经的张力明显增高，副交感神经活动明显遭到抑制，

而且造成窦房结对神经体液调节敏感性显著下降。
另外，心肌缺血时可能存在去甲肾上腺素的外溢，使血

浆儿茶酚胺浓度升高，引起电化学耦联机制、受体敏感

性及突触后信息传导等改变。而且，ＨＲＶ降低的程度
与冠脉狭窄的严重程度相关，冠脉越狭窄，ＨＲＶ越低，
反之亦然［１１］。

２０１３年，吴群玫等［１２］发现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性治

疗后３个月的冠心病患者ＨＲＶ明显改善，而且明显优
于同期药物治疗组，由此说明介入治疗比药物可更好

地改善心肌缺血，增强患者的迷走神经活性，减弱患者

的交感神经活性，降低猝死率，改善远期预后。２０１３
年，柳诗浩等［１３］探讨了冠心病患者心率变异性临床意

义，他们通过对 ７５例冠心病者与 ６２例健康人进行
２４ｈ心电图监测，然后对其心率变异性各项指标进行
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冠心病组的心率变异指标如

ＳＤＮＮ、ＳＤＡ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值均不同程度的低于健
康人组，冠心病组房性心律失常、室性早搏及心肌缺血

等检出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张颖等［１４］发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ＨＲＶ参
数显著增大，慢性稳定型冠心病的ＨＲＶ参数较正常人
减小，这与急性心肌梗死时的心脏应激保护有关，ＨＲＶ
升高可减少室颤等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有关，而随着

心肌梗死恢复较长时间后，ＨＲＶ又逐渐下降。华月霞
等［１５］研究高血压、冠心病及心律失常在临床上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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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发现，和健康人比较，冠心病及高血压并发冠心病

的自主神经功能严重受损，更易出现复杂室性心律失

常，而迷走神经张力降低和交感神经紧张性相对增高

则是造成该种类患者心率变异性降低和心律失常的重

要原因。在我们当前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为排除了急

性心肌梗死的慢性稳定型冠心病患者，本研究与张颖

等的研究结果类似。２０１４年，崔璐琦等也发现，与身
体健康人群相比，冠心病患者的心率变异指标明显降

低，提示冠心病患者自主神经功能减弱，更容易发生室

性心律失常事件［１６］。因此，α及 β受体阻滞剂应用于
冠心病患者，可拮抗交感神经兴奋，改善 ＨＲＶ，减少心
律失常的发生，作为冠心病患者常规双ＡＢＣＤＥ二级预
防治疗的不可或缺的药物之一。

性别、年龄、早发性冠心病家族史、吸烟、高血压、

高脂血症、糖尿病、肥胖等均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本

研究发现ＨＲＶ也可以作为独立于上述危险因素之外
的的预测冠心病事件的危险因素。因为 ＨＲＶ结果可
用来预测患者是否有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因

此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已经成为一种临床常用的无创
性的检查自主神经有无损伤的方法。一般认为，心肌

的电稳定性依赖于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和体液调节

之间的平衡，冠心病患者的交感神经张力增高，副交感

神经张力降低，交感与副交感之间的神经张力失去平

衡，从而导致心电不稳定，心室颤动的阈值下降，易诱

发心律失常和猝死［１７］。当冠心病患者的 ＨＲＶ显著减
低，常预示着副交感神经功能受损，心电活动失衡，心

律失常的风险极大地增加，甚至将出现恶性心律失常、

心源性猝死等意外，而且心律失常的严重程度与 ＨＲＶ
的降低趋于正比关系［１１］。研究表明，心率变异性与心

脏性猝死之间存在确切的关系，在心率变异性指标中，

心率变异性高度抑制指 ＳＤＮＮ＜５０ｍｓ，心率变异性中
度抑制指ＳＤＮＮ＜１００ｍｓ。如果心率变异性受到抑制，
则提示心脏性猝死的风险增加。一项由８０８例急性心
梗患者参与的研究发现，急性心梗患者出院前ＳＤＮＮ＜
５０ｍｓ，与ＳＤＮＮ＞５０ｍｓ患者相比，１年后病死率明显
增加［１８］。

况月怀等［１９］探讨了胺碘酮在心率变异方面对治

疗冠心病患者的心律失常的作用，他们选择了１００例
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分为两组即试验组与对照组，每

组均５０例，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率变异指标，他们发现
胺碘酮能够通过提高患者心率变异指标，从而明显改

善冠心病患者心律失常症状，大幅降低冠心病患者死

亡人数。而且，他们发现此种抗心律失常的效果明显

优于普罗帕酮，他们认为胺碘酮是一种有效的放心的

药物。朱苏航等［２０］采用动态心电图观察与评价了体

外反搏治疗对冠心病心肌缺血总负荷及心率变异性的

影响，他们随机将７０例的冠心病患者分为２组，３５例
为在常规药物基础上加用体外反搏治疗，称为体外反

搏组，另外３５例为常规治疗组，治疗前后均进行动态
心电图检测分析，对比观察心肌缺血和心率变异的相

关指标，结果发现，体外反搏治疗１２周后，体外反搏组
的ＳＴ段压低的次数及其持续时间、心肌缺血总负荷等
指标比常规治疗组均有明显减少及缩短。他们认为体

外反搏疗法能降低心肌缺血总负荷，并改善患者心率

变异性。

鉴于本研究仍是小样本的病例对照研究，将来可

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深入研究其发生机制。总之，２４小
时动态心电图测定 ＨＲＶ是一项无创性检测心脏自主
神经张力的技术，可反映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功能状

况，可用于冠心病患者自主神经系统损伤的评估，从而

指导冠心病的临床治疗。

参考文献
［１］　马东，刘金波．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心律变异性与尿微量白蛋白

相关性分析［Ｊ］．医学临床研究，２００９，２６（１０）：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２］　周发展，王爱萍，孙海燕，等．参松养心胶囊对冠心病患者心率变

和ＱＴ离散度的影响［Ｊ］．江苏实用心电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５）：７６５
７６７．

［３］　姜晓霞，孙婧婧，于晔，等．冠心病患者与动态心电图心率变异性
分析的关系［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３，８（２８）：１８１９．

［４］　李巧惠，童红霞．２型糖尿病患者心律失常检测及心率变异性分析
［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４１（８）：１０７４１０７５．

［５］　张玉凤．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压晨峰与心率变异性和心律失常的
关系探讨［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２５）：２８２４２８２５．

［６］　刘绍先，王宝平，梁中信．病毒性心肌炎患儿心率及心率变异性的
特点分析［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１７（１１）：２２２４．

［７］　李志强．贝那普利联合美托洛尔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疗
效评价［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１７（１３）：７８８１．

［８］　杨晓云，左萍，刘鸣，等．正常人心率减速力与心率变异性的关系
［Ｊ］．临床心电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０（４）：２６４２６６．

［９］　王岩，唐发宽，周英，等．冠状动脉病变对心率变异性的影响［Ｊ］．
四川医学，２０１１，３２（７）：１１３３１１３５．

［１０］　高嵩，吕巍，张仲远，等．３２例冠心病患者心率变异性（ＨＲＶ）指
标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的临床研究［Ｊ］．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０９，
４７（２５）：１２４１２５．

［１１］　马晓倩，银鹏飞，张鸿丽，等．心率变异性与冠心病、年龄的关系：
附１７０例临床样本观察［Ｊ］．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３，１３（７）：
３２８９３２９２．

［１２］　吴群玫，马海龙，孙志君．ＰＣＩ对冠心病患者 ＱＴ离散度和心率变
异性的影响［Ｊ］．辽宁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４）：１７４１７６．

［１３］　柳诗浩．７５例冠心病患者的心率变异性分析研究［Ｊ］．中外医学
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３２）：１８３１８４．

［１４］　张颖，杨智窻，王巍，等．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率变异的观察及敏
感指标的探讨［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３，３３（７）：
９７５９８０．

［１５］　华月霞．１１２１例高血压、冠心病及心律失常患者的相关性分析
［Ｊ］．甘肃医药，２０１３，３２（２）：９４９５．

［１６］　崔璐琦，赵小梅．冠心病患者心率和心率变异及室性心律失常的
探讨［Ｊ］．现代诊断与治疗，２０１４，２６（３）：６２８６２９．

［１７］　张树龙．自主神经与心律失常［Ｊ］．江苏实用心电学杂志，２０１２，
２１（６）：３８９４０７．

［１８］　易远明．急性心肌梗死后心率变异性和心源性猝死危险性的关
系［Ｊ］．河北医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９６２．

［１９］　况月怀，宋香静．胺碘酮对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变异的作用分析
［Ｊ］．吉林医学，２０１３，３４（３０）：６３０２．

［２０］　朱苏航，贾连旺．动态心电图监测评价体外反搏对冠心病患者缺
血总负荷及心率变异的影响［Ｊ］．中国医疗器械信息，２０１３，１９
（７）：６６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１

·９１０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２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全科医学论著·

高氧暴露下早产鼠肺组织 Ｎｒｆ２和 Ｃｙｔｃ的表达及意义
蔡成，陈盛，吕勤，陈赫赫，陈黎丽，吴军华，赵焕虎

摘要：目的　 观察高氧暴露下早产新生大鼠肺组织中的转录因子ＮＦＥ２相关因子２（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２ｒｅ
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２，Ｎｒｆ２）和细胞色素Ｃ（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Ｃｙｔｃ）的动态表达，探讨Ｎｒｆ２和Ｃｙｔｃ的表达变化在高氧肺损伤中
的作用。方法　早产新生 ＳＤ大鼠生后１ｄ随机分为两组：空气组与高氧组。空气组早产鼠置于同一室常压空气
中；高氧组早产鼠持续暴露于常压氧舱中，氧质量浓度 ＞８５％。两组分别于空气或高浓度氧暴露后１、４、７、１０、
１４ｄ提取肺组织标本。采用石蜡包埋切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 （ｈｅｍａｔｏｘｙｌｉｎｅｏｓｉｎ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Ｅ）观察肺组织的病理
学变化。采取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ＰＣＲ）测定 Ｎｒｆ２和
ＣｙｔｃｍＲＮＡ水平的动态表达。结果　①与空气组相比较，高氧暴露４、７ｄ早产鼠肺组织中 Ｎｒｆ２ｍＲＮＡ表达显著
增强，１０ｄ出现下降趋势，１４ｄ明显减弱（Ｐ＜０．０５）。②与空气组相比，高氧暴露１、４ｄ早产鼠肺组织中 Ｃｙｔｃ
ｍＲＮＡ均显著增强（Ｐ＜０．０５），７ｄ始出现下降趋势，但７ｄＣｙｔｃｍＲＮＡ的表达仍稍增强、１０ｄ时减弱，７、１０ｄ时两
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４ｄ显著减弱（Ｐ＜０．０５）。结论　氧化爆发可诱导肺组织中 Ｎｒｆ２与 Ｃｙｔｃ
的异常表达，高氧暴露可能通过上调 Ｎｒｆ２活性，提高机体抗氧化，在减轻高氧肺损伤过程中发挥一定抗氧化作
用；Ｃｙｔｃ在高氧肺损伤细胞凋亡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高浓度氧；早产；肺损伤；Ｎｒｆ２；Ｃｙｔｃ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２．６　Ｒ５６３　Ｒ４４６．６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０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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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ｉｎｇｂ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ｉｎｇｂｏ３１５０１２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２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２（Ｎｒｆ２）ａｎｄ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Ｃ
（Ｃｙｔｃ）ｉ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ｎｅｗｂｏｒｎｒａｔｓ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Ｎｒｆ２ａｎｄＣｙｔｃ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
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ｅｄａｙｏｌｄｐｒｅｔｅｒｍＳＤｒａ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ａｉｒｇｒｏｕｐ．Ｈｙ
ｐｅｒｏｘ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ｏｘｙｇｅｎ（ｏｘｙｇｅｎ＞０．８５）ａｎｄａｉｒｇｒｏｕｐｉｎｒｏｏｍａｉｒ．Ａｆｔｅｒ１，４，７，１０，１４ｄａｙｓ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ｈｅｐｒｅｔｅｒｍＳＤｒａｔ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ｋｉｌｌｅｄ，ｗｈｏｌｅｌｕ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ａｔｓｗｅ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ｌｕｎｇ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ｈｅｍａｔｏｘｙｌｉｎｅｏｓｉｎ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Ｅ）．ＴｏｔａｌｌｕｎｇＲＮＡｗ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Ｎｒｆ２ａｎｄＣｙｔｃｍＲＮＡ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ＰＣ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①Ｃｏｍｐａｉ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ｉｒ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２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２（Ｎｒｆ２）ｉｎ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４，７ｄａｙｓ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１０ｄａｙｓ，ｂｕｔ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ｒｆ２
ｂｅｃａｍ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ｅａｋａｆｔｅｒ１４ｄａｙｓ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Ｐ＜０．０５）．②Ｃｏｍｐａｉ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ｉｒ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ｙｔｃｍＲ
ＮＡ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１，４ｄａｙｓｏｆ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７ｄａｙｓ，
ｂｕｔｉ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ｉｌｌｍｉｌｄ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７ｄａｙａｎｄｂｅｃａｍｅｗｅａｋｉｎ１０ｄａｙｏｆ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７，１０ｄａｙ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ｙｔｃｍＲＮＡｂｅｃａｍ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ｅａｋｅｒ
ｔｈａｎｉ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１４ｄａｙｓｏｆａｉｒ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２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２（Ｎｒｆ２）ａｎｄＣｙｔｃｉｎｔｈｅｌｕｎｇ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ＳＤｒａｔｓｅｘｐｏｓｅｄｔｏｈｙｐｅｒ
ｏｘｉａ，ｔｈｅ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Ｎｒｆ２ｍａｙｂ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ｒｆ２，ａｎｄＣｙｔｃ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
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ｐｅｒｏｘｉａ；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Ｎｒｆ２；Ｃｙｔｃ

　　多数学者研究一致认为，氧化应激在高氧肺损伤
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１］。高氧暴露可导致肺组织细

胞呼吸爆发，产生大量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ＯＳ），ＲＯＳ是导致肺损伤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２３］。

可见，氧化应激导致机体的氧化／抗氧化失衡是高氧肺
损伤主要发病机制之一。研究已证实［４］，Ｎｒｆ２和胞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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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Ａ６１００３１）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１２浙江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宁波市妇女儿童
医院 ＮＩＣＵ（蔡成，陈盛，吕勤，陈赫赫，陈黎丽，吴军
华）；１０００８１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传
统医学研究所（赵焕虎）

通讯作者：蔡成，Ｅｍａｉｌ：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２００４＠１６３．ｃｏｍ

蛋白伴侣分子 Ｋｅａｐ１是细胞抗氧化反应的中枢调节
者，Ｎｒｆ２与抗氧化反应元件（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Ｅ）相互作用诱导编码抗氧化蛋白酶的表达，
在清除ＲＯＳ和抗氧化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关细
胞凋亡的研究表明［５］，Ｃｙｔｃ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从线
粒体中泄露出的Ｃｙｔｃ有诱导细胞凋亡作用。那么，高
氧暴露时肺组织中 Ｎｒｆ２和 Ｃｙｔｃ表达变化如何？目前
国内外均少见报道。本研究通过建立早产鼠高氧肺损

伤模型检测 Ｎｒｆ２和 Ｃｙｔｃ表达，探讨 Ｎｒｆ２和 Ｃｙｔｃ的表
达变化在高氧肺损伤中的作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模型的制备与分组　实验动物为 ＳＤ
大鼠（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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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重 １８０～２２０ｇ；按３∶１雌雄合笼，次日显微镜
检查雌鼠阴道分泌物，如见精子当日记为妊娠 ｄ１。孕
２１ｄ时（预产期２２ｄ）行剖宫产提前分娩出新生大鼠
作为早产鼠，选同日自然分娩的母鼠作其代母鼠。生

后１ｄ就随机分为：高氧组和空气组。高氧组早产鼠
持续暴露于常气压氧箱，氧浓度 ＞８５％，氧箱温度维
持２５～２６℃，湿度６０％～７０％，二氧化碳浓度＜１５％。
空气组早产鼠置于同一房间常气压空气中。两组早产

鼠分别于暴露后１、４、７、１０、１４ｄ时，用１０％乌拉坦针
腹腔注射麻醉后，每组处死早产鼠８只，取左肺组织浸
泡于４％多聚甲醛，２４ｈ内石蜡包埋，４μｍ连续切片
以ＨＥ染色用。取右肺组织迅速置液氮罐供提取肺组
织总ＲＮＡ。
１２　早产鼠肺组织大体及病理形态学观察　采集早
产鼠两肺后大体以肉眼观察肺表面颜色及体积等。肺

组织病理形态学观察：石蜡切片行 ＨＥ染色观察肺组
织的病理学变化。

１３　ＲＴＰＣＲ检测Ｎｒｆ２和ＣｙｔｃｍＲＮＡ表达　 ①逆转
录合成 ｃＤＮＡ第 １链：取冷存的约５０ｍｇ早产鼠肺组
织，提取肺组织总ＲＮＡ采用Ｔｒｉｚｏｌ（上海华舜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一步法，ＵＶ７５４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
ＲＮＡ纯度和含量，混合反应体系及反应条件按照说明
书操作。②ＰＣＲ引物设计：引物由北京塞百盛基因技
术有限公司合成。Ｎｒｆ２上游：５’ＣＣＴＡＡＡＧＣＡＣＡＧＣ
ＣＡＡＣＡＣＡ３’，下游：５’ＧＣＣＴＣＴＡＡＴＣＧＧＣＴＴＧＡＡＴＧ
３’，扩增片段为１８２ｂｐ；Ｃｙｔｃ上游：５’ＣＡＴＡＡＧＡＣＴ
ＧＧＡＣＣＡＡＡＣＣ３’Ｃｙｔｃ下游：５’ＴＣＴＧＣＣＣＴＴ
ＴＣＴＣＣＣＴ３’，扩增片段为２０３ｂｐ；内参照物 βａｃｔｉｎⅠ
引物：上游 ５’ＡＡＣＧＣＡＧＣＴＣＡＧＴＡＡＣＡＧＴＣ３’，下游
５’ＡＴＣＣＧＴＡＡＡＡＧＣＣＴＣＴＡＴＧＣ３’，产物大小２８０ｂｐ。
内参照物βａｃｔｉｎⅡ引物序列：上游５’ＡＴＧＣＣＡＴＣＣＴ
ＧＣＧＴＣＴＧ３’，下游 ５’ＣＴＧＧＡＡＧＧＴＧＧＡＣＡＧＴＧＡＧ
３’，产物大小５４２ｂｐ。③ＰＣＲ反应：ＰＣＲ试剂盒由深
圳晶美生物有限公司提供，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④扩增产物鉴定：取ＰＣＲ５μｌ扩增产物，１．５％琼脂糖
凝胶电泳，溴乙锭染色，然后用紫外透射仪观察。利用

ＧＤＳ２８０００型凝胶成像分析系统（美国 Ｕｉｔｒａｌｕｍ公司）
进行扫描扩增产物条带，以 Ｎｒｆ２（或 Ｃｙｔｃ）／βａｃｔｉｎ条
带吸光度（Ａ）比值分别作为 Ｎｒｆ２（或 Ｃｙｔｃ）ｍＲＮＡ表
达的相对含量。每组实验至少重复３次，取平均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正态分布的数据用（ｘ±ｓ）表示，２组样本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早产鼠肺组织大体及病理形态学观察　空
气组早产鼠肺组织呈均匀淡红色，包膜光滑、组织弹性

良好，肺泡结构正常，肺泡间隔无水肿、炎症、纤维组织

增生，肺泡腔无明显渗出。高氧组早产鼠肺组织表面

有散在甚至弥漫的淤血点，小血管扩张、充血，肺泡腔

内可见大量嗜伊红样物质，及大量红细胞及炎性细胞，

见图１（图１，见封三）。
２２　两组早产鼠肺组织 Ｎｒｆ２和 ＣｙｔｃｍＲＮＡ表达变
化　与空气组相比较，高氧暴露４、７ｄ早产鼠肺组织
中 Ｎｒｆ２ｍＲＮＡ表达显著增强，１０ｄ出现下降趋势，１４ｄ
明显减弱（Ｐ＜０．０５），见表１，图２；与空气组相比，高
氧暴露１、４ｄ早产鼠肺组织中ＣｙｔｃｍＲＮＡ均显著增强
（Ｐ＜０．０５），７ｄ始出现下降趋势，但７ＶｄＣｙｔｃｍＲＮＡ
的表达仍稍增强、１０ｄ时减弱，７、１０ｄ时两者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４ｄ显著减弱（Ｐ＜０．０５），
见表２，图３。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５、７、９代表空气组１、４、７、１０、１４ｄ；２、４、６、８、１０
代表高氧组１、４、７、１０、１４ｄ。

图２　２组各时间点肺组织Ｎｒｆ２ｍＲＮＡ的表达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５、７、９代表空气组１、４、７、１０、１４ｄ；２、４、６、８、１０
代表高氧组１、４、７、１０、１４ｄ。

图３　２组各时间点肺组织ＣｙｔｃｍＲＮＡ的表达

表１　高氧对早产鼠肺组织中Ｎｒｆ２表达影响

组别 例数 １ｄ ４ｄ ７ｄ １０ｄ １４ｄ

空气组 ８ ０．２３６±０．１１４ ０．３１４±０．０６４ ０．４４０±０．１２１ ０．４６３±０．０５４ ０．４８６±０．１２６
高氧组 ８ ０．２５３±０．０５６ ０．５２１±０．０８６ａ ０．６５８±０．０７６ａ ０．５１３±０．０４６ ０．３１３±０．０９４ａ

ｔ值 ０．８３１ ３．２５９ ３．６７２ １．１４７ ２．２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空气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２　高氧对早产鼠肺组织中Ｃｙｔｃ表达影响

组别 例数 １ｄ ４ｄ ７ｄ １０ｄ １４ｄ

空气组 ８ ０．４４１±０．０２５ ０．４５２±０．０４７ ０．５３７±０．１６５ ０．５５２±０．１７４ ０．５１４±０．２３１
高氧组 ８ ０．６５６±０．０５７ａ ０．７４６±０．０７３ａ ０．５６３±０．０７８ａ ０．４１２±０．０２８ ０．３５１±０．１２６ａ

ｔ值 ３．５８４ ５．７９３ ０．９５１ １．８９３ ５．４７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空气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目前，随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ＮＩＣＵ）生命支持技术的迅速发展，早产儿尤

其极低出生体重儿的存活率越来越高，早产儿急慢性

肺损伤发生率亦逐年上升，并成为早产儿常见的呼吸

系统疾病之一 。但是，早产儿急慢性肺损伤的发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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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未完全阐明，更无有效的防治措施。因此，深入研

究其发病机制和探讨有效防治策略，对提高早产儿的

存活率及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多数学者认为，不成熟肺组织直接暴露于高氧环

境中，导致机体发生的氧化应激在急慢性肺损伤发生

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６］。研究已证实，Ｎｒｆ２是调控细
胞对抗外来异物和氧化损伤的关键转录因子，能维持

细胞内氧化还原平衡，使细胞免受损伤。Ｎｒｆ２缺失或
激活障碍的严重结果之一是机体对外来应激源的敏感

性增加［７８］。Ｎｒｆ２含有 ６个不同功能区，分别命名为
Ｎｅｈ１Ｎｅｈ６，Ｎｒｆ２是属于 Ｃａｐ‘ｎ’Ｃｏｌｌａｒ家族的转录因
子，具有碱性亮氨酸拉链（ｂＺＩＰ），在 ＡＲＥ介导的抗氧
化基因表达中起重要作用，ｂＺＩＰ在 Ｎｅｈ１区，Ｎｅｈ２是
Ｎｒｆ２与Ｋｅａｐ１结合区。通常 Ｎｒｆ２定位在细胞质，与
Ｋｅａｐ１相互作用，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迅速降解［９］。

当受到ＲＯＳ或亲核剂的信号攻击后，Ｎｒｆ２与 Ｋｅａｐ１解
离后以稳定状态转入细胞核，与其它 ｂＺＩＰ蛋白结合成
异二聚体，该异二聚体与基因中ＡＲＥ结合转录后激活
靶基因的表达，调节相应抗氧化酶／蛋白［１０１１］。

本文结果表明，与空气组相比，高氧暴露４、７ｄ肺
组织 Ｎｒｆ２ｍＲＮＡ表达显著增强，１０ｄ呈下降趋势，１４ｄ
减弱明显。Ｎｒｆ２和Ｋｅａｐ１是细胞抗氧化反应的中枢调
节者，在机体抗氧化损伤中起重要作用［１２］。ＣｈｏＨＹ
等研究证实［１３］，Ｎｒｆ２基因敲除的小鼠更容易发生由缺
氧引起的肺损伤。高氧暴露致使肺组织的细胞呼吸爆

发，产生大量 ＲＯＳ，高氧暴露 ４、７ｄ大量 ＲＯＳ攻击
Ｎｒｆ２，通过氧化应激 Ｎｒｆ２出现代偿性升高，Ｎｒｆ２从
Ｋｅａｐ１中解离后转位进入细胞核，调节抗氧化酶／蛋
白，发挥抗氧化作用，减少 ＲＯＳ的产生，使体内失衡的
氧化还原系统再次回到平衡；但是，随着高氧暴露时间

延长，体内产生 ＲＯＳ继续增多，１０ｄ后 Ｎｒｆ２持续受到
ＲＯＳ损害，出现功能耗竭表达下降，１４ｄ时Ｎｒｆ２ｍＲＮＡ
表达显著降低。

某些因素如高浓度氧暴露等一旦打破体内氧化／
抗氧化系统平衡，使 ＲＯＳ产生增多，ＲＯＳ可引起线粒
体通透性转变孔开放，致使线粒体内膜电位丧失、基质

肿胀、外膜破裂，Ｃｙｔｃ和凋亡诱导因子（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
ｄｕｃ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ＡＩＦ）释放，启动细胞凋亡程序，导致细胞
凋亡。可见，细胞凋亡在高氧肺损伤发病过程中起着

关键作用，尤其线粒体凋亡通路发挥重要作用［１４１５］。

而Ｃｙｔｃ是一个最早被发现由线粒体释放的促凋亡蛋
白，能促发凋亡级联反应；在正常情况下，Ｃｙｔｃ存在线
粒体细胞核和膜间隙内［１６］。本文结果表明，与空气组

相比，高氧暴露１、４ｄ肺组织ＣｙｔｃｍＲＮＡ均显著增强，
高氧暴露１、４ｄ体内产生大量 ＲＯＳ，引起发生细胞凋
亡，导致Ｃｙｔｃ重新分布，由原来存在部位释放至胞质，
于是１、４ｄ肺组织ＣｙｔｃｍＲＮＡ均显著增强，在４ｄＣｙｔｃ
ｍＲＮＡ表达达到高峰。而高氧暴露４、７ｄ肺组织 Ｎｒｆ２
ｍＲＮＡ表达显著增强，Ｎｒｆ２转位进入细胞核，调节抗氧
化酶／蛋白，减轻细胞凋亡，减少 ＲＯＳ的产生，那么，
ＣｙｔｃｍＲＮＡ表达在７ｄ始出现下降趋势，但７ｄ仍稍增
强、１０ｄ时减弱，７、１０ｄ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

高氧时间延长，肺组织凋亡逐渐加重甚至死亡，Ｎｒｆ２出
现功能耗竭表达下降，无法逆转机体内氧化还原系统

的失衡，１４ｄＣｙｔｃｍＲＮＡ的表达显著减弱。
综上所述，氧化爆发可诱导肺组织中 Ｎｒｆ２与 Ｃｙｔｃ

的异常表达，这种变化调节机体氧化应激水平，参与高

氧肺损伤发病过程；高氧暴露可能通过上调 Ｎｒｆ２活
性，提高机体抗氧化，在减轻高氧肺损伤过程中发挥一

定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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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安徽地区肝内胆管结石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研究
李袤，刘付宝，耿小平，赵红川，赵义军，王国斌，张志功，黄帆，谢坤，方德宝

摘要：目的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调查、收集和分析安徽地区肝内胆管结石患者的生活资料，分析
可能导致该病的危险因素。方法　病例组和对照组样本均选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
年６月的住院病例。病例组样本均为经手术证实的肝内胆管结石患者，对照组采用１∶１配对方法，选择经腹部
影像学检查排除胆道系统结石的患者。数据收集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问卷调查表，收集２组样本的一般情况、生
活环境和体格检查等资料，并录入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中。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然后对可能
受到混杂因素干扰的变量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最后将筛选出的因素拟合主效应模型并分别计算人群特
异危险度百分比（ＰＡＲ％）。结果　肝内胆管结石的危险因素包括低身高体重指数（Ｐ＜０．００１，ＯＲ＝１７．２９５，
ＰＡＲ％ ６４．１９％）、低油脂饮食（Ｐ＜０．００１，ＯＲ＝７．５８３，ＰＡＲ％ ５４．２３％）、井水水源（Ｐ＝０．００８，ＯＲ＝７．８０６，ＰＡＲ％
５５．０６％）、胆道蛔虫病史（Ｐ＝０．００１，ＯＲ＝７．５３７，ＰＡＲ％ ２４．６３％）和胆道炎症史（Ｐ＜０．００１，ＯＲ＝１２．４９１，ＰＡＲ％
２５．６４％）。结论　安徽地区肝内胆管结石的危险因素包括低身高体重指数、低油脂摄入、井水水源、胆道蛔虫病
史和胆道炎症史。

关键词：肝内胆管结石；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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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内胆管结石是胆石症的一种类型，是指左右肝
管汇合部以上、各肝内分枝胆管内的结石，大多为含有

一定胆固醇的胆红素钙结石。结石形成的重要因素包

括细菌感染、环境因素、寄生虫感染、胆管自发性改变

和人种因素等［１］。结石形成的核心步骤包括胆管慢性

炎症增生、胆汁淤积、肝内代谢异常和胆汁成分改变。

安徽省是我国肝内胆管结石的高发地区，本研究通过

对安徽地区肝内胆管结石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不仅

能够了解并获得该病的临床分布特征和相关构成比，

而且还能获得有关的研究假设的启发，为预防和减少

发病提供科学的临床资料。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技厅重点科研资助项目（１２０７０４０３０７１）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２２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

植中心

通讯作者：刘付宝，Ｅｍａｉｌ：ｌａｎｃｅｔｌｆｂ＠１２６．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样本选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病例，匹配方法采

用个体匹配的１∶１配对法，配比因素为年龄和性别，
即为每一个病例选择一个同性别、同年龄段的对照，组

成一个“病例对照”对。本研究共收集了 １００个“病
例对照”对，其中男性２７对，女性７３对，男∶女 ＝１∶
２．７０。病例组为经手术治疗的肝内胆管结石患者，平
均年龄（５３．１８±１１．７９）岁，其中男性为（５１．０４±１１．
１６）岁，女性为（５３．９９±１１．９９）岁。对照组为经腹部
影像学检查未见胆道系统结石的患者，平均年龄（５２．
９５±１１．７３）岁，其中男性为（５０．４８±１１．２３）岁，女性
为（５３．８６±１１．８６）岁。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１∶１配对的回顾性病例
对照研究，资料收集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统计

的数据包括人口资料、一般状况、现病史、合并症、既往

史、生活环境和个人习惯，将调查结果整理并量化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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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对各个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然后将变量分类，采用强迫回归法对
各组变量分别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最后将有
显著性意义的变量拟合主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后退（似

然法）筛选出主效应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分别计算各个

变量的回归系数（β值）、Ｐ值、优势比（ＯＲ值）、ＯＲ值
的９５％置信区间（ＣＩ）和人群特异危险度百分比
（ＰＡＲ％）。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各个变量的单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有显著性差异的危险因素包
括：低身高体重指数、低油脂摄入、山地环境、井水水

源、胆道蛔虫病史和胆道炎症史（见表１）。
表１　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低身高体重指数 ２．７６１ ＜０．００１ １５．８１８ ４．８９０～５１．１６５
低油脂饮食 １．３１１ ＜０．００１ ３．７１０ １．７８７～７．７０２
山地环境 ０．８８６ ０．０３９ ２．４２４ １．０４７～５．６１１
井水水源 １．３１２ ０．０１５ ３．７１４ １．２８７～１０．７２０
胆道蛔虫病史 １．９５０ ＜０．００１ ７．０２７ ２．５８１～１９．１３７
胆道炎症史 ２．４３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３６０ ３．３１１～３８．９７５

２２　拟合主效应模型和人群特异危险度百分比　将
有显著性差异的变量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筛
选出有显著性意义的变量拟合主效应模型，采用向后

除去（似然法）逐步筛选，最终进入主效应模型的因素

包括低身高体重指数、低油脂饮食、井水水源、胆道蛔

虫病史和胆道炎症史，分别计算各个变量的人群特异

危险度百分比（ＰＡＲ％），见表２。
表２　主效应模型和人群特异危险度百分比

变量 β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ＰＡＲ（％）

低身高体重指数 ２．８５０ ＜０．００１ １７．２９５ ４．１９３～７１．３４１ ６４．１９
低油脂饮食 ２．０２６ ＜０．００１ ７．５８３ ２．７９９～２０．５４４ ５４．２３
井水水源 ２．０５５ ０．００８ ７．８０６ １．６９２～３６．０２０ ５５．０６
胆道蛔虫病史 ２．０２０ ０．００１ ７．５３７ ２．２９６～２４．７３７ ２４．６３
胆道炎症史 ２．５２５ ＜０．００１ １２．４９１ ３．２１１～４８．５９７ ２５．６４

３　讨　论
　　病例对照研究是一种回顾性的流行病学研究方
法，常用于探索疾病可能的病因，其基本原理是以某病

的确诊患者为病例组，以未患该病但具有可比性的人

群作为对照组，通过病史采集、辅助检查和流行病学调

查，搜集各种相关因素的暴露情况，计算各个因素的暴

露率，并比较该暴露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是否存

在显著性差异。由于肝内胆管结石的病因多样且发病

机制复杂，本研究采用１∶１配比法，匹配的混杂因素
为年龄和性别，同时防止过度匹配。为了纠正和避免

可能的误差和偏倚，本研究在实验设计、资料收集和数

据统计上使用统一而明确的标准，病例的住院资料完

整，调查资料由患者本人提供，相关病史信息搜集全

面，变量采集使用定量或半定量指标，确保了数据的准

确性和真实性。

肝内胆管结石大部分呈棕褐色，大小不一、形状不

规则、部分质软易碎，主要成分有胆红素钙（３０％ ～
８０％）和胆固醇结晶（＜３０％）［２］。成石原因较为复杂
并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人种因素、环境因素、细菌

和寄生虫感染、胆管炎、胆汁淤滞和代谢缺陷等［３］，这

些因素均可影响胆管内胆汁的流变性，并诱发结石的

形成（图１）。

图１　肝内胆管结石生成的影响因素
３１　胆道炎症　肝内胆管结石的胆汁中常可检及细
菌，提示细菌感染与结石形成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褐色结石的胆汁中常可检及细菌的１６ＳｒＲＮＡ，而胆固
醇结石的胆汁中检测到该 ＲＮＡ的频率则相对较低。
虽然目前对于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存在争议，但

在部分病例中可证实细菌感染出现在结石之前。细菌

主要是从肠道逆行通过松弛的Ｏｄｄｉ括约肌，或经门静
脉血流入肝而感染，其中肠杆菌属的大肠杆菌最为常

见。

胆道中的细菌可产生 β葡萄糖醛酸苷酶，该酶可
以水解葡萄糖醛酸胆红素（结合胆红素）并生成游离

胆红素，游离胆红素再与离子钙结合形成胆红素钙沉

淀。东亚的低脂、低蛋白饮食进一步降低了胆汁中抑

制β葡萄糖醛酸苷酶的葡糖二酸１∶４内酯的含量。
此外，细菌还可产生磷脂酶，水解磷脂酰胆碱形成游离

脂肪酸和溶血磷脂质这两种疏水性产物，加速脂肪酸

钙的沉淀和胆管上皮的粘蛋白分泌，从而促进结石形

成。由此可见，细菌感染、胆汁淤积和胆道变形互相促

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刺激结石形成和增长［４６］。

然而并非所有的肝内胆管结石均存在细菌感染作

为形成结石的核心步骤参与成石。胆汁可自发的发生

非细菌性改变，其原因可能是组织中的 β葡萄糖醛酸
苷酶水解了过多的葡萄糖醛酸胆红素。通过分析结石

的化学成分可以发现，大约２０％的结石中存在大量的
胆固醇和仅为少量的胆红素，这与细菌感染形成的结

石明显不符。此外，与肝外胆管结石相比，肝内褐色结

石的总胆汁酸含量和细菌代谢相关的胆汁酸（例如游

离胆汁酸、次级胆汁酸和胆酯等）含量均较低［７］。这

些发现提示在肝内胆管结石的形成机制中，细菌感染

虽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并非唯一的成石原因，可

能还有胆汁酸等其他因素的参与。

３２　胆道蛔虫症　先前的文献提出，肝内胆管结石伴
胆道寄生虫的概率较高，且结石内常可见寄生虫残体

和／或虫卵，表明肝内和胆道寄生虫如华支睾吸虫、蛔
虫和血吸虫可作为始动因素，引发胆管损伤、胆管炎症

和胆管上皮黏液分泌增多，导致胆汁成分改变并形成

结石病灶［８］。根据相关文献的报告，在结石核心中发

现蛔虫残体和／或虫卵的比例为３６．５％ ～６５．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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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胆道蛔虫是重要的病因之一［９］。其可能机制有：①
胆道内的异物构成结石形成的核心；②异物刺激胆管
壁的炎症反应，使胆管上皮受损并容易形成结石；③异
物引起的胆管阻塞、胆管损伤、胆汁淤积和细菌感染共

同导致胆汁成分的改变，从而促进结石生成［９］。

然而，也有文献报道称胆道寄生虫病与胆管炎或

肝胆管结石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香港的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３０％～４０％的肝内胆管结石病例中可发现
华支睾吸虫，仅比一般的门诊病例高５％。台湾的寄
生虫疫区也与肝内胆管结石高发地区相分离，并且在

结石中罕见寄生虫和虫卵。此外，尽管日本已经消灭

了肠道寄生虫，但肝内胆管结石的发病率仍然高于西

方国家［１０］。因此有学者主张，胆道寄生虫可能参与部

分肝内胆管结石的形成，但并非其主要病因。

３３　环境因素　日本厚生劳动省成立的肝内胆管结
石研究组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了环境因素如饮食习惯、

卫生条件、生活水平等的作用。调查显示可能的危险

因素有：①生长在农村；②长期饮用井水；③既往感染
过肠道寄生虫；④住所的卫生条件恶劣（如旱厕、非抽
水式马桶等）；⑤传统的饮食习惯（如低脂、低蛋白、高
碳水化合物的膳食结构）。此外，台湾的大多数病例均

属于低收入的低层人群，因而提示社会地位和经济基

础可能共同参与构成了病因。

研究发现，与高脂和高蛋白质的饮食结构相比，低

饱和脂肪酸和低蛋白质饮食容易导致胆汁淤滞［１１］，增

加细菌的感染机会。不仅如此，低脂饮食还可导致胆

囊收缩减弱和Ｏｄｄｉ括约肌松弛。此外，营养不良和长
期低热量饮食可通过降低胆道的葡糖醛酸内酯的水

平，解除对细菌 β葡萄糖醛酸苷酶的抑制作用，从而
提高游离胆红素的水平并导致胆红素钙沉淀［１２］。

３４　年龄与性别因素　国内调查和文献大多显示，肝
内胆管结石的发病高危人群为５０～７０岁的女性，而青
年男性病例则相对罕见。造成青年病例少见的原因可

能与生活条件改善、胆囊收缩功能良好和胆汁代谢正

常有关，由于生活条件和卫生习惯的提高，青少年的油

脂摄入明显增多，有助于胆汁的排空和保持正常的胆

汁代谢［１３］，加之寄生虫病比例大幅下降，故该组人群

的发病率较低。造成女性高发的原因可能与雌激素水

平有关，因为雌激素不仅能减少胆汁中的胆汁酸，而且

可以降低胆固醇在胆汁中的饱和度，从而胆固醇结晶

更易从胆汁中析出［１４］，形成结石沉淀。但也有研究表

明，对脂质代谢起重要作用的载脂蛋白 Ａ１基因和载
脂蛋白含量在肝内胆管结石患者中并无显著变化，提

示胆汁中胆固醇含量的变化可能并非致石胆汁形成和

肝内胆管结石发生的主要原因［１５］。

３５　地区性高发因素　安徽省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以
平原、丘陵和低山相间排列为主，地区经济发展不平

衡，农业经济和人口所占比重较大，农村地区卫生条件

相对较差，肠道寄生虫病和胆道寄生虫病发病率较高，

饮用水源长期为自然水源（如井水、泉水和江河湖水

等），饮食结构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蛋白质和油脂摄入

量相对不足，这些外部环境部分参与并构成了肝内胆

管结石在该地区高发的危险因素和发病原因。本调查

显示病例组的胆道寄生虫发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且大多可追溯到较为明确的胆道蛔虫病
史，因此卫生条件差所致的高寄生虫发病率可能为地

区性高发病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１∶１配对的回顾性病例对
照研究对安徽地区肝内胆管结石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初

步的分析，结果显示该病的危险因素包括低身高体重

指数、低油脂摄入、井水水源、胆道蛔虫病史和胆道炎

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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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水通道蛋白４抗体阳性的脑干脑炎临床特点
龙友明，单福兰，杨宁，高庆春，解龙昌，郑杨波，陈梦宇，高聪

摘要：目的　分析以脑干脑炎起病的水通道蛋白４抗体阳性患者的临床特点，从而有助于临床的诊治。方法　
间接免疫荧光细胞法检测患者的水通道蛋白４（ＡＱＰ４）抗体。回顾性的研究方法对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临床数
据进行分析和比较。结果　在８０例ＡＱＰ４抗体阳性患者中，以脑干脑炎起病的水通道蛋白４抗体阳性患者１４
例（１７．５％），其中男性３例、女性１１例。起病时症状包括头痛（８５．７％，１２／１４），共济失调（７８．６％，１１／１４），头晕
（７８．６％，１１／１４），复视（６４．３％，９／１４），呕吐（５７．１％，８／１４），吞咽困难（２１．４％，３／１４），嗜睡（１４．３％，２／１４），癫痫
发作（７．１％，１／１４）。１４例（１００％）患者均出现ＭＲＩ的脑干病灶，１１例（７８．６％）患者首次或随访中出现视神经脊
髓炎特征性的脑部病灶。在中位数为１５（２～２４）月的随访过程中，６例（４２．９％）患者发展为视神经脊髓炎。６例
视神经脊髓炎患者较其余８例患者具有更高的ＡＱＰ４抗体滴度（Ｐ＝０．０２４）。结论　以脑干脑炎方式起病的水通
道蛋白４抗体阳性患者并不少见，其表现形式复杂多样，部分患者短期进展为视神经脊髓炎，因此纳入视神经脊
髓炎谱系疾病。

关键词：脑干脑炎；水通道蛋白；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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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神经脊髓炎（ｎｅｕｒ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ｏｐｔｉｃａ，ＮＭＯ）是免疫
介导的炎症性脱髓鞘和坏死性疾病，其临床特点是横

贯性脊髓病变和视神经病变。水通道蛋白４（ａｑｕａｐｏｒ
ｉｎ４，ＡＱＰ４）抗体是一种 ＮＭＯ疾病特异性抗体，对
ＮＭＯ与多发性硬化（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ＭＳ）的鉴别具
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对 ＡＱＰ４抗体的深入认识，ＡＱＰ４
抗体阳性的长节段横贯性脊髓炎（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ｙｅｘｔｅｎ
ｓ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ＬＥＴＭ）和复发性视神经炎（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ｃｎｅｕｒｉｔｉｓ，ＲＯＮ）目前被称为ＮＭＯ谱系疾病
（ＮＭＯ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ＮＭＯＳＤ）［１］。然而，研究资
料显示ＡＱＰ４抗体阳性患者临床表现较原先想象的更
为复杂，恶性肿瘤脑转移、脑干脑炎、孤立性脑部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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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均可以检测出 ＡＱＰ４抗体［１２］，此类合并阳性

ＡＱＰ４抗体的疾病可能需归类于 ＮＭＯＳＤ［１］。但目前
尚未有报道系统研究以脑干脑炎起病的 ＡＱＰ４抗体阳
性患者临床特点与转归。本研究旨在分析上述患者的

临床特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 ＮＭＯＳＤ及指导临床的
诊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８月在
本院神经内科检测 ＡＱＰ４抗体阳性的患者（ｎ＝８０）。
符合以下条件的患者纳入本研究：①首次起病有脑病
的表现［２］：头痛、嗜睡、癫痫发作、认知障碍或意识障碍

等；②脑干受累的表现和客观证据；③初次起病时不能
满足ＮＭＯ诊断两条绝对标准：视神经炎和脊髓炎；④
血清或脑脊液ＡＱＰ４抗体阳性；⑤有完整的病历资料。
对于有１次或以上复发的患者，经过住院病案、门诊与
电话的方式了解患者首次发作后的情况。ＮＭＯ诊断
参考Ｗｉｎｇｅｒｃｈｕｋ诊断标准［１］。

１２　实验材料　ＡＱＰ４抗体的检测试盒（ＨＥＫ２９３细
胞），购自德国 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公司（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Ｌｕｅ
ｂｅｃｋ，Ｇｅｒｍａ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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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ＡＱＰ４抗体检测　参考文献的方法［３］：①血清
（１∶１０）或脑脊液（１∶１）稀释；②将２５μｌ稀释后的待
测样本加至加样板的反应区，盖上包备转染和非转染

ＡＱＰ４细胞的 Ｍｏｓａｉｃｓ，室温育 ３０ｍｉｎ；③ＰＢＳ冲洗一
次，并浸泡５ｍｉｎ；④取２０μｌＦＩＴＣ标记的抗人 ＩｇＧ，加
入加样板，重复②、③步骤；⑤封片，荧光显微镜观察结
果。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ｘ±ｓ）或中位数表示，
应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统计学有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患者及一般资料　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共１４例
（１７．５％，１４／８０），其中男性３例、女性１１例，平均起病
年龄（２４．４３±９．３２）岁（１１～４４岁），中位病程为６１月
（２～１２３月），平均扩展致残量表评分（ＥＤＳＳ）评分
３．４３±１．９６（１～８）。患者血清ＡＱＰ４抗体滴度波动于
１∶１０～１∶１００００。起病时症状包括头痛（８５．７％，
１２／１４），共济失调（７８．６％，１１／１４），头晕（７８．６％，１１／
１４），复视（６４．３％，９／１４），呕吐（５７．１％，８／１４），吞咽
困难（２１．４％，３／１４），嗜睡（１４．３％，２／１４），癫痫发作
（７．１％，１／１４）。
２２　ＭＲＩ脑部病灶　ＭＲＩ显示１４例患者（１００％）均
出现脑干病灶，１０例（７１．４％）中脑病灶，包括中脑导
水管病灶，８例延髓（５７．１％）和８例（５７．１％）脑桥病
灶。横 断 面 显 示 脑 干 的 病 灶 位 于 背 侧 １１例
（７８．６％），腹侧病灶１例（７．１％），弥漫脑桥病灶１例
（７．１％），２例病灶位于左侧大脑脚（１４．３％）。１１例
患者（７８．６％）首次或随访中出现 ＮＭＯ特征性的大脑
病灶，位于第三脑室周围、下丘脑８例（５７．１％），丘脑
病灶６例（４２．９％），海马病灶６例（４２．９％），沿侧脑
室室管膜分布 ３例 （２７．３％），额叶病灶 ２例
（１４．３％），双侧内囊后肢对称性病灶１例（７．１％，１／
１４）。
２３　随访资料　１３例患者（９２．９％）有１次或以上的
复发，中位复发数为２次（１～１０次），无患者因复发死
亡。在中位数为 １５（２～２４）月的随访过程中，６例
（４２．９％）患者发展为符合 Ｗｉｎｇｅｒｃｈｕｋ诊断标准的
ＮＭＯ。６例ＮＭＯ中，５例患者脊髓炎表现为从延髓至
颈段的长节段病灶（ＬＥＴＭ），剩余一例患者表现为延
髓至颈２脊椎节段的病灶。６例 ＮＭＯ患者与其它 ８
例患者比较，年龄、性别、病程、复发次数和基线 ＥＤＳＳ
均无统计学差异，但ＮＭＯ患者较其它患者具有更高的
ＡＱＰ４抗体滴度（Ｐ＝０．０２４）。

３　讨　论
　　目前已公认ＮＭＯ不只选择性累及视神经和脊髓，
病变也可出现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包括幕上大

脑和幕下脑干、小脑病灶。ＮＭＯ特征性脑部病灶主要

分布于丘脑、下丘脑、围绕侧脑室室管膜周边区域、第

三脑室和中脑导水管周边的ＡＱＰ４富含部位。国内甚
至报道高达 ８５％的 ＮＭＯ患者存在脑部病灶［４］。因

此，ＮＭＯ的诊断标准的重要支持条件已不再要求“脑
部ＭＲＩ正常”。然而，并非所有的脑部病灶表现出临
床症状，但是下丘脑、第三脑室、中脑导水管周边和脑

干的病灶常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５６］。韩国 Ｋｉｍ等［２］

报道，首次起病的 ＮＭＯ患者，１８％的患者出现脑部病
灶合并“脑病”或脑干症状。ＡＱＰ４抗体是 Ｌｅｎｎｏｎ等
发现的一种 ＮＭＯ疾病特异性的抗体［１］，ＡＱＰ４抗体具
有致病性：ＡＱＰ４抗体与星形细胞终足、朝向微血管腔
内面的 ＡＱＰ４结合，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毒作用和补
体依赖性粒细胞募集杀伤星形细胞，从而启动后续的

炎症反应，导致髓鞘脱失及组织坏死。然而，ＡＱＰ４抗
体阳性患者临床表现较原先想象的更为复杂，非视神

经炎和脊髓炎的其它疾病，例如脑干脑炎患者，均可以

检测出ＡＱＰ４抗体［１２］。考虑到 ＡＱＰ４抗体与 ＮＭＯ的
关联性与体液免疫机制的相似性，ＡＱＰ４抗体阳性的患
者提倡归类到 ＮＭＯＳＤ［１］。虽然起病表现脑干脑炎的
ＮＭＯＳＤ患者有所提及［１２］，但是目前尚未有报道系统

研究以脑干脑炎起病的ＡＱＰ４抗体阳性患者临床特点
与转归。

本研究中，我们证实１４例起病表现为脑干脑炎的
患者，占阳性 ＡＱＰ４抗体的患者１７．５％，因此并不少
见。首先患者临床症状复杂、多样。幕上的脑部症状

以头痛（８５．７％，１２／１４）最为常见，高于文献报道的
１３．３％（２／１５）［２］。ＡＱＰ４抗体阳性的 ＮＭＯＳＤ初次起
病出现急性头痛症状的原因不清。由于 ＡＱＰ４抗体易
于与表达 ＡＱＰ４抗原的软脑膜结合，病理检查提示软
脑膜出现明显的炎症反应［５］，而临床 ＭＲＩ显示部分
ＮＭＯ患者出现软脑膜的异常信号［６７］，因此，注意早期

脑膜炎症反应可能与头痛症状有关。进一步研究脑脊

膜的病变可能有助于了解 ＮＭＯＳＤ患者早期出现头痛
的原因和阐明ＮＭＯ早期的起病机制。嗜睡症状尽管
在ＮＭＯＳＤ大脑症状中不多见，但可能是一种特征性
临床表现，与抗利尿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有关，病灶

往往位于下丘脑［８］。下丘脑是调节内脏活动和内分泌

活动的高级神经中枢，该处病变影响内脏活动、体温调

节、摄食、水平衡和内分泌腺活动等重要生理功能改

变。本组２例嗜睡症状的患者均有下丘脑病灶，其中
一例患者表现严重的低氯低钠血症，因此符合文献报

道的抗利尿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特点。本组的其它

幕上脑部症状如记忆力下降、癫痫发作与文献报道的

结果相符［２］。我们的患者不仅出现幕上脑病症状，而

且全部伴随幕下脑干的病灶和症状。其中以共济失调

（７８．６％，１１／１４）和复视（６４．３％，９／１４）的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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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ＭＲＩ显示病灶的脑桥和中脑病灶。恶心、呕吐、
呃逆症状多由于延髓背外侧部位和导水管周围孤束

核、最后区受损引起，近年颇为重视。日本人的研究显

示血清中ＡＱＰ４抗体阳性的 ＮＭＯ患者中有４３％表现
为呕吐、呃逆症状，可以出现在视神经炎、脊髓炎之前

或者伴随出现［１］。本组患者延髓的病灶均位于背侧，

而且１０例（７１．４％）患者有导水管病灶，因此能解释
患者出现的消化道症状。由于患者上述症状在本组中

是初发表现，患者常就诊于消化专科导致误诊，因此需

要提高对此症的警惕性。其次，患者尽管症状表现复

杂、多样性，但是如前述，患者的症状与病灶分布相一

致，且均为表达 ＡＱＰ４的部位。因此，ＡＱＰ４抗体阳性
的脑干脑炎患者的脑内病灶符合 ＮＭＯ病灶的特点。
再次，本组的１４例患者在随访过程中，有４２．９％（６／
１４）患者在 ２年内发展为符合 Ｗｉｎｇｅｒｃｈｕｋ等提出的
ＮＭＯ诊断标准，推测 ＡＱＰ４抗体阳性脑干脑炎与
ＬＥＴＭ和 ＲＯＮ一样，具有高危发展成 ＮＭＯ的特征。
本组比较了６例的ＮＭＯ与其它８例患者的临床情况，
结果显示两者在年龄、性别、复发和 ＥＤＳＳ评分均无差
别，提示了即使不发展为ＮＭＯ的ＡＱＰ４抗体阳性脑干
脑炎患者，同样具有 ＮＭＯ的部分临床特点。因此，将
ＡＱＰ４抗体阳性脑干脑炎的归类到 ＮＭＯＳＤ中是合理
的。但是ＮＭＯＳＤ不能等同于 ＮＭＯ，在本研究中显示
其他８例患者ＡＱＰ４抗体的滴度明显低于６例确诊的
ＮＭＯ患者，而且３例长达１０年以上的随访中，患者并
没有发展为ＮＭＯ。本组研究由于样本量少、部分患者
随访周期短，并不能完全普及到全部的 ＡＱＰ４抗体阳
性脑干脑炎患者特点。因此很有必要在将来多中心、

大样本地研究ＮＭＯＳＤ与ＮＭＯ的差异并阐明其机制。
脑干脑炎本身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一般是指

发生于脑干的炎症，病因和发病机制多不明确，可能为

病毒感染或炎性脱髓鞘。自身免疫性脑干脑炎往往起

源于副肿瘤综合征。但非肿瘤疾病引起的亦不少

见［９］，它可以波及大脑及脑干部位，位置亦可位于高表

达ＡＱＰ４的部位，已证实抗Ｈｕ、Ｙｏ、Ｍａ２、ＣＲＭＰ５、ａｍ
ｐｈｉｐｈｙｓｉｎ和 Ｒｉ抗体有关［１０］。因此，本研究的患者应

该与其它原因的脑干脑炎进行鉴别。显然，ＡＱＰ４抗体
是关键的鉴别标记物，结合起病的年龄和随访是否出

现复发缓解的特点（脊髓炎、视神经炎）易于区别。本
组患者的起病年龄为（２４．４３±９．３２）岁，明显低于
ＮＭＯ患者的一般年龄，从另一方面提示了 ＡＱＰ４抗体
阳性脑干脑炎患者与经典的 ＮＭＯ的差异。关于这一
点在另一项脑病起病的 ＮＭＯ研究中有所论述［２］。由

于起病年龄低，以脑病和脑干症状为主，需要鉴别的另

一疾病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Ａｃｕｔ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ｅｎ

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ＡＤＥＭ）。ＡＤＥＭ特点为儿童起病，有
疫苗接种史，脑部病灶累及深部对称性核团或融合的

大病灶，很重要的是 ＡＤＥＭ患者 ＡＱＰ４抗体阴性且一
般无复发的过程。因此，本组研究的１４例患者排除本
病。随着目前对ＡＤＥＭ的再认识，也有观点认为复发
性ＡＤＥＭ是存在的［１１］。由于复发性 ＡＤＥＭ，ＮＭＯ和
ＭＳ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１２］，基于目前的认识，小

心识别不同的复发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会

影响到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如果疾病出现复发且

ＡＱＰ４抗体阳性，ＮＭＯＳＤ应该是明确的。另一方面，如
果复发呈时间和空间多发性但ＡＱＰ４抗体阴性，则 ＭＳ
诊断要考虑，这种情况下首次事件实质为临床孤立综

合征。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１４例 ＡＱＰ４抗体阳性脑干
脑炎的患者，因此临床上并不少见，其表现形式复杂多

样，部分患者短期进展为视神经脊髓炎，因此应包括入

ＮＭＯ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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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４５例新生儿心律失常的临床研究
戴立英，查萍，朱筱珊，李先红，叶同生，刘光辉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心律失常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病区２００９年１
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４５例心律失常新生儿的资料，将结性或交界性心律、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定为良性心律
失常组；室上性心律失常、室性心动过速，Ⅱ度Ⅱ型以上窦房传导阻滞、Ⅱ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定为非良性心律失
常组，对比两组患儿的资料，分析病因、治疗方法、治疗效果及结局。结果　４５例心律失常新生儿，良性心律失常
１２例（２６．７％），多无症状，经病因治疗或抗心律失常治疗后痊愈或好转，非良性心律失常３３例（７３．３％），均有临
床表现，心律失常类型以快速心律失常为主，共３０例（６６．７％），死亡４例，未愈２例，常见病因为感染，先天性心
脏病，窒息。结论　新生儿心律失常中非良性心律失常相对较多，多数有临床表现，常需抗心律失常治疗，预后与
原发病及心律失常类型有关，室上性心律失常相对预后好，室性心律失常预后差。

关键词：心律失常；临床分析；预后；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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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４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ｗｅｒｅ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ｈｉｒｔｙｔｈｒｅｅｎｏｎｂｅｎｉｇｎ
ａｄｌｙｔｈｍｉａｈａ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１０ｏｆｔｈｅｍ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ｈｅｎ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ｙｐｏｘｉａ，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ｓｏｏｎ．Ｍｏｓｔｏｆｎｏｎｂｅｎｉｇｎ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ｗｅ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ａｃｈｙｃａｒｄｉａ．Ｆｏｕｒｂａｂ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ｄｉ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Ｎｏｎｂｅｎｉｇｎ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ｉｎｔｈ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ａｎｄ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ｎｅｅｄ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
ｍ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ｏｆ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Ｎｅｗｂｏｒｎ

　　新生儿心律失常在临床中并不少见，因其临床表
现无特异性容易被漏诊，且某些心律失常可增加循环

功能不全几率，增加新生儿的死亡。随着心电监护的

临床推广，新生儿心律失常的诊断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本研究就我院近５年收治的４５例新生儿心律失常患
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及随访，探讨其临床特征、治疗

及预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在我院住
院治疗的１２５０１例新生儿，经心电监护发现符合标准
的心律失常患儿共 ４５例（０．３６％）。入选标准：入院
治疗时日龄小于２８ｄ，体格检查或床边心电监护发现
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标准参见《实用新生儿学》［１］。依

据Ｂａｄｒａｍｉ分类［２］将心律失常分为良性及非良性，前

者包括房性早搏，室性早搏，结构或交界性心律失常，

后者包括室上性心律失常（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房

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心房颤动），Ⅱ度Ⅱ型以上的窦
房传导阻滞，Ⅱ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ＡＶＢ），室性心
动过速。需排除由于哭闹、发热、药物等因素而引起的

一过性窦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律不齐及Ⅰ度房室传导
阻滞；住院时间＜２４ｈ；放弃治疗。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５１合肥市，安徽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通讯作者：戴立英，Ｅｍａｉｌ：ｄａｉｌｉｙｉｎｇ２０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资料收集　由专人记录符合诊断标准的患儿
的临床资料，包括入选患儿胎龄、性别、体重、病因、症

状、心肌酶谱、心脏彩超、电解质、ＴＯＲＣＨ、门诊随访结
合电话回访了解预后情况。

１２２　治疗方法　积极治疗原发病，维持内环境稳
定，均应用磷酸肌酸，大剂量维生素 Ｃ营养心肌，改善
心肌能量代谢，并针对不同心律失常予以相应治疗。

有心功能不全予以西地兰快速饱和，酌情续用地高辛

维持，室上性心动过速首选刺激迷走神经，无效开始应

用三磷酸腺苷（ＡＴＰ），１～３ｍｇ／次，仍有反复发作者使
用普罗帕酮１．０～１．５ｍｇ／ｋｇ静脉推注，转为窦性心律
后停止，若无效间隔３０ｍｉｎ重复，最多不超过３次，复
律后普罗帕酮维持，若效果不佳联用胺碘酮，负荷量５
ｍｇ／ｋｇ静脉滴注，２４ｈ内可使用２次；传导阻滞的患儿
可予阿托品０．０１～０．０３ｍｇ／ｋｇ静脉应用或异丙基肾
上腺素１～４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维持，心律持续低于
６０次／ｍｉｎ时或有阿斯发作时建议安装心脏起搏器。
１２３　效果评价　治愈：临床症状消失，心律失常６
月内无复发；好转：无明显临床症状，偶有心律失常发

作；无效：心律失常发作次数，频率较入院时无好转或

因此死亡，放弃治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计数
资料用行×列χ２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ｘ±ｓ）表
示，２组之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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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共４５例心律失常，其中男３２例，女
１３例；胎龄 ＜３２周 １例，３２～３７周 ７例，＞３７周 ３７
例；人院日龄＜７ｄ２６例，≥７ｄ至４周末１９例；出生
体重 ＜２０００ｇ２例，２０００～２４９９ｇ３例，≥２５００ｇ４０
例。其中共５例系胎心监护发现心律失常持续至入
院。

２２　临床表现　呕吐、气促、吐沫、青紫２０例，呼吸困
难２例，拒乳、反应差９例，面色苍白、烦躁５例，惊厥１
例，心功能衰竭６例，休克２例。８例无特殊表现，仅
在查体中发现心律不齐，心电图明确。

２３　原发病　败血症１１例（其中合并化脓性脑膜炎
２例），先天性心脏病６例（房间隔缺损及室间隔缺损
各２例，完全大动脉转位及单心室各１例），重度窒息
３例，早产儿肺透明膜病２例，感染性肺炎２例，腹泻
病５例，肥厚性心肌病１例，风疹病毒感染１例，肺动
脉高压１例，先天性遗传代谢病１例，红细胞增多症２
例，高胆红素血症２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１例。
见表１。

２４　心律失常类型　良性心律失常：房性早搏５例，
室性早搏６例，加速性交界区逸搏１例。非良性心律
失常：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１３例（其中２例预激综
合征），房性心动过速６例，心房扑动４例，室性心动过
速４例，Ⅱ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ＡＶＢ）２例，Ⅱ度Ⅱ型
窦房传导阻滞３例（１例伴有短阵室性心动过速），窦
性停搏１例，２类心律失常患儿临床资料见表２。

表１　心律失常类型与原发疾病情况（ｎ）

原发病 例数 良性心律失常 非良性心律失常

先天性心脏病 ６ ３ ３
窒息 ３ １ ２
感染 １５ ３ １２
肺动脉高压 １ １ ０
预激综合症 ２ ０ ２
心肌病 ２ ０ ２
遗传代谢病 １ ０ １
红细胞增多症 ２ ２ ０
高胆红素血症 １ １ ０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 ２ ０ ２
原因不明 １０ ４ ９
总计 ４５ １２ ３３

表２　２类心律失常患儿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胎龄

（ｘ±ｓ，周）
入院日龄

（ｘ±ｓ，ｄ）
男婴

（ｎ，％）
体重

（ｘ±ｓ，ｇ）
胎心异常

（ｎ，％）
心率

（ｘ±ｓ，次／ｍｉｎ）
呼吸

（ｘ±ｓ，次／ｍｉｎ）
ＣＫＭＢ

（ｘ±ｓ，ＩＵ／Ｌ）
良性心律失常 １２ ３７．５±２．８ ７．７±８．２ ７（５８．３） ３０５０±６８５ ２（１６．７） １４５±３３ ４８±１４ ４５．４±２３．５
非良性心律失常 ３３ ３８．１±２．６ ９．７±９．６ ２１（６３．６） ３２１０±６８０ １１（３０．３） １５６±６６ ５２±１１ １２０．３±１４５．４
ｔ值／χ２值 －０．６６０ －０．７７２ ０．００１ａ －２．００５ ０．４９８ａ －３．２４２ －１．２４５ －２．５５７
Ｐ值 ０．４０４ ０．５２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６８ ０．４７８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２ ０．０１５

　　注：ａ为χ２值。

２５　治疗及转归　良性：其中５例单纯房性早搏未应
用抗心律失常药物，２例营养心肌后治愈，３例出院时
仍有偶发早搏，无临床症状。６例室性早搏中２例为先
心病术后，合并偶发房性早搏、交界区异搏心律，加用

心律平、胺碘酮，转为偶发室性早搏；１例为低钙血症，
纠正低钙，早搏消失；３例予营养心肌治疗未用抗心律
失常药，早搏减少。

非良性：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首选用潜水反射

刺激迷走神经从而终止发作，可以用毛巾包裹小冰袋，

在患儿发作时将冰袋敷在患儿面部，持续１５～２０ｓ，３
例患儿可见心电监护很快复律，但是易复发，１例反复
刺激５次未再发作；３例静推ＡＴＰ，口服地高辛，发作明
显减少，７例联合心律平，胺碘酮，抗心律失常药物持
续应用１～６个月，仅１例仍反复发作，但无心功能不
全。４例房扑患儿中先用静脉洋地黄饱和后改口服地
高辛维持和口服倍他乐克治疗，２例有效，１例因效果
不明显加用胺碘酮静脉滴注，另１例房扑用上述３种
药物联用不能控制发作加用心律平，发病１０ｄ后心律
失常变为间歇性房扑，根据心律失常程度调整抗心律

失常药物，首先停用心律平，发病１月时停地高辛和倍
他乐克，发病４个月时未再出现心律失常，停胺碘酮。
这４例房扑患儿抗心律失常药物的疗程分别为１０ｄ、２
个月和６个月。室性心动过速４例均在病情危重时出
现，３例死亡，１例原发病为化脓性脑膜炎，１例新生儿
呼吸窘迫综合症，１例为遗传代谢病，均合并多脏器功

能不全，仅１例肾上腺皮质增生合并高钾者经胰岛素、
高糖、补钙治疗后复律好转。３例窦房传导阻滞患儿
中２例随着原发病好转及改善心肌能量代谢后心电图
恢复正常，１例无效。２例Ⅲ度 ＡＶＢ，１例因呼吸窘迫
综合征机械通气时间较长，出现高钾、低钙血症及代谢

性酸中毒，给予纠正电解质紊乱后心律失常渐消失；１
例原因不明Ⅲ度ＡＶＢ合并心功能不全，持续静滴异丙
肾上腺素，多巴胺，米力农，磷酸肌酸治疗，心率持续４０
次／ｍｉｎ，动员家长安装起搏器，家长拒绝，心功能好转
后自动出院，目前年龄２岁，仍然存在Ⅲ度ＡＶＢ。
２６　随诊　４５例患儿中４０例随诊至生后３～２４个
月。良性心律失常复发率低，１２例良性心律失常中随
访８例未复发，２例有偶发，２例失访；非良性心律失常
复发率高，３３例非良性心律失常患儿３例死亡，３例失
访，随访的２７例４例未愈，其中２例室上性心动过速
反复发作，房性心动过速１例，继续门诊治疗和随诊，
余痊愈，１例持续存在Ⅲ度 ＡＶＢ，患儿未上学，仍在随
访中。

３　讨　论
３１　新生儿心律失常流行病学特征　新生儿容易发
生心律失常的解剖生理学基础是出生时心脏传导系统

尚未发育成熟。多年来，新生儿心律失常的发生率报

道不一，国外曾有报道为１．４％ ～４．３％［３］，而国内邢

艳琳等［４］报道经心电图检查的新生儿６３５０例，发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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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失常占０．５％（３３／６３５０）。本文统计新生儿心律失
常的发生率为０．３６％（４５／１２５０１），因多数情况下窦性
心律不齐无重要临床意义，故未将其计算在内，且并非

每一患儿入院后均进行心电监护，故发病率偏低。男

性发病多于女性（３２／１３），国外研究认为该现象与“Ｙ
染色体”效应有关，由于 Ｙ染色体参与，导致雌二醇水
平变化，进一步出现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５羟色胺
等浓度变化，最终导致男性发病率及死亡率均高于女

性［５］，当然也存在主观就诊数男性本身多于女性。根

据ＢａｄｒａｗｉＮ等［２］的报道，依据有无明显临床症状及是

否需要立即临床干预将新生儿心律失常分为良性心律

失常与非良性心律失常，国内有学者冠名为良性与恶

性心律失常［６］。良性心律失常中以室性早搏多见，非

良性心律失常以室上性心律失常多见，为 ２３例
（５１．１％）。本组资料中５例患儿在胎儿期即已存在心
律失常，提示部分新生儿心律失常是胎儿期心律失常

的延续，患儿发病年龄在２４ｈ内占５８％，第１周内占
７６％，与盛京医院统计比率基本吻合［４］，新生儿心律失

常常见于足月儿，但早产儿可以发病，本研究中早产儿

８例，以非良性为主，死亡１例，提示早产儿出现心律失
常较凶险，应加强早产儿心电监护，心律失常是早期新

生儿猝死常见病因，有研究表明，可达１０％［７］，故对围

生期的新生儿更应做好心电监护，有利于及早发现和

治疗心律失常，降低病死率。

３２　新生儿心律失常病因分析　文献报道新生儿心
律失常常见病因为新生儿窒息，先天性心脏病，感染

等，水电解质紊乱、心导管检查以及心脏外科手术亦较

多见［８］。本组资料以感染多见（３３．３％），其次为先天
性心脏病（１５．６％），与感染易引起心内折返，近年窒息
发生率下降有关。良性心律失常多见于先天性心脏病

（２５％），非良性多见于感染及先天性心脏病（共
３３．３％）。其中有４例为早产儿院内感染，１例频发室
性早搏，３例发生严重室上性心律失常，１例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症发生室颤死亡。其余死亡２例为化脓性
脑膜炎及先天性丙酸血症，均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提

示重症患者一旦合并心律失常预后不良，很难抢救。１
例肾上腺皮质增生合并高钾血症发生严重室性心动过

速，经对症治疗，转危为安，提示我们应及早发现危及

生命的心律失常，而心电监护及心电图的应用对于无

症状或轻微症状性心律失常的发现尤其重要。本研究

１３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中有３例（２３．１％）伴先
天性心脏病，２例（１５．４％％）合并预激综合征，３例感
染，５例原因不明。本研究４例房扑中１例单心室合并
心脏扩大；另２例胎儿期即发现快速心律失常，出生后
发生短阵房速，房颤，系宫内心律失常延续。５例传导
阻滞的２例为电解质紊乱，低钙，高钾，余３例原因不
明。因此，提醒我们临床工作中注意产科病史，监护内

环境，关注易发生心律失常的高危因素。

３３　新生儿心律失常的临床表现　新生儿心律失常
临床表现与病因、心律失常类型及严重程度有关。轻

者常无任何异常表现，重者可表现为拒乳、呕吐、多汗、

气促、面色苍白、阵发性青紫、哭声低弱［９］，因表现常不

典型，易被原发病所掩盖，尤其在医护人员没有意识到

心律失常时容易发生意外。本组资料中良性心律失常

多无明显临床表现，仅３例表现少吃，少动，而非良性
临床表现多样化，１３例室上性心动过速均为无明显诱
因突发的拒乳，呕吐，面色苍白，提示我们对无明显诱

因的伴有消化道症状的患儿，应该注意除外心律失常

的发生。房扑２例发生心功能不全，左心射血分数小
于５０％，１例休克，而发生室性心动过速常原发病危
重，或是临终前表现，３例死亡室速患儿均为意识障
碍，心电监护电压低，听诊心音极低，１例肥厚心肌病
合并室颤，伴休克，电除颤复律。对于面色苍白，拒乳，

呕吐的患儿加强监护，可早期发现心律失常；心电监护

发现氧和不稳定，心电曲线低平，心率能正常显示，但

听诊心音低钝的提示病情凶险，对于ＣＫＭＢ异常的应
警惕非良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３４　新生儿心律失常治疗与转归　良性新生儿心律
失常多为暂时性和功能性，一般预后好，不影响远期健

康问题，治疗主要针对原发病，并改善心肌细胞代谢，

多数无需特殊治疗，预后良好。本文１２例良性心律失
常仅２例室性早搏需用心律平控制心律失常，服药１
周～１个月，发作基本明显减少。非良性心律失常治
疗多样化，与刘靖媛等［９］研究一致。阵发性室上速可

以首先选择潜水反射刺激迷走神经复律，药物选用

ＡＴＰ静脉快速推注亦有效，往往在１０～４０ｓ内能终止
心动过速，本组有４例单纯应用ＡＴＰ控制，但１例反复
发作１０余次；其次选用洋地黄、心律平、胺碘酮均可复
律，根据心律失常程度酌情联合用药，上述药物均可抑

制心脏传导系统，故对有器质性心脏病、心功能不全、

基本心律有缓慢型心律失常的患者应慎用，终止发作

可采用经食管快速心房起搏法及同步电复律法外，技

术要求较高。房扑与房颤同样可选择药物复律和电复

律两种方法。电复律见效快、成功率高，但基层医院应

用少。如无电复律可以联合胺碘酮及心律平常可见

效，效果不如电复律快。室速是容易引起心脏性猝死

的严重心律失常，一定要治疗原发病，尤其要重视心功

能不全、电解质紊乱、洋地黄中毒的防治。终止室速发

作的方法有血流动力学障碍者需立即同步电复律，药

物复律最好选择静脉用药，首选胺碘酮静脉用药，普鲁

卡因胺或心律平可应用于心功能正常的室速患儿［１０］。

本组非良性心律失常单一药物控制８例，其余均需联
合用药好转，此时需尽量减量用药，注意药物间的协同

影响作用。本研究中，多种抗心律失常药物联合应用

没有产生新的心律失常，与特别遵守该原则有关，同时

治疗中注意控制原发病，维持内环境稳定，保证心功能

正常，监测电解质尤其重要。１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
增生，腹泻脱水入我科，血钾高达１２ｍｍｏｌ／Ｌ，出现室性
心动过速，经补钙、胰岛素、高糖治疗后好转。１例Ⅲ
度ＡＶＢ，电解质紊乱，低钙高钾，经对 （下转第１０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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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化酶２在婴幼儿血管瘤中的表达
周凯，徐建中，杨向东，付晓君，张大坤

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婴幼儿血管瘤组织中环氧化酶２（ＣＯＸ２）蛋白的表达情况，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ＣＯＸ２在
婴幼儿血管瘤组织中表达情况与婴幼儿血管瘤的发生、发展可能存在的一些相关性。方法　收集蚌埠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病理科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婴幼儿患者手术后血管瘤组织标本和术后同期瘤旁正常血管组织标本各５２
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ＳＰ法，分别对５２例婴幼儿血管瘤及５２例瘤旁正常血管组织标本表达情况进行免疫组织
化检测，２组间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结果　ＣＯＸ２在５２例婴幼儿血管瘤中的表达阳性率为８８．４６％，且多为强
阳性，以（＋＋）为主。而ＣＯＸ２在婴幼儿瘤旁正常血管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为１７．３１％，且着色较弱，为（＋）。
婴幼儿血管瘤组织中环氧化酶２（ＣＯＸ２）表达与瘤旁正常血管组织中 ＣＯＸ２表达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ＣＯＸ２在婴幼儿血管瘤组织中的表达呈明显增高，ＣＯＸ２在婴幼儿血管瘤组织中的表达与
婴幼儿血管瘤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相关性；研究ＣＯＸ２在婴幼儿血管瘤血管内皮细胞上表达情况有可能为临床
婴幼儿血管瘤疾病的诊断、治疗及婴幼儿血管瘤的下一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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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瘤是一种常见的先天性的血管性疾病，也是
婴幼儿最常见的良性肿瘤。血管瘤按其临床表现及组

织学特征一般可分为毛细血管型血管瘤、海绵状血管

瘤及蔓状血管瘤，其中以毛细血管瘤及海绵状血管瘤

较常见。中国新生儿血管瘤的发病率在３％ ～８％左
右，血管瘤生长迅速时，它不仅给人们的容貌上带来了

影响，而且患儿的心理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患

儿可以反复出血、感染，极少数人会产生恶变，甚至危

及生命。所以对婴幼儿血管瘤应高度重视，积极研究

疾病的发生、发展的一些相关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帮

助。目前环氧化酶２（ＣＯＸ２）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一
定的关系，但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

十分清楚，其机制可能是诱导和促进肿瘤的发生与生

长；促进内皮细胞的新生、迁移、刺激肿瘤血管生

成［１２］。现阶段针对血管瘤的一些研究，还没有一个广

泛认可的模式应用于血管瘤的发病机理研究，但对于

内皮细胞对于血管瘤所产生的重要性有着大体相对一

致的观点，而 ＣＯＸ２恰恰能够促进内皮细胞的生

基金项目：蚌埠医学院课题（ＢＹ１０４２）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外科
通讯作者：徐建中，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ｋａｉ０５５２＠１６３．ｃｏｍ

长，刺激血管瘤新生血管的生成，可能在血管瘤的发

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一些 ＣＯＸ２与肿瘤的
关系报道多集中在消化道肿瘤、乳腺癌及一些其他的

成人常见肿瘤中，而在婴幼儿血管瘤中表达的研究几

乎没有。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方法，通过检测 ＣＯＸ２
在婴幼儿血管瘤血管内皮细胞上表达的变化，根据其

在婴幼儿血管瘤标本和正常瘤旁血管组织标本表达的

情况，探讨分析 ＣＯＸ２与婴幼儿血管瘤发生、发展变
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关系，并探讨 ＣＯＸ２抑制剂是否
有可能为临床婴幼儿血管瘤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帮助。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病理科婴幼儿血管瘤标本５２例，其中男１５例，女
３７例；年龄３个月 ～３岁。再收集同期婴幼儿正常瘤
旁血管组织标本５２例作为对照，其中男１５例，女３７
例；年龄３个月～３岁。
１２　主要试剂　兔抗人单克隆抗体、ＳＡＢＣ免疫组化
试剂盒及ＤＡＢ显色试剂盒均购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
有限公司。鼠单抗ＩｇＧ购于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
１３　检查方法　将婴幼儿血管瘤和瘤旁血管组织标
本制备成４μｍ厚的切片，按ＳＡＢＣ免疫组化试剂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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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染色步骤进行操作。免疫组化染色及结果判断按免

疫试剂盒说明书操作，以细胞胞浆中出现棕黄色颗粒

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分析，
２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ＣＯＸ２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为 ＣＯＸ２在婴幼
儿血管瘤和瘤旁血管组织标本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在婴幼儿血管瘤中的表达阳
性率为８８．４６％，且多为强阳性，以（＋＋）为主。而在
婴幼儿瘤旁血管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为１７．３１％，且
着色较弱，为（＋）。详见表１。
表１　ＣＯＸ２在婴幼儿血管瘤、瘤旁血管组织标本中的表达

项目 例数 － ＋ ＋＋ ＋＋＋阳性率（％）

血管瘤 ５２ ６ １４ １５ １７ ８８．４６ａ

瘤旁血管组织 ５２ ４３ ５ ３ １ １７．３１

　　注：与婴幼儿瘤旁血管组织阳性率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国内学者多数认为在人体胚胎发育过程中，特别
是在早期血管性组织分化阶段，由于其控制基因片段

出现小范围错构情况，而导致其特定部位组织分化异

常，并发展成血管瘤，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胚胎早期

（８～１２个月）胚胎组织遭受机械性损伤，局部组织出
血造成部分造血干细胞分布到其它胚胎特性细胞中，

其中一部分分化成为血管样的组织，并最终形成血管

瘤。目前在临床上婴幼儿血管瘤非常多见，血管瘤呈

不断生长，甚至可侵及周围组织，并且有的血管瘤位于

颜面部，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特别是那些血管瘤面

积较大，生长速度较快，或并发其他严重并发症时，均

需对婴幼儿年龄段的血管瘤患儿进行积极和及时的治

疗［３］。

从发病机制上来讲，血管瘤是由大量增生的血管

所构成。胚胎早期，原始脉管是一种单纯由内皮细胞

组成的管状物，它们在间质中间形成一个致密的网。

以后随着各器官的发育，原始脉管网逐渐分化成与器

官联系的许多血管丛和淋巴管丛。显微镜下所见，血

管瘤形态多样，但基本结构相似，即均有发育良好的血

管样组织，如常的外层、中层及内膜上皮，管腔直径１～
１０ｍｍ，在血管之间有结缔组织为基质。临床常见的
血管瘤为海绵状血管瘤、毛细血管瘤及混合型 ３类。
①毛细血管瘤：具有发育良好的单层内皮细胞及很少
量结缔组织为基质。管腔内只有很少量的血细胞。为

局限的分叶状肿块，边界清楚，稍突出于皮肤表面，颜

色鲜红，大小不一。由于管腔狭窄，压迫时很少变白。

②海绵状血管瘤：具有发育良好的血管，管腔宽大，充
满了血球，瘤体较柔软，突出于皮肤表面，界限不清楚，

呈紫蓝色，具有压缩性，被压缩后颜色变白。海绵状血

管瘤比毛细血管瘤大而厚。常侵犯皮下组织，具有扩

张性。在颈部常侵犯深层组织。③毛细海绵状血管

瘤（混合型）：具有上述两种血管瘤的特点，比较常见，

毛细血管瘤常分布于海绵状血管瘤的表面。目前，一

些与影响血管瘤生长和侵袭有关的因子正在得到越来

越多的研究。随着对血管瘤发生及治疗机制的研究，

ＣＯＸ２在血管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
注［４］。ＣＯＸ２也称前列腺素合成酶（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ｙｎ
ｔｈａｓｅ，ＰＧｓｙｎｔｈａｓｅ），是催化ＰＧ（前列腺素）生物合成的
限速酶，即把花生四烯酸氧化成前列腺素和其他类前

列腺素限速酶。哺乳动物的 ＣＯＸ至少有 ２种形式：
ＣＯＸ１和 ＣＯＸ２，其氨基酸序列有 ６０％以上的同源
性，并有相似酶活性。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证实，细胞中

至少可有 ２种 ＣＯＸ的编码基因，即为 ＣＯＸ１和
ＣＯＸ２。ＣＯＸ１在人体保持正常生理功能中起重要作
用，如呼吸道细胞保护、胃肠道细胞保护和调节肾脏血

流等。正常的生理状态下，ＣＯＸ２基因在绝大多数人
体器官组织细胞中不表达，只有细胞在内外广泛的刺

激下才发生诱导性表达。刺激 ＣＯＸ２表达的因素存
在于细胞内外，主要包括：促肿瘤剂、癌基因（如 ｒａｓ、
Ｖｒｓｃ等）、一氧化氮、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如 ＰＤＧＦ、
ＴＮＦ、ＥＧＦ、ｂＦＧＦ、ＩＬ１等）和血清等。在一般情况下，
当刺激作用于细胞时，经过３０ｍｉｎ后即可测到ＣＯＸ２
ｍＲＮＡ的表达情况，诱导产生的 ＣＯＸ２的量跟细胞类
型有一定关系，随着 ＣＯＸ２ｍＲＮＡ的产生，出现大量
的ＣＯＸ２蛋白及其代谢合成产物。在正常生理状态
下，ＣＯＸ２蛋白在大多数组织中可能不易测到，仅在肾
和脑的部分组织中易见。通常认为 ＣＯＸ２蛋白可能
为一种膜结合蛋白，亚细胞定位在内质网与核膜及核

内，而且在核膜的表达情况比内质网强。也就是说当

静止细胞被炎症介质或丝裂原如细胞因子、内毒素、白

介素及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等刺激后可诱导
ＣＯＸ２过度表达，随后将花生四烯酸代谢成各种前列
腺素产物，随后在机体的生理和病理发展变化过程中

发挥作用。而且 ＣＯＸ２在人类很多良性癌前病变疾
病和恶性肿瘤中均有着较高表达［５８］，如异型增生、消

化道息肉、肠上皮化生、乳腺癌、胰腺癌、骨肉瘤腺瘤、

食道癌、结直肠癌、胃癌、肺癌和肝癌等，这意味着

ＣＯＸ２有可能参与了一些肿瘤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目前的一些研究结果普遍认为 ＣＯＸ２在胃癌、结

直肠癌、食管癌、胰腺癌、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前列

腺癌等肿瘤组织中呈高表达［９］。并且大量的基础性研

究证明ＣＯＸ２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针对肿瘤的发生、发展，肿瘤血管和淋巴管新生的

研究也非常广泛［１０］。目前一些研究指出 ＣＯＸ２在肿
瘤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①前列腺素促进肿瘤细胞的分化、介导免疫抑制；②
ＣＯＸ２的过度表达可引起ＤＮＡ的损伤，有助于肿瘤的
形成；③ＣＯＸ２参与肿瘤血管的形成；④ＣＯＸ２过度表
达增强肿瘤细胞侵袭能力；⑤ＣＯＸ２抑制肿瘤细胞凋
亡［１１］。尤其是参与肿瘤血管的形成与血管瘤及血管

类疾病关系比较密切，研究发现，肿瘤的生长依赖于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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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组织内新生血管的形成，在肿瘤增长至直径超过２～
３ｍｍ后，必须需要肿瘤自身形成的新生血管来提供氧
气和一些必需的营养物质。肿瘤细胞依靠机体分泌的

血管生长因子（ＶＥＧＦ、ｂＦＧＦ、ＰＤＧＦ等）保证其自身生
长。一些资料表明［１２］，ＣＯＸ２的过度表达与机体实体
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密切相关；选择性 ＣＯＸ２抑制剂
可以达到阻断ＣＯＸ２在肿瘤新生血管生成中的作用，
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ＣＯＸ２很可能是通过诱导ＶＥＧＦ等促血管生长因子的
表达，并同时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凋亡从而促进了肿瘤

新生血管形成，在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随着对 ＣＯＸ２与肿瘤发生和发展关系研究，随后
提出通过使用ＣＯＸ２抑制剂在肿瘤治疗上发挥作用，
ＣＯＸ２的抑制剂在流行病学的调查中已经显示出有一
定的抗肿瘤的作用，降低了肿瘤的发病风险。近阶段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了 ＣＯＸ２抑制剂抗肿瘤作用确切
性。通过对ＣＯＸ２和 ＣＯＸ２抑制剂的逐步深入的研
究，有可能为临床肿瘤疾病，包括血管瘤特别是婴幼儿

血管瘤的治疗提供出新的方式［１３］。

但是目前对于 ＣＯＸ２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成
人肿瘤，尤其是胃癌、乳腺癌及食道癌等方面，而在婴

幼儿血管瘤当中相关报道相对是比较少的。血管瘤对

婴幼儿影响是非常大的，临床治疗也需要提供新的方

法和思路。血管瘤作为一种良性肿瘤或血管畸形，比

较好发于婴幼儿，可发生于身体各个部位，如果血管瘤

生长在面部，必然要影响美容，严重者可使面部五官畸

形；在颈部、咽喉部容易因进食而导致破溃，严重时甚

至可危及患者生命；在功能部位，如肝脏、肾脏、眼球、

舌头、手指、足趾、阴茎、阴蒂及关节等，可影响这些部

位的功能，所以需要对与血管瘤发生发展有关系的影

响因子进行深入的研究。现阶段我国对血管瘤的治疗

主要是以下４种方法：①激光治疗：钇铝石榴石激光
（Ｎｄ∶ＹＡＧ）激光对血管瘤的凝固作用强。②冷冻治
疗：冷冻治疗的原理是在快速降温下引起细胞内冰晶

形成，使细胞内结构破坏。③硬化剂治疗：其原理是将
硬化剂注入血管瘤内引起栓子，使瘤体组织萎缩，达到

治疗目的。④手术治疗：较大的血管瘤可采用分期切
除术。本研究发现，ＣＯＸ２在婴幼儿血管瘤组织中，
ＣＯＸ２呈阳性表达较高，且着色较强；在瘤旁血管组织
血管中，ＣＯＸ２多呈阴性和弱阳性表达。血管瘤的生
长依赖于肿瘤组织内新生血管的形成，ＣＯＸ２的过度
表达有可能增强肿瘤细胞侵袭能力及抑制血管瘤细胞

凋亡，促进血管瘤新生血管的形成。也可以进一步推

测，组织中高表达的ＣＯＸ２有可能是通过前列腺素促
进血管瘤肿瘤细胞的分化、介导免疫抑制并造成内皮

细胞的迁移和微血管的生成，进而促进了血管瘤内皮

细胞的增殖，促使血管瘤的生长和发展。ＣＯＸ２对血
管瘤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机制还在进一步探索之

中。ＣＯＸ２抑制剂如果可以在肿瘤治疗上发挥作用，
也就可以应用于血管瘤的临床治疗，对血管瘤尤其是

婴幼儿血管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将来有望进一步

通过ＣＯＸ２联合一些其他与血管瘤发生发展有关联
的因子进行研究，对临床血管瘤，尤其是婴幼儿血管瘤

的诊断、分类及治疗提供帮助［１４１５］。目前的研究证实

ＣＯＸ２与血管瘤发生发展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希望通
过对ＣＯＸ２及ＣＯＸ２抑制剂的研究［１６］能为血管瘤尤

其是婴幼儿血管瘤的临床诊断及治疗开辟新的广阔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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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中 ＩＬ３７水平变化的探索研究
杨超，刘荣臻，张晓延，李鹏花

摘要：目的　通过检测类风湿性关节炎（ＲＡ）患者血清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ＩＬ３７、ＴＧＦβ、ＩＦＮγ、ＴＮＧα和ＩＬ１
等细胞因子的水平及ｍＲＮＡ表达，探讨ＩＬ３７与类风湿性关节炎（ＲＡ）的相关性及作用机制。方法　收集类风湿
性关节炎患者及正常对照组外周血及血清，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及实时定量荧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的方
法，检测３０例ＲＡ患者（ＲＡ疾病标准评分≥６）治疗前后及２０例健康对照组血清中细胞因子水平及ｍＲＮＡ表达，
并探讨其抑制机制。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ＩＬ３７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相关性。结果　①治疗前后 ＲＡ患者组血
清ＩＬ３７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ＲＡ患者血清中炎症因子 ＩＦＮγ、ＴＮＧα、
ＩＬ１明显高于正常组，ＩＬ３７与炎症因子共同参与了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生。③ＲＡ患者血清中 ＩＬ３７与疾病严重
程度呈正相关（治疗前ｒ＝０．８５４，Ｐ＜０．０５，治疗后 ｒ＝０．５６３，Ｐ＜０．０５）。结论　ＩＬ３７作为一种基础的免疫抑制
因子，通过其负反馈调节机制抑制炎症因子。当代偿产生的ＩＬ３７不能维持免疫平衡时，炎症因子的过度表达造
成了ＲＡ患者机体损伤。通过实验证实ＩＬ３７与ＲＡ的发病及病程进展存在一定关系，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
提供新的依据。

关键词：白介素３７；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因子；免疫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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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风湿性关节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Ａ）是一
种以炎症反应造成患者机体肉芽组织和纤维增生，使

得关节腔内的血供严重受损的免疫系统疾病。严重的

缺血使得局部出现坏死，以累及周围关节为主，其基本

病理改变为滑膜炎。白细胞介素、趋化因子、干扰素等

细胞因子参与了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免疫调节机制

功能障碍是导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的主要机制［１］。

ＩＬ３７是研究人员新发现的一类细胞因子，属于白介
素１家族，其广泛的抗炎症生物属性已经越来越受到
人们重视。ＩＬ３７作为一种抗炎性细胞因子，可能在自
身免疫病中起到抑制过度炎症反应、保护自身机体的

作用［２］。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０１太原市，山西医科大学临床检验诊断学２０１１
级研究生（杨超）；０３２２００山西省汾阳市，山西医科
大学汾阳学院检验系（刘荣臻，张晓延）；山西省汾阳

医院肾病风湿科（李鹏花）

通讯作者：刘荣臻，Ｅｍａｉｌ：Ｌｒｚｆｙ＠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实验组：入选山西省汾阳医院肾病风
湿科住院部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７月类风湿性关节
炎发作期患者３０例，且所有ＲＡ患者的诊断符合２０１０
年美国风湿病学院（ＡＣＲ）和欧洲风湿病防治联合会
（ＥＵＬＡＲ）联合重新制定诊断标准，即评分≥６．０分的
患者明确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其中男性１７例，女
性１３例，平均年龄（５０．２６±８．５４）岁。收集治疗前、后
患者血样。正常对照组：选取２０人作为健康对照组，
平均年龄（４７．３５±１１．３４）岁，且无自身免疫性疾病、
急慢性疾病史、遗传病家族史。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患者筛选　采用 ２０１０年美国风湿病学院
（ＡＣＲ）和欧洲风湿病防治联合会（ＥＵＬＡＲ）联合重新
制定诊断标准，即患者如果按下列标准评分６分或以
上，明确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见表１。
１２２　ＥＬＩＳＡ检测　收集患者外周血血清运用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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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 ＩＬ３７、ＴＧＦβ、
ＩＦＮγ、ＴＮＦα和 ＩＬ１等细胞因子表达情况，实验过程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表２　类风湿关节炎诊断评分标准

疾病临床表现分类 评分

受累关节　　　　 １个中到大的关节（０分）；２～１０个中大关节（１分）；１～３个小关节（２分）；４～１０个小关节（３分）；超过１０个小关节（５分）
血清学　　　　　 类风湿因子和抗环瓜氨酸肽抗体阴性（０分）；两个测试至少有之一是低滴度阳性。低滴度定义为超过正常上限，但不高

于３倍正常值上限（２分）；至少有一个试验高滴度阳性，如滴度超过３倍正常上限（３分）
滑膜炎持续时间　 少于６周（０分）；６周或更长的时间（１分）
急性期反应物　　 Ｃ反应蛋白和红细胞沉降率均正常（０分）；Ｃ反应蛋白或血沉异常（１分）

１２３　实时定量ＰＣＲ检测　提取患者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运用Ｔｒｉｚｏｌ试剂提取细胞总ＲＮＡ，并通过紫外分
光光度仪测定提取的 ＲＮＡ纯度及浓度，选取 ＯＤ值
１．８～２．０之间的 ＲＮＡ标本进行逆转录。ｃＤＮＡ逆转
录试剂盒购于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反应体系共２０μｌ，其中
ＲＴ１０×Ｂｕｆｆｅｒ２μｌ，ｄＮＴＰ２μｌ，ＭｇＣｌ２４μｌ，随机引物
１μｌ，逆转录酶０．５μｌ，最后用 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ｄＨ２Ｏ补足
体积至２０μｌ。Ｐｏｗｅｒ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购于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
ＰＣＲ循环条件为９５℃变性１０ｍｉｎ，９５℃退火１５ｓ，６０
℃延伸１ｍｉｎ，４０个循环，重复３次。取１０μｌＰＣＲ扩
增的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运用凝胶成像分析系

统分析。运用ＰｒｉｍｅｒＰｒｅｍｉｅｒ５．０引物设计软件设计５
种细胞因子的引物如下所示（见表２）。

表２　５种细胞因子引物序列

细胞因子 上游引物 下游引物

ＴＮＦα ＧＡＧＣＡＣＴＧＡＡＡＧＣＡＴＧＡＴＣＣ ＣＧＡＧＡＡＧＡＴＧＡＴＣＴＧＡＣＴＧＣＣ
ＴＧＦβ ＧＧＧＡＣＴＡＴＣＣＡＣＣＴＧＣＡＡＧＡ ＣＧＧＡＧＣＴＣＴＧＡＴＧＴＧＴＴＧＡＡ
ＩＦＮγ ＧＣＧＡＡＡＡＡＧＧＡＧＴＣＡＧＡＴＧＣ ＣＡＡＡＣＣＧＧＣＡＧＴＡＡＣＴＧＧＡＴ
ＩＬ１α ＣＧＣＣＡＡＴＧＡＣＴＣＡＧＡＧＧＡＡＧＡ ＡＧＧＧＣＧＴＣＡＴＴＣＡＧＧＡＴＧＡＡ
ＩＬ３７ ＣＴＣＣＴＧＧＧＧＧＴＣＴＣＴＡＡＡＧＧ ＴＡＣＡＡＴＴＧＣＡＧＧＡＧＧＴＧＣＡＧ
内参ＧＡＰＤＨ ＧＣＧＡＧＡＡＧＡＴＧＡＣＣＣＡＧＡＴＣ ＧＧＡＴＡＧＣＡＡＣＧＣＣＴＧＧＡＴＡ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统计学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版软件包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治疗
前、后数据资料采用配对 ｔ检验，实验组与对照组组间
比较采用两样本ｔ检验；数据变量之间关系采用 Ｐｅａｒ
ｓｏｎ直线相关性分析方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ＲＡ患者血清５种细胞因子改变　初诊患者与对
照组相比ＩＬ３７、ＴＧＦβ、ＩＦＮγ、ＴＮＦα和ＩＬ１等细胞因
子均有显著升高（Ｐ＜０．０５），且治疗后，５种细胞因子
水平均有降低，但是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２　ＲＡ患者５种细胞因子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变化　
ＲＡ初诊患者与对照组相比 ＩＬ３７、ＴＧＦβ、ＩＦＮγ、
ＴＮＦα和 ＩＬ１ｍＲＮＡ表达均有升高，其上升倍数分别
为３．５、５．４、５．０、４．６、５．１。治疗后 ＲＡ患者 ＩＬ３７、
ＴＧＦβ、ＩＦＮγ、ＴＮＦα和 ＩＬ１ｍＲＮＡ表达降低，其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别为２．０、
３．５、４．０、２．２、３．０倍，见图２。

表３　ＲＡ患者及对照组治疗前后的细胞因子水平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Ｌ３７（ｎｇ／Ｌ） ＩＬ１（ｎｇ／Ｌ） ＴＮＦα（ｎｇ／Ｌ） ＩＦＮγ（ｎｇ／Ｌ） ＴＧＦβ（ｎｇ／Ｌ）

ＲＡ组治疗前 ３０ ２４４．３１±５０．４２ａｂ ２９６．２５±５２．０４ａｂ ６０５．２５±３４．３６ａｂ ９６７．０３±２４７．１７ａｂ ４１７．１７±１１５．３４ａｂ

ＲＡ组治疗后 ３０ ９７．７５±３０．１３ｃ １８４．０５±１７．６８ｃ ４１９．６７±２０．７０ｃ ４５２．１７±１７５．２４ｃ １５０．５３±４５．２１ｃ

对照组 ２０ １４．３５±８．１８ ３４．１７±６．０８ ５９．７５±１０．６３ ２８２．４０±８７．１７ ５０．１０±１８．３３

　　注：ＲＡ组治疗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ＲＡ组治疗前后比较，ｂＰ＜０．０５；ＲＡ组治疗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注：ＲＡ组治疗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ＲＡ组治疗前后比
较，ｂＰ＜０．０５；ＲＡ组治疗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图２　类风湿关节炎诊断评分标准

２３　类风湿性关节炎与 ＩＬ３７相关性分析　ＲＡ患者
血清中ＩＬ３７水平与２０１０年美国风湿病学院（ＡＣＲ）和
欧洲风湿病防治联合会（ＥＵＬＡＲ）联合重新制定的 ＲＡ

评分标准在治疗前后相关性见表４，治疗前后血清中
ＩＬ３７与 ＲＡ患者病情程度评分均成正相关（Ｐ＜
０．０５）。

表４　ＲＡ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３７水平与病情程度
评分相关性分析

时间 ｒ值 Ｐ值

ＲＡ组治疗前 ０．８５４ ０．００４
ＲＡ组治疗后 ０．５６３ ０．０２１

３　讨　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ＲＡ）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调
节机制功能障碍是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的主要机

制。ＲＡ是一种以炎症反应造成的肉芽组织和纤维增
生，使得关节腔内的血供严重受损的免疫系统疾病，严

重的缺血使得局部出现坏死，以累及周围关节为主，其

基本病理改变为滑膜炎。由于 ＲＡ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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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全明确，但相关研究显示，ＲＡ的滑膜组织中有
大量的ＣＤ４＋Ｔ细胞及其分泌的 ＩＬ２、干扰素（ＩＦＮ）γ
等细胞因子，此外尚包含有大量的巨噬细胞及其分泌

的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６、
ＴＮＦβ及ＩＬ８等［１］。

白细胞介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３７（ＩＬ３７），是２０００年发
现的ＩＬ１家族的新成员，并在２００１年根据其前体肽命
名为白介素家族的第７因子，ＩＬ１Ｆ７［２］。ＩＬ３７的基因
定位于人类的２号染色体上，共含有７６８６ｂｐＤＮＡ（见
于Ｇｅｎｂａｎｋ）。ＩＬ３７由１２条β链组成，其结构与白介
素１家族成员尤其是ＩＬ１８相似。ＩＬ３７具有５种不同
的异构体形式（ＩＬ３７ＡＥ），其中 ＩＬ３７ｂ分子结构最
大，为其主要功能表达单位。ＩＬ３７为一个基本的先天
炎症免疫抑制剂［３４］。ＭａｒｃｅｌＦＮｏｌｄ等通过实验证实，
运用ｓｉＲＮＡ减少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ＩＬ３７的合成
和分泌，观察到ＩＬ６、ＩＬ１２、ＩＬ１α、ＩＬ１β及ＧＳＣＦ等促
炎症因子合成增加，而抗炎症因子如ＩＬ１０等的合成则
不受影响。这个实验表明，ＩＬ３７具有对炎症反应的负
反馈抑制作用，而这种作用与ＩＬ１０等抗炎症因子的表
达无关，其体外实验的作用机制为：①ＩＬ３７能够抑制
促炎症因子信号传导通路中 ＳＴＡＴｓ１４的磷酸化，从而
发挥削弱炎症的作用；②ＩＬ３７能够与Ｓｍａｄ３形成复合
物，而 Ｓｍａｄ３则具有拮抗 ＳＴＡＴ１和 ＳＴＡＴ３等的作
用［５］，从而发挥其抑制炎症的作用；③ＩＬ３７还抑制了
ＩＬ１诱导的促炎症转录因子 ＡＰ１的组成部分 ｃＪｕｎ；
④ＩＬ３７能够抑制ｐ３８ＭＡＰＫ的磷酸化，而ｐ３８ＭＡＰＫ在
大多数促炎症因子信号转导通路中发挥主导作用；⑤
ＩＬ３７可以使ＧＳＫ３α／β发生磷酸化，从而使这种激酶
失活，进而发挥炎症抑制作用［６］。ＳａｋａｉＮ等［７］证实，

ＩＬ３７能够显著抑制ＴＮＦα诱导的中性粒细胞活化，进
而减少肝细胞和 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分泌促炎性细胞因子和
趋化因子，中性粒细胞的活性减少从而降低了肝细胞

的损伤。另外一些动物实验证明，ＩＬ３７能够保护小鼠
发生ＬＰＳ诱导非致死性的内毒素性休克，这种保护是
通过降低小鼠肺脏、脾脏及浆细胞中促炎症因子表达

而实现的，其机制可能是ＩＬ３７抑制了树突状细胞的激
活。此外ＩＬ３７通过与ｓｍａｄ３蛋白结合，促进了ＴＧＦβ
的生物属性。ＴＧＦβ被公认为ＤＣｓ最重要的免疫抑制
剂之一，并且在促进软骨和骨修复、治疗自身免疫疾病

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ＩＬ３７通过促进 ＴＧＦβ从而
抑制了ＤＣｓ的功能，进一步抑制了适应性免疫反应和
固有免疫反应［８］。

本研究通过ＥＬＩＳＡ和实时定量 ＰＣＲ检测发现：健
康对照组低表达ＩＬ３７。治疗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血清中 ＩＬ３７明显升高（Ｐ＜０．０５）。ＩＬ３７的表达与
ＩＦＮγ、ＴＮＦα、ＩＬ１、ＴＧＦβ成正相关。而治疗后实验
组有所降低，但仍高于对照组。实验表明，相关炎症因

子诱导了ＩＬ３７的产生，而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在病理状
态下，ＩＬ３７表达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通过 ＲＡ患

者疾病程度评分与血清ＩＬ３７水平相关性研究，证实了
ＩＬ３７与ＲＡ患者病情严重程度成正相关。其机制可
能是ＩＬ３７作为炎症抑制因子，代偿性的受炎症因子的
刺激而增加，即 ＩＬ３７是通过其介导的负反馈调节机
制，以减轻 ＲＡ患者的过度炎症反应［９］。当代偿产生

的炎症抑制因子不足以抑制炎症时，自身免疫调节紊

乱，从而过度表达的炎症因子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造

成组织和器官损害。也有相关的实验证实ＴＮＦα是主
要诱导ＩＬ３７的炎症因子［１０］，这与本实验结果相吻合。

相关炎症因子也可以诱导ＩＬ３７的产生，但不同细胞和
组织内的诱导机制至今尚未明确，说明ＩＬ３７与炎症因
子共同参与了类风湿关节炎的病程发展，并作为炎症

抑制因子参与了保护机体的抑制炎症过程，通过增加

患者ＩＬ３７水平，可能成为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新方
法。

此研究在国内尚属首例，但由于 ＩＬ３７发现较晚，
人类对其抑制机制的认识仍处于初级，但越来越多的

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其抑制属性，希望可以通过更多的

实验将ＩＬ３７应用到炎症疾病中，探索其功能，拓展人
类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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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上睑皮肤松弛整形并发症的临床分析及治疗体会
梁伟中，吴军玲，王凯亮，赵作钧

摘要：目的　探讨上睑皮肤松弛整形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常见原因、处理方法及防治措施，以期降低上脸皮肤松弛
整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方法　回顾性分析上睑皮肤松弛整形后出现并发症患者９０例，８０眼是在外院手术后
出现并发症，２０眼是在我院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对并发症种类、原因以及相应的处理办法进行分析总结。结
果　上睑皮肤松弛整形后发生的并发症主要是：眶隔脂肪相关并发症（上睑眉下区域凹陷、出血 ）、矫正不足（未
发现伴发疾病、切口选择不当、去皮时过于保守、切口部位皮下分离范围过大）、非医源性医疗纠纷（这类纠纷是

指手术中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医疗整形意外，以及认知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医疗纠纷，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①长
期应用医保的患者在自费手术时，往往会对手术效果很挑剔。②患者对自身眼部条件缺乏足够的认识；③对手术
结果的评判带有很大主观性）矫正过度（该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去除皮肤过多或在缝合时挂睑板的位置过

高）、术后原慢性疾病加重。治疗方法包括：脂肪填充、植皮、治疗局部伴发疾病、改变切口位置、再次去皮、心理

干预、对症治疗等。结论　上睑皮肤松弛术后并发症多种多样，术前充分的医患沟通、个性化治疗、选择简单有效
的手术方式是减少手术并发症的关键。

关键词：整形手术；上睑皮肤松弛；并发症；治疗；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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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开始出现上睑皮肤松弛，
影响美观甚至心理。而这类人群因皮肤特点、身体状

况与心理的特殊性，上睑皮肤松弛矫正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率亦增加，但是国内相关文献报道不多。我院开

展上睑皮肤松弛矫正术已多年，并处理过来自多家医

院的各种原因导致的并发症，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因此，本文就该手术主要并发症的原因及预防、

治疗方法进行了探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在我院整形科就诊的上
睑皮肤松弛整形后出现并发症患者９０例１００眼，其中
男性３０例４０眼，女性６０例６０眼，年龄４５～７０岁，８０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８北京市，煤炭总医院整形外科（梁伟中，赵作
钧）；外科（吴军玲）；内科（王凯亮）

通讯作者：梁伟中，Ｅｍａｉｌ：ｐｌａｓｔｉｃ１７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眼是在外院手术后出现并发症，２０眼是在我院手术后
出现并发症。

１２　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治的９０例上睑皮
肤松弛整形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患者产生的并发症种

类、原因以及相应的处理办法进行分析总结。

２　结　果
　　上睑皮肤松弛整形后发生的并发症主要是：眶隔
脂肪相关并发症、矫正不足，非医源性医疗纠纷、矫正

过度、术后原慢性疾病加重。改善并发症的方法根据

其原因不同而不同，治疗方法包括：脂肪填充、植皮、治

疗局部伴发疾病、改变切口位置、再次去皮、心理干预、

对症治疗等。所有患者术后追踪观察０．５～１年，效果
满意。

３　讨　论
　　眼睑的皮肤在解剖上只在眉内侧和内眦韧带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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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的眼轮匝肌有直接联系，随着年龄增长，眼睑与眼

轮匝肌的连接松弛，加上眶隔逐渐变弱，眶脂膨出，造

成松弛的皮肤向下悬垂。若将皮肤提起则显示出原来

的睑裂高度和正常的睑缘形态。部分患者由于眼睑重

量相对增加，也会产生机械性上睑下垂。可见，矫正眼

睑松弛时应对患者上睑松弛的病因应有深刻的了解，

明确患者期望的手术效果，否则，盲目施行松弛矫正会

产生很多并发症，不但不能满足患者功能与美容方面

的要求［１２］，亦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烦恼，更会影响

医生的自信。我们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对常见的并

发症及处理、预防方法总结如下。

３１　眶隔脂肪相关并发症
３１１　上睑眉下凹陷　老年人在手术前常伴有皮下
脂肪萎缩若术中眶隔脂肪去除过多，常会导致已有的

上睑凹陷更明显。所以，去除上睑眶隔脂肪应慎重。

对于上睑臃肿的患者，一般仅去除中外侧脂肪；另外，

对于术中打开眶隔后脂肪疝出较多者，可以仅将自然

疝出的眶隔脂肪去除。其它情况应尽量少去除或不去

除眶膈脂肪为宜。纠正此种并发症可行适量脂肪颗粒

注射填充或真皮脂肪块充填，但应告知患者术后可能

局部触及包块，亦会有脂肪栓塞导致失明的风险；而

且，游离移植的脂肪容易被吸收，效果不能持久，可能

需要再次注射。

３１２　球后出血　这是上睑整形术最严重的并发症
之一，可导致失明。关键在于预防，预防方法如下：①
因上睑松弛的患者多为中老年人，常有服用抗凝药的

经历，所以，对于该类患者，术前２周必须停用抗凝药
物。②术中细致的止血，尤其是在去除眶隔内脂肪时，
剪断大血管而又未发现或未做处理。我们的经验是：

ａ．可以在术中去除眶隔脂肪前先在即将切除脂肪的部
位电凝止血；ｂ．在去除脂肪时，应用镊子夹住待切除脂
肪部位的近端，这样，即使去除脂肪时发现出血，可在

镊子夹住的剪除处寻找出血点；ｃ．不过多地剪除眶隔
脂肪，否则引起的深部血管破裂很难止血。ｄ．下睑内
侧脂肪团周围血管较多，去脂肪时应注意止血。③操
作应轻柔。④在处理内外眦角处皮下组织时，也是比
较容易出血的部位，应注意该部位的止血。⑤术后２４
小时内应冰敷及术区加压。⑥手术当天避免下床活动
以免引起出血。⑦麻醉药中应加入足量的肾上腺素，
浓度为１∶２０００００，并且使该药的缩血管作用充分发
挥后再切开，一般在麻醉后５ｍｉｎ即可。

如果患者出现视力下降、疼痛或肿胀突然加剧、出

血，应较宽地打开眶隔手术切口，探察并去除血块，必

须找到出血的部位，加以烧灼；必要时应扩大手术切

口。

３２　矫正不足
３２１　未发现伴发疾病　应在术前认真检查有无先
天性上睑下垂、巨大睑黄瘤、泪腺脱垂等伴发疾病，在

手术时应同时施行上睑提肌缩短术等方法矫止［３４］。

豫苏等认为，上睑皮肤松弛的解剖学原因有额部及眉

弓的松弛、下垂，因此结合去除眉上区域皮肤、固定眶

上脂肪垫可以较好地矫正上睑皮肤松弛［５］。

３２２　切口选择不当　老年患者上睑皮肤松弛常伴
有眉下垂。切口设计是上睑皮肤松弛行矫正手术成功

的关键，张本寿认为，应依据上睑皮肤松弛程度、眉与

上睑缘间距（正常为２ｃｍ）等进行分型然后决定手术
切口［６］。侯勇认为，对于多数上睑皮肤松弛的患者可

以采用眉下缘切口，有明显眉下垂者，采用眉上缘切

口，由于女性眉位置在眶上缘上，不能为了解决上睑松

弛而过度上提眉，导致眉位置过高，可以同时采用多个

切口改善上睑皮肤松弛［７］。亦有研究者认为应根据患

者眉形、眉眼间距及上睑皮肤肥厚臃肿程度决定手术

方法。笔者认为，对于原有重睑而且额部组织明显松

弛下垂的患者，若术前将额部组织上提后即可改善上

睑皮肤松弛，或站立与平卧位重睑宽度不一致的患者，

尤其是眉眼间距小于患者本人年轻时，可以通过眉缘

切口；其它情况的上睑皮肤松弛可通过重睑切口矫正。

３２３　去皮时过于保守　常规的去除皮肤量的设计
方法如下：嘱患者闭眼，用亚甲蓝标出上睑皱襞线，上

睑皱襞画线通常作为去除皮肤的下缘，画线在到达外

眦上方后应轻微向外上方倾斜，再用无齿镊夹持上睑

皮肤以估计所需切除的皮肤量，以上下睑缘刚分离为

限，然后根据皮肤松弛程度标记去除皮肤的上缘线。

但是，对于上睑皮肤松弛较明显的患者，很难精确

术中的去皮量，多数医生在切除皮肤范围的设计上，采

用单一体位（坐位或立位）标记设计点，而在由立位到

卧位手术时，眉部会出现明显移位，易使标记不准确，

使眉上提效果难以预期，所以会在去皮时尽量保守。

预防该类并发症亦应对患者坐位与立位时需要切除的

皮肤量综合考虑，治疗这类并发症的方法是通过手术

再次去除适量皮肤。

３２４　切口部位皮下分离范围过大　对于眉下垂引
起的上睑皮肤悬垂，是由于老年性改变使眉脂肪垫与

其下的额肌联系松弛所致，眉下垂大多出现在眉的外

侧部分，下垂后上睑皮肤向下移位而将上睑缘部分遮

盖，造成所谓三角眼。对于该类患者可通过眉上缘切

口进行眉上提来改善上睑松弛的外观，手术中应注意

在切口两侧分离范围不能过大，仅分离切缘周围约两

毫米的范围即可，如果皮下分离范围过大，将影响提升

上睑皮肤的效果。而且，亦会损伤毛囊，导致术后眉毛

稀疏。

３３　非医源性医疗整形纠纷　非医源性纠纷是指手
术中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医疗整形意外，以及认知性、

经济性和社会性医疗纠纷［８］。

对于长期应用医保就诊的中老年人，当这类患者

以自费的形式手术时，往往对手术效果有较高的期望。

对于该类患者或对是否手术犹豫不决的患者要慎重，

也往往会对手术效果很挑剔［９］。

医生在施行手术时前，应充分了解患者对效果的

要求，有的患者要求改善很明显，而有的患者仅需要改

变一点。所以，术前应当通过有效地沟通仔细分析患

者的心理和需求，必要时对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并且，

医生手术时应考虑到患者的个性化要求，并采取相应

的手术方法。否则，如果医生仅从自己的审美观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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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施行手术，即使医生认为手术已经很完美，仍然不会

达到患者的预期。

老年人往往对自身的眼部条件没有客观的了解，

只是觉得眼睑皱纹去除后，眼睛变大并更有神，但是，

由于上眼睑眉部至上睑缘处的皮肤由厚变薄，在去除

上睑部分皮肤后，切口上下缘厚薄不均，故即使是很精

细的缝合后，上睑形态亦不如年轻人不去皮的重睑好

看，如果医生在术前没有将这一点与患者在术前交代

清楚，患者在术前对手术效果没有客观的理解，导致患

者刚看到术后效果时，会误认为切口部位不平整是因

为医生技术欠缺所致，并误认为术后几天内的效果是

最终效果，由此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由于多数患者对术后恢复期没有正确的理解，所

以尽量用恢复快的微创手术方法。笔者认为，对于仅

上睑外侧松弛的患者可以采用微创的方法，例如艾红

梅等［１０］的外段一点埋线术，崔子伟等［１１］的重睑切口

行眉上提方法，术后恢复快，而且效果明显，便于患者

接受，并降低纠纷的发生率。尤其是通过提眉改善上

睑皮肤松弛的中年患者，一定要向其讲明术后几个月

内可能瘢痕增生很明显，让其有心理准备，并告知短期

的瘢痕增生期内可以通过画眉掩盖切口痕迹，而且，肿

胀期过后的手术效果会比之前好很多，需要耐心等待；

否则，即使属于正常的术后恢复，亦会引起患者的误

解。

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整形美容手术结果客观评判标

准，对手术结果的评判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为减少该类

纠纷，笔者的经验是：在术前将患者的要求、医生自己

的审美标准及大众的审美标准综合考虑。

３４　矫正过度：重睑过宽或睑外翻　该情况的发生主
要是因为去除皮肤过多或在缝合时挂睑板的位置过

高，杜绝发生这种情况的方法如下：①上睑内１／３的皮
肤应少去或不去，视皮肤的松弛程度而定，如果皮肤松

弛需要去除较多的皮肤，可通过适当延长外眦切口线

来解决，不可过多去除上睑内侧的皮肤。②在术前标
记切口线时，应轻微将皮肤崩紧，否则，会误将过多的

皮肤切除。③若在手术尚未结束时发现该状况，可以
将缝合时挂睑板的位置改为较低的位置。

对于术后的睑外翻，如果仅是重睑过宽而尚有多

余的皮肤，可以充分松解重睑线处的粘连，打开眶隔，

松解出脂肪，将部分脂肪垫衬于原重睑线处，并与睑板

前筋膜固定，以防再次粘连。如果是因为去皮过多而

出现的矫正过度，则应考虑用游离植皮法进行矫正。

对于该类并发症关键是预防。由于老年人皮肤弹

性差，血液循环不如青年人恢复快，因此，在估计切除

皮肤的量时宁少勿多，以免因矫正过度而引起睑外翻。

３５　术后原慢性病加重　要求做上睑松弛矫正的患
者多为老年人，常有多年的慢性疾病，所以应注意：①
术前要详细询问病史，对于有相关疾病者，应控制血

压、血糖、缓解冠脉供血不足，停用抗血药１周等。手
术作为一种应激，可能加重患者心脏不适［１２１３］。尤其

是局麻药中止血药的用量，尽量不用止血药。②帮助

患者正确理解手术风险：部分患者对手术结果期待值

过高且不理解医学手术的风险，更多地是注重术后的

效果，但是一旦术后没有达到患者自身预期的效果，甚

至在术后短时间的肿胀期内，就从心理上无法接受。

甚至导致短期内的血压增高，可以向患者讲明术后恢

复过程，必要时可以建议患者到相关科室就诊以缓解

症状。预防方法如下：①医生在手术前应向患者充分
告知术后能达到的效果及手术后可能产生的各种风

险；②对于有精神疾患的老年人，术前应进行心理卫生
评定。③老年患者皮肤生理机能减退，在设计手术方
案时应注意尽量减少手术中损伤范围，尽量让患者的

术后恢复期缩短，例如可以仅去除皮肤而不去除眼轮

匝肌，尤其是外侧的眼轮匝肌，可以有效减少出血及缩

短手术时间。

上睑皮肤松弛多见于中老年人，由于其特有的生

理与心理特点，术后容易发生相关并发症。笔者认为，

整形手术在改善患者外观的同时，也在对患者的心理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术前充分的医患沟通帮助

患者正确认识手术风险及术后恢复过程，个性化治疗

以满足患者的特殊要求，选择简单有效的手术方式缩

短术后恢复期是减少手术并发症、增加患者满意度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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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影响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临床结果的因素分析
董伊隆，钱约男，姜文辉，姜刚毅，蔡春元，杨国敬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前交叉韧带重建术临床结果及术后膝关节运动功能保留的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
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前交叉韧带单束重建术治疗并获得随访的４７例患者，男性３２例，女性１５例。随访时间
２４～３７个月，平均２５．５个月。术后根据ＩＫＤＣ评分将患者分为最佳标准组（ｎ＝３８例）和未达最佳标准组（ｎ＝９
例）。并通过对２组的影像学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各项影像学数据与术后膝关节功能的相关性。结果　２组患者
除移植物股骨止点在正位片的位置无统计学差异，移植物股骨止点在侧位片的位置和股骨隧道在冠状面与矢状

面角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股骨端定位和隧道角度密切影响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临床结果，故对
于前交叉韧带断裂的患者应尽量选择解剖点和更倾斜的骨隧道。

关键词：前交叉韧带；解剖；重建；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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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交叉韧带（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ｒｕｃｉａｔｅｌｉｇａｍｎｅｔ，ＡＣＬ）是膝
关节的主要稳定性结构，损伤后不及时修复，可导致膝

关节不稳，引起相应的半月板和软骨损伤，远期可加速

膝关节的退变，导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实践与

研究结果表明ＡＣＬ断裂后应进行早期重建，尽早恢复
膝关节的稳定性，关节镜下ＡＣＬ重建已成为ＡＣＬ断裂
的主要治疗方式［１］。ＡＣＬ重建术后仍存在许多问题，
包括术后仍存在旋转不稳和膝关节骨关节炎，然而，目

前认为保证 ＡＣＬ重建手术的关键在于股骨隧道的位
置。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影响 ＡＣＬ重建术后临床
结果的因素，包括移植物在股骨侧的止点位置和角度。

来探讨各相关因素对 ＡＣＬ重建术后膝关节功能是否
产生影响以及手术重建ＡＣＬ的要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０８年 １月—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手术治疗并获得随访的４７例 ＡＣＬ断裂的患者。
临床随访评估后，根据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将患者分２
组：最佳标准组和未达最佳标准组。临床症状显著改

善的患者分入最佳标准组，即随访期 ＩＫＤＣ评分≥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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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ＩＫＤＣ评分＜９０分则分入未达最佳标准组。
分组情况：最佳标准组３８例，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５

例；年龄１９～５１岁，平均（３６．４±１２．３）岁；受伤原因：
运动创伤２１例，日常生活摔倒受伤１０例，交通事故６
例，无明确外伤病史１例；伤后至手术时间７～２３ｄ，平
均９．８ｄ。随访时间２４～３６个月，平均２６．５个月。未
达最佳标准组９例，男性６例，女性３例；年龄２３～４７
岁，平均（３０．６±９．７）岁；受伤原因：运动创伤５例，日
常生活摔倒受伤２例，交通事故２例；伤后至手术时间
５～１５ｄ，平均８．５ｄ。随访时间２４～３０个月，平均２５
个月。２组患者术前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手术干预　由同一个主刀医生采用同种异体肌
腱（中国湖北联结生物材料公司）行关节镜下 ＡＣＬ重
建。术后由同一个康复师以同样的康复手段指导训

练。即术后伸膝位支具固定并冷疗，麻醉消失后应立

即开始股四头肌等长收缩练习和踝关节主动屈伸运

动，第３周起在 ＣＰＭ机辅助下被动屈伸膝关节练习，
第８周膝关节被动屈伸运动基本达到正常后开始主动
屈伸运动及部分负重行走，第１２周患者可完全负重行
走，６个月后可逐渐恢复运动，１２个月基本恢复正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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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活动。

１３　影像学评估　术后随访时应拍摄标准膝关节正
侧位Ｘ线片，在膝关节正位片上我们测量整个股骨髁
的长度（ＡＢ）、测量移植物股骨侧止点到股骨外髁外缘
的长度（ＡＣ）和测量膝关节线同股骨隧道中心线的夹
角（α）［２］等３个影像学指标（见图１）；在膝关节侧位
片上我们测量Ｂｌｕｍｅｎｓａａｔ的长度（ＥＦ）、测量股骨侧止
点到股骨髁间凹顶的长度（ＤＥ）和测量股骨干长轴同
股骨隧道中心线的夹角（β）［３］等３个影像学指标（见
图２）。其中ＡＣ／ＡＢ×１００％：表示在 Ｘ线正位片上移
植物股骨侧止点的位置。

　　注：图１Ａ中ＡＣ为移植物股骨止点到股骨外髁外缘的距离，ＡＢ为

股骨髁的距离；图１Ｂ中α角为膝关节线与股骨隧道中心线的夹角。

图１　膝关节Ｘ线正位片

　　注：图２Ａ中 ＤＥ为移植物股骨止点到股骨髁间窝顶的距离，Ｂｌｕ

ｍｅｎｓａａｔ的长度为ＥＦ；图２Ｂ中β角为股骨干长轴线与股骨隧道中心线

夹角。

图２　膝关节Ｘ线侧位片

　　影像学检测采用单盲法，由同一放射科医生独立
完成。直到完成数据采集才能获得结果。我们通过对

观察者内数据可靠性的检测进行可靠性评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计量
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最佳标准组和未达最佳标准组各影像学指标比

较：在末次随访Ｘ片上测量ＡＣ／ＡＢ×１００％、ＤＥ／ＥＦ×
１００％、α和 β。采用 ｔ检验对最佳标准组和未达最佳
标准组进行比较。

２　结　果
　　术后末次随访最佳标准组中１例患者出现创口炎
症反应，经清创和引流后缓解，未发生膝关节感染。术

后末次随访最佳标准组中１例患者术后３个月出现膝

关节粘连，膝关节活动范围＜６０°，予以关节镜下松解，
术后加强功能康复锻炼，效果良好，但 ＩＫＤＣ评分 ＜９０
分。

最佳标准组和未达最佳标准组测量指标比较：统

计学分析结果显示２组 ＡＣ／ＡＢ×１００％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ＡＣ／ＡＢ×１００％与术后膝
关节功能相关性不大。最佳标准组 ＤＥ／ＥＦ×１００％平
均为２９．７３％（１６．２１％ ～５３．８２％），未达最佳标准组
ＤＥ／ＥＦ×１００％平均为４６．６１％（２７．１８％ ～７２．３４％），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ｔ＝１０．９２８，Ｐ＝０．０００７）；最佳标
准组 α平均为 ４９．５°（３３°～６７°），未达最佳标准组
６７．６°（４１°～８１°），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ｔ＝１０．９１４，
Ｐ＝０．０００７）；最佳标准组β平均为３１．３°（１１°～４５°），
未达最佳标准组４１．２°（２３°～５６°），差异存在统计学
意义（ｔ＝９．３４２，Ｐ＝０．０００８）。表明移植物在股骨侧位
位置和隧道角度对术后膝关节功能有显著影响。详见

表１。
表１　股骨止点定位和隧道角度与术后膝关节临床结果关系

组别 例数 ＡＣ／ＡＢ×１００％ ＤＥ／ＥＦ×１００％ α（°） β（°）

最佳标准组 ３８ ５４．３３±６．４１ ２９．７３±４．３１ ４９．５０±４．７２ ３１．３０±５．１２
未达最佳标准组 ９ ５８．４１±５．７１ ４６．６１±３．４３ ６７．６０±３．０９ ４１．２０±５．６９
ｔ值 １．７４９ １０．９２８ １０．９１４ ９．３４２
Ｐ值 ０．０８７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８

３　讨　论
３１　ＡＣＬ的解剖及重要性　ＡＣＬ由含粘性蛋白的Ⅰ
型胶原组成，与其他关节外韧带组成相同。其极限抗

拉强度约为（１７２５±２６９）Ｎ。在组织学检查方面不支
持 ＡＣＬ由不同的解剖分束组成，但是目前普遍认为
ＡＣＬ由解剖走行互不相同的２束组成，即前内侧束和
后外侧束。ＡＣＬ的纤维长２２～４１ｍｍ，平均长３２ｍｍ。
ＡＣＬ股骨止点大体上是椭圆形，约长１８ｍｍ，宽９ｍｍ。
后缘位于股骨外侧髁后缘前方２～４ｍｍ，前缘邻近髁
间凹的外侧壁的髁间脊。其中心距离髁间窝后缘的距

离为１０ｍｍ。在关节镜下，其右膝的前内侧束和后外
侧束的附着部分别位于１０∶２０和８∶５０的位置，在左
膝分别位于１∶４０和３∶１０的位置。

ＡＣＬ是一种静力性稳定装置，对膝关节稳定起到
重要作用。断裂后可能会引起膝关节向前及旋转不

稳，从而严重影响膝关节功能。目前主张早期韧带重

建，目前ＡＣＬ重建手术失败或二次手术的主要原因是
股骨隧道位置欠佳，这是由于重建时 ＡＣＬ股骨附着点
前后及远近位置的变化对 ＡＣＬ的长度模式有显著影
响。同时发现ＡＣＬ股骨附着点位置的变化对 ＡＣＬ长
度的影响比胫骨附着点大，ＡＣＬ股骨附着点位置的变
化对ＡＣＬ的长度模式影响巨大。所以 ＡＣＬ重建手术
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正确的股骨端定位。

３２　股骨止点定位和隧道角度对膝关节功能的影
响　股骨侧隧道的定位对于 ＡＣＬ重建术后效果非常
重要，正确的股骨隧道定位是ＡＣＬ重建术成功与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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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ＺａｎｔｏｐＴ等［４］认为 ＡＣＬ股骨侧止点位置的变
化对ＡＣＬ的长度模式有显著影响，而且远大于胫骨止
点侧影响。ＧｉｍｎＦ等［５］研究表明 ＡＣＬ重建术后膝关
节屈曲功能与股骨侧隧道的定位密切相关。在 Ｘ线
侧位片上位于 Ｂｌｕｍｅｎｓａａｔ线后４０％的定位点，其术后
膝关节功能良好，而位于前６０％者有不同程度的膝关
节功能受限。但在本研究中，最佳标准组 ＡＣ／ＡＢ×
１００％平均为 ５４．３３％，未达最佳标准组 ＡＣ／ＡＢ×
１００％平均为 ５８．４１％，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８７）。然而，最佳标准组 ＤＥ／ＥＦ×１００％平均为
２９．７３％，未达最佳标准组 ＤＥ／ＥＦ×１００％平均为
４６．６１％，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结果与
ＧｉｍｎＦ的结论一致。

我们研究认为最佳股骨定位点位置应在 ＡＣＬ股
骨解剖足印点中心。Ｆｕ等［６］认为恢复正常解剖结构

永远是不会错的，故主张解剖重建ＡＣＬ。根据 ＡＣＬ原
有解剖特点进行功能重建，从而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

恢复患者ＡＣＬ原有尺寸、韧带胶原走行方向和止点位
置，即 ＡＣＬ解剖重建［７］。ＫａｔｏＹ等［８］研究显示距离

ＡＣＬ解剖中心点越近的股骨隧道定位点，其重建后的
膝关节功能就越良好。本组研究的结果与 ＫａｔｏＹ等
研究结果一致，同样证明了越靠近 ＡＣＬ解剖中心点的
股骨定位点，其重建术后临床结果越好。

ＡｓｈｅｅｓｈＢ等［９］研究显示过于垂直的股骨隧道是

ＡＣＬ重建术失败的主要原因。ＭａｒｋｏｌｆＫＬ等［１０］认为

ＡＣＬ移植物在冠状位、矢状位、轴位上越倾斜，对于膝
关节运动学的恢复就越好。为使移植物定位点更接于

近ＡＣＬ解剖中心点，必然需要钻取在冠状面和矢状面
上更加倾斜的股骨隧道。本研究中，最佳标准组 α角
平均４９．５°，未达最佳标准组α角平均６７．６°，２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最佳标准组 β角平均
３１．３°，ＩＫＤＣ评分 ＜９０分者，未达最佳标准组平均
４１．２°，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我们的研
究结果示在冠状面、矢状面上相对倾斜越大，术后患者

膝关节的功能相对越好。

３３　解剖重建ＡＣＬ要点　我们认为［１１］：股骨侧移植

物定位于ＡＣＬ解剖止点中心点，移植韧带在股骨侧冠
状面、矢状面上倾斜角越大，对于术后膝关节功能的恢

复就越好。但是，传统经胫骨定位股骨止点技术很难

定位ＡＣＬ股骨解剖止点中心并建立股骨隧道［１２］。我

们应采用一个位于内侧关节间隙以上，距离髌腱内侧

缘２ｃｍ左右的辅助入路，称之为前内侧入路［１３］。该

入路为定位入路，可以不经胫骨隧道直接定位 ＡＣＬ股
骨解剖止点和钻取股骨隧道。同时经前内侧入路定位

术前需查ＭＲＩ，以了解 ＡＣＬ的粗细、止点形态及足印
区的特点。在膝关节镜下，ＡＣＬ股骨侧残端仍存在，股
骨侧应该定位于ＡＣＬ残端中心点。假使 ＡＣＬ残端消
失殆尽或者难以寻找，可以通过寻找骨性标志来进行

定位。即以住院医师嵴和髁间窝外侧分叉嵴等骨性标

记来协助定位。

总之，在ＡＣＬ损伤的治疗中，术前应仔细分析影
像学资料，了解 ＡＣＬ残端特点；术中应选择前内侧辅
助入路，准确定位于 ＡＣＬ解剖足印点中心，注意钻取
在冠状面、矢状面上倾斜的股骨隧道；术后积极的康复

锻炼，使膝关节功能获得最大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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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动力髋螺钉治疗老年性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疗效分析
徐伟，王志岩，师佩兰，肖玉周

摘要：目的　探讨动力髋螺钉（ＤＨＳ）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临床疗效，以期为提高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临
床治疗效果提供有效依据。方法　对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５６例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经过充分的围手
术期处理后，采用动力髋螺钉内固定方法进行治疗，术后不需要外固定，术后２ｄ即可行早期无负重功能锻炼，
１个月后则可下床扶拐行部分负重活动，２个月则可负重行走。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疗
效。术后随访６～１８个月，平均１２个月，并依据Ｈａｒｒｉｓ髋关节评分标准进行髋关节功能评估。结果　５６例老年
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行动力髋螺钉内固定术，手术时间平均７０ｍｉｎ（６０～１３０ｍｉｎ），术中出血量平均为３００ｍｌ
（２５０～６００ｍｌ），住院时间７～１４ｄ，平均９ｄ，术后随访调查显示股骨粗隆间骨折均给予解剖复位，颈干角及对位
对线良好。手术切口均一期愈合，无切口及深部感染发生，髋关节功能均恢复良好。髋关节评分优４７例，良６
例，中３例，优良率为９４．６４％。结论　采用动力髋螺钉内固定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可获得较为满意的疗
效，且手术时间短，手术创伤少，能促进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康复快，还能有效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保证其预后质

量。此手术方法操作易于掌握，临床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动力髋螺钉；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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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骨粗隆间骨折又名股骨转子间骨折，是一种老
年人常见的骨折类型，其发病率逐年增加，占全身骨折

的３％～４％［１］，而且随着老龄化，这一骨折发病率还

在不断上升，低能量损伤常引起该病，常为间接外力所

致，多合并骨质疏松等基础疾病。由于老年患者往往

伴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故常发生股骨粗隆间骨折，

多为严重的粉碎性骨折。采用保守疗法可使绝大多数

患者达到骨折愈合，长期卧床的患者，可引起心肺功能

下降，褥疮、泌尿系感染、深静脉栓塞、坠积性肺炎等并

发症，严重者可引起患者死亡。目前多数医生选择内

固定手术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并取得了较好的

疗效［２］。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我院自 ２００８年 ９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收治的５６例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都
采用动力髋螺钉内固定方法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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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现对其疗效分析，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共５６例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入住我院，男性２７例，女性
２９例；年龄６５～８２岁，平均７２．２岁。摔伤４２例，车祸
伤１４例，均为闭合性骨折。按 Ｅｖａｎｓ分型：Ⅰ型８例，
Ⅱ型３８例，Ⅲ型 １０例。合并心、脑、肺及糖尿病 ３０
例。接受手术时间：伤后２～８ｄ，平均３ｄ。
１２　术前准备　入院后均行皮牵引或骨牵引。完善
术前的各项常规检查，做心、肺、肝和肾功能测定，全面

了解患者全身情况和器官功能，均拍摄骨折部位 Ｘ线
片，充分掌握患者骨质结构、强度及各种碎骨块的位

置，为术中复位和固定准备必要条件，尽量节约手术时

间，减少术中的出血。常规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对伴

有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脏病等内科疾病患者申请内科

协助会诊，术前患者血糖控制在７ｍｍｏｌ／Ｌ以下，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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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术后感染的机会，血压控制在 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以下，对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肺心病的患者应积极治疗以提高呼吸功能；严重骨质

疏松症的不稳定性粗隆间粉碎性骨折的患者，慎用

ＤＨＳ治疗。等待患者全身情况稳定后再行手术治疗。
１３　手术方法　均给予连续硬脊膜外麻醉，常规消毒
铺巾，患者取侧卧位固定于手术床上后，自股骨大粗隆

上２ｃｍ向下作外侧直切口，长约１５ｃｍ，切开皮肤、皮
下、阔筋膜，距粗隆止点０．５ｃｍ处切断股外侧肌，距股
骨粗线１．０～１．５ｃｍ横行切开股外侧肌暴露骨折端，Ｃ
臂机透视复位满意后于大粗隆下１．５～２．０ｃｍ钻入一
导针，该导针与股骨干成１２７°，前倾角１５°，应在正位
透视下位于股骨距上方，深达股骨头软骨面下，并使用

配套的扩髓器沿导针钻入一个直径约为１．２ｃｍ的通
道，攻丝后安放加压螺钉，套入套筒钢板；并安放套筒

螺钉的尾钉而使之加压，反复检查满意后、螺钉固定牢

固后仔细彻底止血；放置负压引流管引流。活动髋关

节见髋关节固定可靠，髋关节无活动受限，逐层缝合，

手术结束。术后不需要外固定，术后２ｄ即可行早期
无负重功能锻炼，１个月后则可下床扶拐行部分负重
活动，２个月则可负重行走。无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
１４　术后处理　术后给予患肢抬高。１～２ｄ后拔出
引流管，术后在医生的指导下，术后第１天无负重功能
锻炼，第３天下肢关节被动训练，并可以半卧位，４周
后可拄拐下地部分负重锻炼，Ｘ线片显示股骨粗隆骨
折愈合后负重锻炼。术后密切观察患者，注意其生命

体征变化，继续积极治疗内科合并症，预防坠积性肺

炎、褥疮等并发症发生。拍摄 Ｘ线片显示有明显骨痂
形成才可不用拐杖；１～１．５年后取出内固定。

２　结　果
　　本组５６例患者术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０．５～
１．５年，平均 １年。５６例患者手术时间平均 ７０ｍｉｎ
（６０～１３０ｍｉｎ），术中出血量平均为３００ｍｌ（２５０～６００
ｍｌ），住院时间７～１４ｄ，平均９ｄ，术后股骨粗隆间骨折
均给予解剖复位，颈干角及对位对线良好。手术切口

均一期愈合，无切口及深部感染发生。住院期间无病

例死亡，未发生并发症，１例因冠心病在内科治疗期间
住院死亡。１例出现压疮，经改变体位及换药发生痊
愈。按疗效评定标准进行评定［３］，优：髋关节活动正

常，无疼痛发生，完全恢复生活能力；良：髋关节活动度

轻度受限，有轻度疼痛，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及工作；

中：髋关节活动中度受限，中度疼痛，影响患者工作生

活；差：髋关节活动严重受限，患者重度疼痛，内固定物

发生失败。本组优 ４７例，良 ６例，中 ３例。优良率
９４．６４％。

３　讨　论
　　老年人常见股骨粗隆间骨折，多因骨质疏松和骨
小梁细微结构变脆变弱，骨折发生可能由轻微外力所

致，但是股骨粗隆部松质骨的血运丰富，骨折不愈合极

少发生，过去常采用保守治疗，但往往带来许多并发

症，如坠积性肺炎和压疮等发生，甚至危及老年患者的

生命。为了提高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可以耐受

手术的老年患者，多数医生建议采取外科手术治疗［４］。

ＤＨＳ是一种钉板结构的器械，具有滑动和双重加
压等功能。其固定的设计符合生物力学原理，采用动

力和静力结合，在髋部完全负重时，股骨近端的内侧骨

皮质受到压应力的作用，外侧的骨皮质受到张应力的

作用，ＤＨＳ内固定器械主要用于分担张应力的传导。
动力髋螺钉是通过股骨矩承担一部分压应力的载荷，

从而来防止髋内翻的发生。动力髋螺钉操作非常简

单、固定相对牢靠，在临床上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是

治疗股骨粗隆骨折一种有效的手术方法［５］。动力髋螺

钉设计同样遵循 ＡＯ原则，同样也应用滑动和加压的
原理，其表现为滑动拉力螺针和侧方套筒的钢板使股

骨干与股骨头颈固定在一起，螺钉的滑动和加压促进

股骨粗隆间骨折愈合，并具有张力带的固定作用，使其

获得坚强的固定，其还有一方面优点可使患肢早期无

负重的功能锻炼，防止患者早期发生关节僵硬及形成

下肢深静脉栓塞，并尽可能的早期恢复髋关节功能，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使家人容易护理。

手术容易掌握和操作简单，更适合基层医院的治疗。

ＤＨＳ也存在着某些缺点：如一方面由于单枚螺钉的固
定，抗旋转能力作用略差，且钢板安放于股骨的外侧，

容易出现应力集中的可能，导致螺钉锐利的切割股骨

头和股骨颈，常出现髋内翻的畸形。另一方面，由于动

力髋螺钉的主钉直径比较大，在置入股骨头和股骨颈

时容易引起骨量丢失，特别对老年骨质疏松的患者而

言，更常常出现主钉的切出，造成内固定失败，必须行

二次手术治疗。本文随访病例中，有２例出现切割，与
过早的负重和内固定的受力较大等情况有关。

我们认为老年患者因为存在骨质疏松所以常发生

股骨粗隆间骨折，故动力髋螺钉固定时常易发生股骨

头的切割，股骨头的轴向滑动使股骨颈的长度缩短，远

侧骨折端向内移位，肢体发生明显短缩，外展肌的力臂

发生减小，使部分患者往往残留髋内翻和髋外旋的畸

形。ＤＨＳ系统固定可以使股骨头和股骨颈的杠杆力
臂获得较长的可能，其抗剪切的力量作用较小，股骨粗

隆间骨折固定的稳定性略差。但术前仍需根据 Ｅｖａｎｓ
分型对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稳定性和股骨近端骨质疏松

程度进行比较和分类，对于 Ｅｖａｎｓ分类属于不稳定型
的股骨粗隆间骨折并伴有Ⅲ级以上骨质疏松的患者，
不应该首选ＤＨＳ治疗。ＤＨＳ的治疗主要应该适用于
无明显骨质疏松的ＥｖａｎｓⅠ和ＥｖａｎｓⅡ型稳定性的股
骨粗隆间的骨折，在选用 ＤＨＳ内固定时，我们应按照
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类型及骨质情况，充分考虑其适应

证［６］。但对于股骨的逆粗隆间骨折应用 ＤＨＳ内固定，
其疗效不佳，容易出现骨折远折段向内移，股骨的近折

段向外移，并容易使骨折的断段分离；而且 ＤＨＳ内固
定本身设计也存在一些缺点，包括股骨头和股骨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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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钉内固定和抗旋转能力较差等，术后也可出现股骨

头颈部的旋转、头颈部的螺钉切割以及钢板的断裂和

髋内翻畸形等情况的发生，容易导致内固定失败。根

据国内外文献的统计，应用ＤＨＳ内固定治疗股骨粗隆
间骨折容易发生钢板断裂，骨折不愈合或畸形愈合的

发生率高达至６％ ～１９％［７］，我们认为对不稳定型及

股骨粗隆下骨折的患者，尤其股骨的内侧有缺损者，应

该慎用ＤＨＳ，而且要延迟负重。本组中对于移位不明
显的股骨小粗隆的骨折，我们不作处理或仅用缝线缝

合两侧的软组织来固定。并在随访的康复治疗中要避

免患肢早期的负重。

我们认为应尽量使股骨粗隆间的骨折端达到良好

的解剖对位。因为有了良好的骨折断端复位，可以使

股骨粗隆间骨折获得早期的稳定的固定，并且可以使

股骨粗隆间骨折的骨折愈合时间明显缩短，降低远期

内固定的 ＤＨＳ松动和髋内翻畸形的发生。而且动力
髋的主钉应安放于理想的位置。部分学者认为股骨颈

的主钉位置应安放于股骨头中下的２／３，最好靠近股
骨距［８］，而我们在手术中发现应严格按照手术标准规

范操作，在骨折复位后和引导针在 Ｘ线摄片上获得满
意位置后，可安放内固定；使动力髋螺钉主钉安放于股

骨颈中或略偏下，靠近股骨距的位置，其螺钉的长度应

适宜，螺钉深度应位于股骨头的软骨下１ｃｍ处。此处
股骨骨质较致密，股骨颈的主钉不易穿出股骨头，文献

研究表明，股骨矩是一个重要承载结构，多位于股骨上

段压应力侧，股骨矩的解剖复位和固定可以防止因外

侧钢板所受弯曲的应力较大，从而导致螺钉的松动拔

出及断裂，并可有效地预防髋内翻畸形的发生［９］；其次

动力髋的钢板应紧贴股骨粗隆下的股骨干骨皮质，骨

折远段应该有４枚螺钉固定，这样才可以获得满意的
疗效。手术中应避免多次改变导针的位置及多次钻

孔，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骨量丢失，还可以避免因动力髋

螺钉的松动引起内固定失败。

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治疗首选方式手术治疗，治疗

要根据患者的年龄和身体情况、粗隆间骨折的类型及

移位情况行合理选择［１０］。必须重视引起股骨粗隆间

骨折的病理基础是骨质疏松。在手术治疗并行内固定

的同时，必须要有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方案的计划。

对于严重骨质疏松的患者，一般术后８～１２周拍摄 Ｘ
线片来证实骨折愈合后才可以负重行走。ＤＨＳ适用
于股骨粗隆间稳定型骨折和患有轻度骨质疏松的患

者，手术中应给予股骨粗隆间骨折良好的复位，矫正股

骨粗隆间骨折的移位对提高术后稳定性具有重要的作

用，正确复位是动力髋螺钉固定的前提。股骨粗隆间

骨折的移位程度与治疗效果成反比。对于股骨粗隆间

不稳定型骨折，如果复位程度较差，常会导致内固定物

失效。尽管 ＤＨＳ可能不强调股骨粗隆间骨折的解剖
复位，但良好的骨折复位能促进骨折愈合及可早期的

功能锻炼。术前准备、手术操作及术后的功能锻炼需

要规范化，可以明显提高手术疗效。同时对于股骨粗

隆间陈旧性骨折或股骨小粗隆移位复位较困难的患

者，可以取自体骨植骨，恢复股骨内侧骨皮质的连续性

和完整性。术后功能锻炼对于手术疗效有重要影响。

术后肢体的功能锻炼应该早期开始，在内固定可靠的

前提下，早期可行无负重的功能锻炼，不但可以使关节

和肌肉在下肢活动中恢复功能，还可以预防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形成。下肢肌肉的等长收缩和等张收缩，髋

关节的被动和主动活动不但有利于恢复肢体的运动功

能，还能对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愈合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患者术后负重时间应依据股骨粗隆

间骨折的类型，移位程度，股骨的质量及内固定的质量

来决定。

我们认为严格把握手术的适应症和良好的围手术

期处理方法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关键应充分考虑老年患

者的全身情况、骨折状况以及骨质疏松程度［１１－１２］。

ＤＨＳ内固定手术操作简单，在直视下使股骨粗隆间骨
折复位，内固定牢固可靠，创伤相对较小，所以 ＤＨＳ内
固定可以作为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手术治疗的较理想

的方式［１３］。但现实中，由于高龄患者几乎都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如果还伴有股骨距的损伤，内固定

手术使老年患者很难获得坚固的稳定性，并获得早期

负重的能力。手术的失败率往往超过５０％，我们建议
对股骨粗隆间不稳定的骨折最好采用 ＰＦＮＡ，伽玛钉
或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因此，对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

的患者，如果伴有严重骨质疏松、股骨的内侧结构损伤

较重，同时合并有内科疾病的患者，应该对其身体的状

况和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选择最

佳手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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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玻璃纤维桩修复前牙残根残冠的临床疗效观察与分析
武庆华，张晓东，朱坤

摘要：目的　探讨前牙残根残冠使用玻璃纤维桩修复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５月蚌埠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口腔科收治的因前牙大面积缺损需行桩核冠修复的患者７６例共１０８颗患牙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牙经完善的根管治疗后随机分为观察组６０颗患牙和对照组４８颗患牙，分别采用玻璃纤维桩和铸造金属
桩修复，辅以全瓷冠恢复牙体形态，所有患者在修复完成后每隔６个月复查１次，观察记录２组患牙修复后能否
行使咀嚼功能、牙龈有无着色、有无牙周袋形成、桩核是否松动脱落或折断及有无根尖周炎等情况，评价其临床效

果。结果　１０８颗患牙在修复后１～２年的随访期间，观察组６０颗修复体均未发现牙龈着色、牙周袋、根折及慢性
根尖周炎等并发症，１颗修复体发生桩核折断，１颗修复体松动，１颗修复体脱落，共失败３颗，成功５７颗，成功率
为９５％，对照组４８颗修复体，１颗修复体发生松动，１颗修复体脱落，２颗牙根折裂，４颗修复体牙龈出现不同程度
的灰色或青色，共失败８颗，成功４０颗，成功率为８３％，２组成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玻
璃纤维桩生物相容性好，具有良好的临床美学效果，修复前牙残根残冠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铸造金属桩，是一种

良好的桩核修复材料，能较好地满足临床需要。

关键词：玻璃纤维桩；前牙残根残冠；桩核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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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齿科材料的不断发展和根管治疗的不断完
善，使以往较难处理的残根残冠得以保留。长期以来

临床上多采用铸造金属桩核修复，虽有良好的固位力

及强度，但其弹性模量远高于自身牙体组织，易导致牙

周局部应力集中，引发根折［１］，而且铸造金属桩的制作

工艺相对复杂，还易引起牙龈变色影响美观及磁共振

中产生伪影等缺点，临床应用受到一定限制［２］。玻璃

纤维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抗疲劳、耐腐蚀及弹性

模量与牙本质接近等优点在临床上得以广泛应用［３］。

近年来，我们选择了一些前牙残根残冠，经完善的根管

治疗后，分别给予玻璃纤维桩和铸造金属桩修复，通过

门诊随访观察，对比分析玻璃纤维桩和铸造金属桩修

复后的临床效果，以评价玻璃纤维桩修复前牙残根残

冠的疗效，现总结报道如下。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武庆华，Ｅｍａｉｌ：ｗｕｑｈ７８１２２４＠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我科
收治的因前牙大面积缺损需行桩核冠修复的患者７６
例共１０８颗患牙，其中男性４５例６６颗患牙，女性３１
例４２颗患牙，年龄１９～５２岁。病例纳入条件：①牙体
大部分缺损，不能充填治疗，也不能做嵌体及直接冠修

复；②患牙经根管治疗后无叩痛，无松动，牙周组织无
病变，Ｘ线片显示根管充填密实，无超充或欠充，牙根
的长度不短于临床冠的长度，且有足够的牙槽骨支持；

③所选病例均是能按约复诊的，否则不在所选之列。
１０８颗患牙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６０颗患
牙采用纤维桩树脂核修复，对照组４８颗患牙采用铸造
金属桩核修复。

１２　主要材料　玻璃纤维根管桩及其配套根管预备
钻（康特公司，瑞士）；双固化树脂粘结剂及双固化复

合树脂桩核材料（康特公司，瑞士）；贺利氏通用酸蚀

剂；钛合金桩核；玻璃离子水门汀粘固剂；硅橡胶；排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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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等。

１３　修复方法　１０８颗患牙先给予完善的根管治疗，
经Ｘ线根尖片检查根充完好，观察７～１０ｄ，患者无自
觉不适症状后再准备桩核冠修复。具体修复操作步骤

如下。①根管初预备：去除缺损前牙的龋坏组织、薄壁
弱尖及倒凹，选择合适的专用套装根管预备钻，按根管

预备原则，结合经 Ｘ线片测量的根管长度，由小号到
大号沿根管方向扩大根管，清理出多余的根管充填物，

预备深度为根长的１／２～２／３，直径为牙根直径的１／３，
根尖部预留不少于４ｍｍ的根充物封闭区，根管壁光
滑，无台阶无倒凹。②桩核制作：观察组采用玻璃纤维
桩树脂核修复，在根管初预备后，根据牙根粗细选择与

之相适应的配套根管预备车针常规预备桩道，在根管

内插入对应型号的玻璃纤维桩试桩并确定其长度，磨

除多余部分，用７５％的乙醇擦拭消毒并吹干后备用，
再用酸蚀剂酸蚀根管及残余牙面３０ｓ，用清水反复冲
洗干净，纸尖插入根管内吸干，并用气枪干燥，在根管

壁和纤维桩上涂布粘结处理剂，气枪轻吹均匀，各光照

２０ｓ，将双固化粘结树脂注入根管中直至溢出根管口，
在一定的压力下，缓缓插入已准备好的纤维桩，稍作颤

动以排出根管内可能存在的气体，去除多余粘结剂，光

照固化４０ｓ，在余留牙及纤维桩上分层堆积双固化复
合树脂桩核材料，形成核型并光照固化，完成纤维桩树

脂核的制作。对照组采用铸造金属桩核修复，常规根

管预备后，用自凝树脂在口内制作桩核模型，送合肥华

特义齿加工中心完成铸造钛合金桩核，约患者复诊，口

内试戴桩核、调磨合适后，用粘固剂将桩核粘固在根管

中。③全瓷全冠制作：桩核完成后按全瓷冠的预备原
则常规预备牙体［４］：预备前用排龈线常规排龈，切端预

备１．５～２．０ｍｍ的间隙，唇舌侧预备出１．０～１．５ｍｍ
间隙，聚合度为６°～８°，邻面预备量为１．０ｍｍ，颈部预
备出宽１．０ｍｍ位于龈下０．５～１．０ｍｍ的１３５°肩台，
预备完成后再次用排龈线收缩牙龈，使颈部肩台清晰

可见，硅橡胶夹心法制取印模，超硬石膏灌注模型，

ＶＩＴ３Ｄ比色板自然光下比色，临时冠修复，模型送合肥
华特义齿加工中心制作全瓷冠，口内试戴、调磨合适后

抛光、３Ｍ玻璃离子粘固粉粘固，嘱患者每半年复查一
次。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５］　成功：患者无自觉不适症状，
咀嚼功能正常，牙龈颜色正常，无牙周袋，修复体无松

动，叩诊无不适感，Ｘ线片根尖区无阴影或病变无进
展。失败：有自觉症状，不能行使咀嚼功能，牙龈着色

或牙龈红肿有深牙周袋，牙根折裂，修复体松动或脱

落，Ｘ线片显示根尖周有病变，符合其中１项者即为失
败。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两组
患者的成功率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１０８颗前牙残根残冠经完善的根管治疗后给予桩
核冠修复，随访观察１～２年，观察组６０颗修复体均未

发现牙龈着色、牙周袋、根折及慢性根尖周炎等并发

症，１颗修复体发生桩核折断，１颗修复体松动，１颗修
复体脱落，共失败３颗，成功５７颗，成功率为９５％，对
照组４８颗修复体，１颗修复体发生松动，１颗修复体脱
落，２颗牙根折裂，４颗修复体牙龈出现不同程度的灰
色或青色，共失败８颗，成功４０颗，成功率为８３％，２
组成功率经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桩核冠用于残根残冠的修复，可恢复牙体缺损的
形态和功能，并保护剩余牙体组织健康［６］，是目前应用

于前牙大面积缺损的最佳修复方法。桩核材料的选择

直接影响着残根残冠的修复效果，理想的桩核材料应

具备无细胞毒性、强度高、抗腐蚀性强、抗疲劳性能良

好及弹性模量与牙本质接近、操作简单方便等特点。

过去，临床上较常使用的是金属桩核，其机械强度高且

价格低廉，能够满足一定患者的需求。然而，现在许多

研究表明，桩核材料的弹性模量与修复后牙齿在功能

状态下的应力分布密切相关［７］。临床上使用的金属

桩，由于其弹性模量大大高于牙本质，易引起桩内的应

力峰值升高［８］，导致根尖部应力集中，再加上金属桩需

要的牙体预备量相对较大，易引起根折。金属桩还易

引起腐蚀，析出的金属镍离子、铍离子改变牙龈的成纤

维细胞形态、生存能力和培植能力，损害牙周组织和口

腔粘膜的健康［９］，易导致牙龈出现灰线，影响美观，而

且金属桩折断后难以取出，常失去了再次修复治疗的

机会。

玻璃纤维桩是一种新型的桩核材料，在根本上解

决了前牙缺损不够美观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牙医所

选用，在目前是替代金属桩的最佳物质。常用的玻璃

纤维桩的结构由玻璃纤维外包绕聚合物树脂基质组

成，玻璃纤维沿着桩的长轴单一方向紧密排列，具有良

好的机械性能，在增强桩结构的稳定性时，还可保留桩

的韧性。经物理实验测量可知，玻璃纤维桩的抗压强

度、抗弯曲度分别为６００ＭＰａ、１６００Ｍｐａ［１０］，有关实验
表明，玻璃纤维桩的抗弯曲能力与抗折能力都高于同

直径的不锈钢桩和钛桩，且具有较强抗疲劳性［１１］。还

有学者通过体外实验测得玻璃纤维桩的最小抗折力远

大于正常咬合力值［１２］，能较好地满足于临床的机械强

度要求。本观察组中虽有１颗患牙发生桩折，究其失
败原因可能与患者 力过大及唇侧牙颈部余留牙体组

织较少无法获得完整的牙本质肩领有关，以往就曾有

报道出现桩折通常是由于 力较大引起［１３］，该患者进

行牙龈切除修整后重新桩核冠修复，并适当调 ，获得

了良好的修复效果。

玻璃纤维桩的粘结力既有化学粘结力又有机械粘

结力，其同树脂粘结剂的粘结性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

金属桩［１４］。在电镜下观察，玻璃纤维桩表面存在较多

微孔，为树脂粘结剂提供了较大的粘结面积，提高了粘

结强度，而且粘结树脂能进入微孔中形成锁扣，也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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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机械固位。玻璃纤维桩还具有传导光的功能，可以

促进光固化及双固化型树脂粘结材料在桩道深部的充

分聚合从而提高其粘结性能，而且光固化及双固化型

树脂粘结剂与牙本质之间的粘结性能好，可以形成较

为密合的粘结界面，减少微渗漏的发生。其粘结机制

是通过酸蚀剂的酸蚀，使根管壁牙本质脱矿，牙本质和

牙本质小管表面形成胶原网，亲水性和渗透性强的粘

结树脂渗入胶原网内，通过光照固化或自固化连接牙

本质和树脂。观察组１颗患牙桩核松动，１颗桩核脱
落，可能是因为在使用粘结剂时，隔湿不彻底影响了粘

结效果或是根管内牙本质表面处理不当，粘结剂和牙

本质之间的化学粘结力和机械固位力不足所致。所以

我们在临床粘结时要严格隔湿，对根管壁牙本质要充

分酸蚀，冲洗干净后还应干燥根管，切勿在根管潮湿的

环境下进行粘结，这样才能使树脂和牙本质之间粘结

更好。

玻璃纤维桩的弹性模量与牙本质的弹性模量接

近，能更好地吸收和从新分布咬合力，利于咬合力向牙

根表面传导，能有效缓解牙本质的应力，且在传递应力

时相对均匀，分散应力的能力远远超过铸造金属桩，避

免了桩牙本质界面形成应力集中而导致根折，并且在

受到超负荷力量时，可以先于自身牙体组织折裂，使牙

体组织得到很好的保护，减少根折的发生，为残根残冠

提供了保留再修复的机会。曾有体外实验比较了纤维

桩、铸造桩和成品不锈钢桩在受超负荷力时发生根折

的情况，结果显示纤维桩的折裂方式更有利于牙根的

保留［１５］。本研究中，观察组无一例牙根折裂的患者，

而对照组出现２例牙根折裂的患者，说明玻璃纤维桩
更能有效增强牙齿的抗折性。

玻璃纤维桩还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无细胞毒

性和致过敏性，不损伤牙龈及牙周组织，与铸造金属桩

相比，有更强的耐腐蚀性，能有效避免金属桩核在口腔

环境中被氧化腐蚀后释放金属离子附于牙龈，引起牙

龈炎、龈缘黑线等。本研究观察组中未见牙龈着色，对

照组中出现４颗患牙牙龈着色，支持此观点。同时玻
璃纤维桩颜色与天然牙接近，且具有较好的透光性，使

用纤维桩树脂核全瓷冠修复前牙残根残冠能够达到较

好的美学效果，特适用于对修复体美观要求较高的患

者。玻璃纤维桩所具有的自然颜色与半透明性质，不

仅具有美学作用，而且不会影响日后放射治疗和磁共

振检查［１６］。

综上所述，玻璃纤维桩克服了金属桩弹性模量高

易于根折、金属渗漏等缺点，安全无毒性，当修复体发

生根折或牙齿根尖有炎症时，纤维桩易于取出，为二次

修复提供可能。玻璃纤维桩与复合树脂粘结性好，操

作便捷，减少了患者复诊次数，是一种良好的桩核修复

材料。本研究结果表明，纤维桩修复前牙残根残冠的

成功率为 ９５％，明显高于铸造金属桩修复的成功率
８３％，玻璃纤维桩在前牙残根残冠的修复治疗中取得
了良好的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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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年轻人脑出血８９例临床分析
姚瑶，程小华

摘要：目的　通过探讨年轻人脑出血的临床特点，分析其常见的发病原因和危险因素，唤起人们对年轻人脑出血
防治的重视。方法　选择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５月间神经内科收治的８９例１５～４５岁的年轻脑出血患者，并对
其危险因素、发病原因、出血部位、临床表现、预后等进行分析。结果　各病因按出现频率高低依次为：高血压病
５４例，动静脉畸形１０例，动脉瘤８例，尿毒症６例，结缔组织病４例，原因不明７例。最常见危险因素分别是高血
压病（６０．６％）、血脂代谢异常（５０．５％）。出血部位分别是：脑叶出血１６例，基底节出血５０例，脑干出血１４例，丘
脑出血４例，脑室出血２例，小脑出血４例。其中高血压病引起的脑出血主要位于基底节区，动静脉畸形引起的
脑出血其部位多为脑叶。结论　年轻人高血压是年轻人脑出血最常见的危险因素和主要病因。当出血量较大
时，年轻人脑出血较老年人发病急、进展快、病情重，对患者本人身体、精神方面造成的损害及对家庭和社会所造

成的影响甚至更为严重。加强年轻人高血压的知识普及，积极预防和治疗高血压病，尤其是有卒中家族史的年轻

人，养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可最大限度减少年轻人脑出血的发生率。对于年轻人脑出血的患者，及时且合理

的治疗，可以最大程度地挽救生命、减少致残率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关键词：年轻人；脑出血；危险因素；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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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出血是一种常见的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
发病率、病死率及致残率均较高［１］，好发于有高血压病

史的中老年患者，年轻人脑出血比老年人脑出血相对

较少见。年轻人脑出血发病率虽不及老年人高，但却

是导致年轻人死亡或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且近年来

国内外关于中青年卒中的报道逐渐增多，其发病率有

逐渐增高的趋势［２］。与老年人脑出血不同，年轻人脑

出血的病因种类相对较多，诊断存在诸多困难；且年轻

人脑出血病情较重；其症状及预后有其复杂性和特殊

性；加上病后致残、心理障碍等因素的存在，致使年轻

人脑出血后精神疾病发生率较高［３］。本文通过对８９
例年轻人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

期为年轻人脑出血的早期临床诊断和及时干预治疗提

供理论依据，并减少年轻人脑出血的发病率，同时减少

年轻人脑出血患者的致残率和病死率。

作者单位：２４５０００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姚瑶，Ｅｍａｉｌ：ｋｅｖｉｎ９４２０００＠１２６．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８９例患者均为黄山市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５月收住的脑出血患者，年
龄介于１５～４５岁之间。其中男性５２例，女性３７例，
平均年龄（４０．２０±３．４５）岁。所有患者的诊断均符合
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脑出血诊断标准［４］即

头颅ＣＴ和／或ＭＲＩ证实为脑出血，不包括脑梗死后出
血转化、外伤性脑出血和单纯蛛网膜下腔出血。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需要，通过危险因素、发病
原因、出血部位、临床表现、预后等几个方面内容，对

８９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进行分析。
１３　危险因素　选择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饮
酒、吸烟、卒中家族史等作为危险因素，并观察各危险

因素在患者中的分布情况。其中，高血压的诊断符合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年修订版）制定的诊断标
准；糖尿病诊断则符合 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糖尿病诊断标
准；饮酒指每天饮白酒 ５０ｇ或以上并持续 １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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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吸烟指每日吸烟１０支或以上烟龄超过１年者；血
脂异常指根据我院正常值标准，空腹血甘油三酯和胆

固醇高于或低于正常值标准者；卒中家族史指患者的

一级和二级亲属中至少曾有一例患脑卒中者。

１４　出血部位　根据头颅 ＣＴ和／或 ＭＲＩ等检查结
果，以血肿的中心部位为出血部位，分为基底节出血、

脑干出血、小脑出血、脑叶出血、脑室出血、丘脑出血以

及多部位出血等。

１５　发病原因　本文中的病因指引起每个患者脑出
血的最可能的原因，常见病因为：高血压性脑出血，指

有高血压病史，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并能排除其他引起

出血原因者；动静脉畸形和动脉瘤，其诊断依据数字减

影脑血管造影或头颈部ＣＴＡ检查所见。
１６　临床表现　指患者起病时的症状即意识障碍、头
痛、恶心呕吐、偏瘫、失语等。

１７　预后　经治疗后，患者是否死亡或生活能否自
理。日常生活能完全或大部分自理视为痊愈；部分可

自理但需要帮助视为好转。

２　结　果
２１　脑出血的危险因素　８９例年轻人脑出血中各危
险因素根据出现频率的高低依次为高血压（５４例，占
６０．６％）、血脂代谢异常（４５例，占５０．５％）、吸烟（４０
例，占４４．９％）、饮酒（２５例，占２８．１％）、卒中家族史
（１０例，占１１．２％）、糖尿病（２例，占２．２％）。部分患
者同时存在２个或２个以上危险因素。
２２　出血部位　脑叶出血１６例，基底节出血５０例，
脑干出血１４例，丘脑出血４例，脑室出血２例，小脑出
血４例。
２３　病因及年龄分布　所有患者中有２２例患者曾行
ＤＳＡ或头颈部ＣＴＡ检查，其中动静脉畸形１０例，动脉
瘤８例，４例未见明显异常。各病因按出现频率高低
依次为：高血压病５４例，动静脉畸形１０例，动脉瘤８
例，尿毒症６例，结缔组织病４例，原因不明７例。其
中，高血压病在不同年龄组中分别为：＜３５岁 ６例，
３５～３９岁１８例，４０～４５岁３０例。
２４　临床表现　活动状态下急性起病６０例，亚急性
或静止状态下发病２９例，主要表现为：头痛３２例，呕
吐２０例，癫痫样发作 ４例，偏瘫 ５６例，意识障碍 １４
例，语言障碍１０例，头晕６例，脑膜刺激征４例。
２５　转归及随访情况　本组患者除６例行手术治疗
外，其余８３例均为内科保守治疗。３例死亡，且此 ３
例患者入院时意识障碍均较重，为中重度昏迷或脑疝

形成。其余８６例患者，随访痊愈４０例，部分神经功能
缺损但生活能自理３０例，生活不能自理１６例。

３　讨　论
３１　危险因素　目前认为高血压是年轻人脑出血最
显著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组资料验证了此观点。有研

究表明，收缩压≥１６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或舒张压≥１１０ｍｍＨｇ者，其脑出血的风险是非高血
压者的５．５５倍［５］。脑出血发病率随年龄而增加可能

与高血压的发病率随年龄增加有直接关系。目前高血

压有年轻化趋势，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对高血压普遍不

够重视，得到及时诊断并正确治疗者极少。且现年轻

人压力较大，生活不规律，情绪紧张明显，有研究表明，

情绪紧张与高血压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６］。而

且，情绪激动、过度兴奋等引起血压骤然升高的因素在

年轻人中也很多见。有报道认为低胆固醇血症是脑出

血的危险因素［７］。但本组患者中未发现有胆固醇低于

正常者，相反，本组患者中血脂代谢异常者以胆固醇升

高多见，考虑与胆固醇升高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有

关。长期吸烟可以导致血管壁损伤，血管痉挛，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从而增加脑出血的风险。长期饮

酒可导致血压增高，而大量饮酒后脑组织中积聚的大

量乙醇可导致脑血管扩张、脑血流量增加，出现脑及脑

膜充血、水肿，并导致动脉破裂出血［８］。有报道指出，

高血压、血脂异常、酗酒、吸烟是引发年轻人脑出血的

４大主因［９］。本组患者中有１０例有家族史，提示卒中
具有遗传预致性。有报道指出，与老年人脑出血相比，

药物滥用、妊娠等危险因素在年轻人脑出血中有特殊

意义［１０］。且可卡因、去甲麻黄碱、摇头丸等拟交感神

经类药物的摄入已逐渐成为年轻人脑出血的重要原因

之一［１１］。但本组患者中未发现有药物滥用或妊娠等

危险因素的患者。

３２　出血部位　本资料显示年轻人脑出血的部位以
基底节最多见，其次是脑叶。由于病情轻重、经济原因

等多方面因素，对于脑出血来说，ＣＴ目前仍是首选的
诊断工具，而出血部位是最容易获得的临床诊断信息。

了解出血部位与病因的关系，将有助于快速推断脑出

血的主要病因，为进一步检查和治疗提供依据。从病

因来看，高血压病患者以基底节出血为主，与文献报道

的高血压性脑出血以深部脑出血为主相符［１２１３］。分析

原因，可能有：大脑不同部位供血动脉解剖结构不同，

致使其受高血压损害程度不同，而不同部位的小血管

的组织病理学及血流动力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１１］。

如豆纹动脉等深穿支动脉，多呈直角自大脑底部的动

脉发出，承受较多的血流和较大的压力，在长期高血压

影响下血管壁发生玻璃样变性、纤维素样坏死，甚至形

成微动脉瘤或夹层动脉瘤，管壁内弹力纤维断裂，血管

阻力增大，血管舒缩功能减退，加上长期慢性高血压患

者的脑血流自动调节代偿功能丧失。在此基础上，当

血压突然升高、脑血流量突然增加时，这些血管极易发

生破裂导致大脑深部如基底节区的出血。而动静脉畸

形等引起的脑出血者以则脑叶出血为主，考虑与大脑

不同部位血管动脉瘤或动静脉畸形的发生率不同有

关［１１］。所以不同的出血部位对出血病因的判断非常

有帮助。对于出血位于基底节区年轻脑出血患者，首

先应考虑高血压性脑出血，应注意追问有无高血压病

史或高血压家族史，并做好血压管理。而对于没有高

血压病史的年轻脑出血患者，若出血部位在脑叶，可以

常规进行脑血管造影或头颈部ＣＴＡ或头颅ＭＲＡ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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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明确有无颅内动脉瘤或动静脉畸形等血管畸形等

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组病例中，各个不同部位的

脑出血患者中均有不明原因出血者，考虑与检查不完

善、脑血管造影检查率低有关，也可能因为脑出血的确

切病因现仍未能完全明确。

３３　发病原因　本组资料中年轻人脑出血的原因仍
以高血压病为第一位，且高血压病随年龄的增长而明

显增加，这也反映了脑出血发病率随年龄增加的趋势。

在本组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５２∶３７），与文献报道
的相接近［１４］，考虑与年轻男性高血压发病率高于女性

有关［１５］，且与年轻男性中有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

惯者较女性多有关。在本组患者中动静脉畸形仅１２
例，与国外研究不一致且偏低，可能与接受 ＤＳＡ检查
率偏低有关。本组已行 ＤＳＡ检查的患者中有４例未
见异常，但不能排除微动脉瘤和微动静脉畸形的可能。

本组患者中有尿毒症６例，出血部位以基底节区为主，
考虑其出血原因与肾性高血压有关。此亦与文献报道

的高血压性脑出血以基底节区为主相一致。有４例患
者合并有结缔组织疾病，考虑其病因系结缔组织疾病

所致血管炎。本组患者中尚有７例出血原因不明。
３４　临床表现　本组患者中，多数患者预后较好，经
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较小，生活可完全或部分自理，提

示年轻人脑出血总体预后较好。但有１４例起病后即
有意识障碍，病情较重，且经治疗后有３例死亡。本组
患者的起病方式、首发症状均与中老年患者脑出血相

似，提示年轻人脑出血临床表现与老年人脑出血差别

不大。但年轻人脑出血较中老年人发病更急、更快、更

重。考虑系当颅内发生病变时，由于颅腔内有空间容

积代偿能力以免出现颅内压增高，但颅腔内空间容积

代偿能力有限，而中老年人脑组织多有一定程度萎缩，

因此中老年人颅腔内空间代偿容积较年轻人大，所以

当高血压脑出血时，年轻人颅高压症状要比中老年人

出现的早且严重。同样的出血量在老年人可能仅表现

为轻度的颅内压增高，但年轻患者可以很快出现严重

的颅高压甚至脑疝表现［１６］。另外，年轻人脑血流通

畅，一旦脑出血时出血速度快，可能亦是年轻人脑出血

起病较老年人更急、更重的原因之一。目前有学者主

张对年轻人高血压脑出血行超早期手术（发病６～８小
时以内）［１７］，认为能够尽快解除血肿压迫效应、降低颅

内压、减轻脑组织的不可逆损害，从而有助于降低病死

率和致残率；而患者的意识状态和出血量对决定是否

迅速进行手术意义重大［１６］。且有报道认为小骨窗开

颅术和血肿碎吸术在术后神经功能恢复方面较传统的

大骨瓣开颅术显著提高［１８］。本组患者中有６例出血
量４０ｍｌ以上患者行微创手术治疗，其中１例呈植物
状态，５例好转出院。

总之，年轻人脑出血最常见病因为高血压病。且

年轻人脑出血发病急，进展快，病情重。出血量少时，

经及时诊断和治疗，多恢复良好；一旦出血量足够大，

则病情可能迅速恶化，需要尽快手术治疗。且小骨窗

开颅术和血肿碎吸术等微创手术在术后神经功能恢复

方面优于传统的大骨瓣开颅术。此外，加强对年轻人

高血压的知识普及，积极预防和治疗高血压病，养成良

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尤其是对有卒中家族史的年轻

人，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年轻人脑出血的发生率［１９］。而

对于已经发生脑出血的年轻患者，早期的诊断，及时且

合理的治疗，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致残率，并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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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封堵器在输尿管结石治疗中的体会
庄志亮，李振，丁宏毅

摘要：目的　分析比较输尿管镜下应用新型封堵器气压弹道碎石术与体外震波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疗效，
探讨２种方法在治疗输尿管结石中的优缺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９３例输尿管结石患者
的资料，随机分为２组：一组为输尿管镜下应用英诺伟 ＴＭ输尿管管路封堵器行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４５例输尿
管结石患者（ＵＲＬ组）；另一组则应用体外震波碎石术治疗４８例输尿管结石患者（ＥＳＷＬ组）。比较２种方法治
疗输尿管结石的结石清除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总费用之间的差异。结果　输尿管结石清除率 ＵＲＬ组
９５．５５％（４３／４５），ＥＳＷＬ组８１．２５％（３９／４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住院总费用ＵＲＬ组（１０１２０±３２０）
元，ＥＳＷＬ组（２４５８±１２０）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ＵＲＬ组术后出现肾绞痛２例、发
热２例、有血尿但都不严重；ＥＳＷＬ组术后出现肾绞痛１１例、发热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血尿。并发症发生率２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输尿管镜下应用新型封堵器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较 ＥＳＷＬ治
疗输尿管结石清除率高，术后出现的并发症少，但是前者的费用相对于ＥＳＷＬ术高，如果患者经济条件允许，推荐
采用前者方法进行手术治疗。

关键词：输尿管镜；输尿管封堵器；气压弹道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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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是输尿管镜下碎石取
石术（ＵＲＬ）的特点［１］，目前该手术方式已常规在临床

实践中应用于治疗输尿管结石。但结石向上漂移和结

石碎片的残留一直阻碍着该手术的进一步发展，故仍

有很多医务工作者和医疗机构采用体外震波碎石（ＥＳ
ＷＬ）治疗小于１．８ｃｍ输尿管结石。随着新型的输尿
管封堵器的出现，ＵＲＬ治疗输尿管结石的安全性和成
功率都得到大幅度提高［２］。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今 ９３例输尿管结石患者资料，其中
ＵＲＬ术中应用英诺伟封堵导管（ＩＮＮＯＶＥＸ）ＴＭＩＶＸ
ＳＣ１０治疗４５例，ＥＳＷＬ治疗４８例，现比较２种碎石方
式的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共９３例均为输尿管结石。

作者单位：２３２００７安徽省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学院第
四附属医院）泌尿科

通讯作者：丁宏毅，Ｅｍａｉｌ：１５２７１７９３３５＠ｑｑ．ｃｏｍ

男性患者５１例，女性患者４２例，年龄１８～７０岁，平均
年龄４４岁，结石长径在０．６～１．８ｃｍ之间。其中右侧
３９例，左侧５４例。其中输尿管下段结石４９例，输尿
管中上段结石４４例（如单一患者为双侧输尿管结石则
算２例）。输尿管镜下应用新型封堵器气压弹道碎石
治疗４５例（ＵＲＬ组），ＥＳＷＬ治疗 ４８例（ＥＳＷＬ组）。
２组患者从性别、年龄、结石位置、大小、输尿管扩张程
度、结石造成的肾积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采用 ＷＯＬＦ８／９．８输尿管硬镜，三代
ＥＭＳ气压弹道碎石系统，英诺伟 ＴＭ输尿管管路封堵
器（型号规格：ＩＶＸＳＣ１０）。ＥＳＷＬ采用 ＫＤＥ２００１型
体外震波碎石机，Ｘ线定位。ＵＲＬ应用封堵器手术方
法：硬膜外或全麻插管麻醉，取截石位体位，手术床采

取头高３０°。直视下应用 ＷＯＬＦ８／９．８输尿管硬镜进
入膀胱，找到患侧输尿管口，插入斑马导丝，沿斑马导

丝进镜入输尿管，观察到可能位于输尿管上、中或下段

结石后减低灌注压及灌注量防止结石向上漂移，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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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导丝［３］。使用管路封堵器前在生理盐水中浸泡

５～１０ｓ后在直视下将封堵器叶片从结石侧面间隙置
入至结石上方，然后拉紧手柄连接帽使叶片收成球状

形成封堵，从而固定结石。从输尿管镜操作通道使用

ＥＭＳ气压弹道系统完全击碎结石至直径２ｍｍ以下，
以便排出。退镜时将输尿管封堵器一同小心缓慢退

出，这样能带出结石碎屑。如遇到大块的结石，可应用

取石钳取出或再次碎石。退出封堵器时如阻力较大，

可先将叶片展开后再退出，以免拖曳封堵器时发生输

尿管严重撕脱。常规留置双 Ｊ管２周，术后复查 ＫＵＢ
或彩超观察有无结石残留。ＥＳＷＬ手术方法：术前进
行肠道准备，并摄 Ｘ线腹部平片行结石定位；采用中
科健安医用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ＫＤＥ２００１型体外震
波碎石机，取平卧位或俯卧位，工作电压７～９ｋＶ，冲
击３００～２４００次；２周后复查腹部透视或彩超，如有较
大结石未排出可再次 ＥＳＷＬ治疗，３次 ＥＳＷＬ术后结
石仍未排出者改用ＵＲＬ或开放手术继续治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结石清
除率、并发症发生率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２组总费用差
异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ＵＲＬ组结石清除率 ９５．５５％（４３／４５），１例结石
（位于肾盂输尿管连接处）在进行操作时结石移位至

肾盂内，留置双 Ｊ管后改为 ＥＳＷＬ，１例输尿管开口处
狭窄，无法进镜，留置双 Ｊ管后改为 ＥＳＷＬ；手术时间
（４０±１７）ｍｉｎ。ＥＳＷＬ组术后２周后复查显示１次碎
石排净２９例（６０．４％），２次碎石排净９例（１８．８％），
３次碎石排净１例（２．０％），总结石清除率８１．２５％，３
次碎石后仍有结石残留的８例改为 ＵＲＬ治疗，１例改
开放手术取石，一次性取出。２组结石清除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ＵＲＬ组４５例均未发生
输尿管穿孔和输尿管黏膜撕脱等严重并发症，术后出

现发热２例、肾绞痛２例，术后有不同程度的血尿但都
不严重，部分患者有轻微的腰腹部疼痛不适，无需特殊

处理，出院随访１～３个月，复查泌尿系、尿路平片或静
脉泌尿系造影显示：全部结石排尽，肾脏积水有明显缓

解，无一例出现输尿管狭窄等并发症。ＥＳＷＬ组术后
出现发热４例、肾绞痛１１例，经抗炎对症治疗后好转。
ＵＲＬ组费用（１０１２０±３２０）元，ＥＳＷＬ组费用（２４５８±
１２０）元，ＵＲＬ组高于 ＥＳＷ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输尿管结石患者结石清除率、术后并发症
及住院费用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结石清除率（％）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住院费用（元）

ＵＲＬ组 ４５ ９５．５５（４３／４５） ８．８９（４／４５） １０１２０±３２０
ＥＳＷＬ组 ４８ ８１．２５（３９／４８） ３１．２５（１５／４８） ２４５８±１２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输尿管结石的患者对治疗要
求效果佳，创伤越来越小。ＥＳＷＬ、ＵＲＬ和腹腔镜取石
术这 ３种治疗方式几乎已取代传统的开放取石手

术［４］，进而存在关于输尿管镜下碎石术和体外震波碎

石术优缺点的争论。ＥＳＷＬ可多次治疗，其优点具有
非侵入性、无须麻醉和费用低等特点；另一方面，在大

多数的文献报道：输尿管镜下碎石被认为是一种在麻

醉下进行的能够“一步到位”的治疗方法［５］。

但是在碎石过程中结石漂移及碎石后结石碎片无

法取净是该技术的重要缺陷。术中输尿管结石的漂移

与碎石能量、结石硬度及结石近端输尿管扩张程度密

切相关。于此同时，大功率碎石器械的逐步普及一方

面提高了碎石效率，但也使结石漂移率大大增加。研

究显示，在输尿管镜碎石术中，随着碎石系统功率的增

加和光纤直径加粗，结石漂移率亦逐渐增加。以往的

临床报告显示，在不用封堵器时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

或钬激光碎石有可能结石或结石碎片向上移位进入肾

盂，尤其是上段结石，发生率可高达６０％［６］。李逊等

报道ＵＲＬ治疗嵌顿性上段结石，４２％的病例需要辅助
其它方法。

漂移的结石常常因为碎片过大而需要进一步外科

处理，如输尿管软镜碎石术、输尿管软镜下套石术或体

外震波碎石术，不仅增加患者痛苦，延长手术时间，更

增加术后感染发热的风险和医疗成本。更重要的是残

留结石碎片将成为新的成石核心，继发上尿路感染与

肾绞痛，给患者带来更多痛苦。因此，减少术中结石漂

移，增加结石清除率是输尿管镜碎石术的核心问题［７］。

为减少输尿管镜碎石术中结石漂移，泌尿外科医生采

用术中降低逆行冲洗灌注压、采用头高脚低位等诸多

办法，但疗效均不明显。为了预防结石向肾盂移位，输

尿管封堵装置应运而生。

目前临床上用的封堵器较多，如锥型导丝、多层折

叠阻石膜、阻石网篮、套石篮、近端气囊等［５］，阻石网篮

在临床应用广泛。２００５年，ＨｏｌｌｅｙＰＧ等［８］首先在体

外实验了阻石网篮在输尿管镜下碎石中结石漂移的作

用，结果该阻石网篮能够阻挡直径≥１．５ｍｍ的结石粒
颗漂移。ＷａｎｇＣＪ等［９］对５６例长径＞９ｍｍ的输尿管
上段结石输尿管镜下碎石，应用阻石网篮无一例结石

漂移，未用阻石网篮漂移率１２％（７／５７）。本组资料应
用了英诺伟输尿管管路封堵器后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

碎石一次性结石清除率９５．５５％（４３／４５）。
ＴＭ英诺伟输尿管管路封堵器（ＩＶＸＳＣ１０）组成部

件包括：导丝、叶片、外管及手柄。导丝由医用 ３０４Ｖ
不锈钢材料制成；叶片表面有亲水性润滑涂层，由医用

级ＴＰＵ材料制成；外管也是由 ３０４不锈钢和医用级
Ｐｅｂａｘ材料制成。直径需大于 Ｆ３内窥镜通道能够使
用该输尿管管路封堵器。应用时需注意以下几点：①
由于输尿管上段积水扩张，结石活动空间大，放置封堵

器前，患者取头高臀低位，因为稍高的灌注压力就有可

能将结石冲至肾盂内；②术前需要仔细检查封堵器能
否正常使用；③为了便于封堵器叶片紧贴输尿管通过
结石，预先浸泡５～１０ｓ后再使用封堵器；④输尿管镜
进入输尿管口后能见到输尿管管腔后尽量低压灌注，

避免结石向上漂移，开启输尿管镜出水阀门使肾、输尿

管内积水外流有助于结石下移，显露手术视野；⑤如果
结石严重嵌顿，尽量先击碎部分结石后将封堵器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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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旁间隙穿越后展开［１０］；⑥回收封堵器时动作宜轻柔
缓慢，切忌暴力。若拖拽封堵器过程中感觉阻力较大，

可先将叶片完全收起后退出，避免发生输尿管严重撕

脱。

为提高结石清除率预防术中结石漂移，在使用ＴＭ
英诺伟ＩＶＸＳＣ１０输尿管管路封堵器碎石完成后将结
石碎片一并拖出输尿管腔道。本组研究中，３４例输尿
管镜下碎石术中，新型封堵器可以从不完全梗阻输尿

管结石旁间隙通过；同时操作需倍加轻柔并降低冲洗

压力为防止封堵器安置过程中结石向上漂移。另外９
例有周围息肉增生明显包裹输尿管结石的，首先使用

气压弹道碎石系统击碎结石一部分，而后分离开息肉

将输尿管管路封堵器从该间隙跨越后展开。还有一例

输尿管肾盂交界处结石，由于在放置输尿管管路封堵

器过程中出现结石漂移至肾盂，故留置双Ｊ管后行ＥＳ
ＷＬ。对于结石近端完全梗阻合并严重积水的输尿管
上段结石，因为完全梗阻的输尿管近端扩张明显，即使

使用较大直径的管路封堵器无法达到完全封堵输尿

管，所以在放置输尿管管路封堵器或碎石过程中有可

能引起结石位移。故建议对于结石近端完全梗阻合并

严重积水的输尿管上段结石和输尿管肾盂交界处结石

慎用该方法治疗。

在碎石完成后可以运用封堵器将结石碎片拖出输

尿管管腔是输尿管管路封堵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本

组４３例，碎石结束后退出输尿管管路封堵器再次行输
尿管镜检查，见残留结石碎片直径２ｍｍ以下，与Ｓｔｏｎｅ
Ｃｏｎｅ相似，而比较类似的 ＰｅｒｃｓｙｓＡｃｃｒｏｄｉｏｎ输尿管管
路封堵器效果佳［１１］。

虽然在输尿管镜碎石术中应用输尿管管路封堵器

输尿管黏膜脱套发生率较低，但是该术式仍需要避免

发生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在本组研究中，新型封堵器

头端及叶片均采用表面有亲水性润滑涂层医用级ＴＰＵ
材料制成，具有亲水性满意、质地柔软等优点，故暂没

有患者出现术中输尿管穿孔及输尿管黏膜撕脱。尽管

封堵器叶片十分柔软，在其拖拽结石过程中仍有可能

造成输尿管黏膜撕脱甚至离断可能，故笔者将结石粉

碎至２ｍｍ以下，减少了管路封堵器拖拽过程中可能
引起的黏膜损伤几率。陈骑等［１２］的研究结果和我们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以下我们总结了应用管路封堵器的指鱃供读者参

考：①结石上段输尿管扩张不明显，并且结石没有完全
包裹在息肉、肉芽组织、输尿管黏膜里；②患侧输尿管
不完全梗阻。应用管路封堵器从结石旁间隙通过时，

为防止结石向上漂移需小心操作及降低灌注压力和流

速等；③轻中度结石并输尿管积水。因为结石近端输
尿管扩张越严重，应用管路封堵器封堵效果越差；④输
尿管腔道无明显狭窄或扭曲。输尿管镜成功入镜碎石

的前提是无明显结石导致输尿管严重的扭曲；⑤结石
长径小于等于１．８ｃｍ。因为较大的结石会延长手术
碎石时间，碎石效果差；并且形成大量碎石颗粒会影响

手术视野而会增加手术的风险［１３］。

虽然ＥＳＷＬ也是目前临床上治疗输尿管结石的一
种常用方法，但是孕妇、未纠正的全身出血性疾病、结

石以下尿路有梗阻、严重肥胖或骨骼畸形、高危患者如

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等，结石较大、肾重度积水、既

往有开放手术输尿管取石者为ＥＳＷＬ术的禁忌证。一
般ＥＳＷＬ治疗不应超过３次以上，若３次后仍无效或
效果不佳，考虑结石周围可能有病变，此时应该改用输

尿管镜下碎石术或开放手术［１４］。

总之，输尿管镜下应用新型封堵器气压弹道碎石

治疗输尿管结石安全有效，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学习

曲线短，能明显减少碎石术中结石漂移［１３］，提高结石

清除率，但治疗费用输尿管镜联合封堵器治疗较ＥＳＷＬ
治疗高。输尿管结石究竟是选择ＥＳＷＬ或是输尿管镜
联合封堵器治疗，最终要根据每个患者的适应证和禁

忌证做出合理选择，同时也要考虑患者本人的经济承

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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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脑转移性
肿瘤的临床疗效分析

尤光贤，文强，蒋先明，瞿海江，刘丽丹，叶瑞智

摘要：目的　比较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化疗与单纯全脑放疗对脑转移性肿瘤疗效以及安全性等方面的差异，
优化治疗方案，指导临床应用。方法　将台州市肿瘤医院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收治的４０例经增强ＣＴ、ＭＲＩ
确诊的脑转移瘤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方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２０例，对照组采用三维适形调强放疗
３０００ＣＧＹ／１０Ｆ，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替莫唑胺７５ｍｇ／ｍ２同步化疗１４ｄ。后续治疗按不同原发肿瘤予
以相应治疗。随访６个月，采用χ２检验或ｔ检验比较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无进展生存时间及中位生存时间。结
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有效率（６５．０％（１３／２０）ｖｓ．３０．０％（６／２０），χ２＝４．９１，Ｐ＜０．０５）、无进展生存时间
［（１２．１±２．７）月 ｖｓ．（９．２±２．１）月，ｔ＝３．７９，Ｐ＜０．０５）］及中位生存时间［（１３．５±１．４）月 ｖｓ．（９．４±１．８）月，ｔ＝
８．０４，Ｐ＜０．０５）］前者均显著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脑转移性肿瘤具
有增效作用，且安全可靠，可使患者的生存时间延长，脑转移瘤局部控制率高，患者耐受性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全脑放疗；替莫唑胺；脑转移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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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转移瘤是临床常见的颅内恶性肿瘤之一，常由
于肺癌、乳腺癌、消化道肿瘤等恶性肿瘤的转移引起，

约发生于１０％ ～４０％的癌症患者［１］。其原发部位以

肺部最为常见，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发生率为

２５％～４０％，其次为乳腺癌、胃肠道肿瘤、泌尿系统肿
瘤、肝癌及皮肤等。临床主要症状为以头痛、头晕、呕

吐、恶心、视力下降等为特征的颅内压升高症候群。大

多数患者在脑转移的早期即会出现头痛的症状，然后

才会出现局灶性症状。神经系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不

同部位的占位性定位改变，转移的部位主要以额、顶、

颞及枕叶等部位为主。目前，脑转移瘤发病率不断上

升，有３０％～５０％的癌症患者直接死于脑转移瘤。恶
性肿瘤一旦发生脑转移就意味着疾病已经广泛播散，

预后往往很差，其中位自然病程约１个月［２］。常用的

临床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治疗、立体定向放疗、全脑

放疗、化疗、激素治疗等，但由于受到组织耐受量有限、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岭市科技计划项目（Ｗ１１２１１８）
作者单位：３１７５０２浙江省台州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通讯作者：尤光贤，Ｅｍａｉｌ：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ｏｕ＠１６３．ｃｏｍ

血脑屏障会限制普通化疗的效果及技术方法不够成熟

等，其疗效尚未令人满意，且有较高的复发率。因此全

脑放疗联合药物治疗也一直成为脑转移瘤治疗方法的

热点之一，备受关注［３］。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对

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化疗与单纯全脑放疗进行比

较。通过观察２组的有效率、无进展生存时间、长期生
存率的差异，探讨其疗效及不良反应，为进一步改善脑

转移瘤的临床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
收治的 ４０例脑转移瘤患者，年龄 ６０～８３岁，平均
（６５．９±４．２）岁。肿瘤原发部位为：肺癌２５例，乳腺癌
９例，结肠癌６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方式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２０例。治疗组中男性１２例，女性８
例；年龄６２～８２岁，平均（６６．５±４．８）岁；原发肿瘤：肺
癌１２例，乳腺癌５例，结肠癌３例。对照组中男性１３
例，女性７例，年龄６０～８３岁，平均（６５．２±３．７）岁；原
发肿瘤：肺癌１３例，乳腺癌４例，结肠癌３例。所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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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原发病灶均经过病理组织学或细胞学确诊。其中，

脑转移瘤均经过增强ＣＴ、ＭＲＩ确诊。单发病灶２３例，
多发病灶１７例。病灶直径为０．７～５．３ｃｍ。２组患者
一般情况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
０．０５）。所有患者均满足以下条件：既往均无脑部放疗
病史、无放疗禁忌症、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６０分、预期生存
时间超过３个月。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采用三维适形调强放疗，
放疗剂量：３０００ＣＧＹ／１０Ｆ，治疗组加用替莫唑胺同步
化疗，化疗剂量：替莫唑胺７５ｍｇ／ｍ２，口服１４ｄ。后续
治疗按不同原发肿瘤予以相应治疗。随访６个月时，
根据ＷＨＯ指定的实体瘤近期疗效评价标准。完全缓
解（ＣＲ）：肿瘤完全消退，至少４周以上，而且无新的病
灶产生；部分缓解（ＰＲ）：肿瘤消退不低于５０％，至少维
持４周而且无新的病灶出现；无变化（ＮＣ）：肿瘤消退
低于５０％或增大不超过２５％；进展（ＰＤ）：一个或多个
病变增大２５％以上或出现新病变。放疗不良反应主
要是指近期的放射性脑水肿及远期的放射性脑坏死和

脑神经损伤。根据（ＣＲ＋ＰＲ）计算有效率。考察并对
比的指标为２组患者的 ＣＲ、ＰＲ、ＮＣ、有效率、复发率、
无进展生存时间、中位生存时间及毒性观察、不良反应

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
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数据以（ｘ±ｓ）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如表１所示，治疗组中，ＣＲ占２５．０％，ＰＲ占４０．０％，
ＮＣ占３５．０％，患者的有效率达到 ６５．０％，而对照组
中，ＣＲ占５．０％，ＰＲ占２５．０％，ＮＣ占７０．０％，患者有
效率为 ３０．０％，治疗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χ２＝４．９１，Ｐ＜０．０５）。对于２组患者的复发率进行
对比，结果发现，治疗组患者复发率为１０．０％，对照组
患者复发率为２５．０％，２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脑转移瘤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ＣＲ ＰＲ ＮＣ 有效率（％） 复发率（％）

治疗组 ２０ ５（２５．０） ８（４０．０） ７（３５．０） ６５．０ １０．０
对照组 ２０ １（５．０） ５（２５．０） １４（７０．０） ３０．０ ２５．０
χ２值 ４．９１ ０．６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生存时间比较　２组患者生存时间比较
如表２所示，结果可见，治疗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
为（１２．１±２．７）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１３．５±１．４）个
月。对照组的无进展生存时间为（９．２±２．１）个月，中
位生存时间为（９．４±１．８）个月。治疗组的无进展生
存时间及中位生存时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ｔ值分别为３．７９和８．０４，Ｐ＜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情况　２组主要的不良反应为骨髓移

植、恶心呕吐、头痛等。其中，对照组出现骨髓抑制３
例（１５．０％），胃肠道反应２例（１０．０％），全脑放疗后
１００％会脱发。而治疗组骨髓抑制１例（１０．０％），脱发
１例（１０．０％），以上不良反应均为可逆性，未做处理自
行缓解。

表２　２组脑转移瘤患者生存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无进展生存时间（月） 中位生存时间（月）

治疗组 ２０ １２．１±２．７ １３．５±１．４
对照组 ２０ ９．２±２．１ ９．４±１．８
ｔ值 ３．７９ ８．０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脑是恶性肿瘤转移的高发部位，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超过３０％的恶性肿瘤患者会出现脑转移。恶性肿
瘤细胞主要是通过血液、淋巴系统能进入脑，好发部位

为脑部灰质、白质交界部位。患者一旦出现脑转移，则

病情进展迅速、多变，意味着肿瘤进入晚期，往往预后

较差，中位生存时间仅仅为３～５个月。因此不断探索
与发现新的治疗脑转移瘤的治疗方法从而提高脑转移

瘤的疗效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目前脑转移瘤主要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全

脑放疗、立体定向放疗、化疗、原发肿瘤的治疗等，手术

治疗主要用于颅内单发转移的病灶，但对于多发病灶

及患者身体状况较差等情况，尚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立体定位放疗作为近年来新兴的治疗技术，是通过三

维的立体定位，从而精确的锁定治疗靶点及空间位置，

然后再将电离射线聚焦于靶点，而起到类似于外科手

术切除的效果。该方法对于病灶小、单发性的肿瘤具

有较好的疗效，但是局限之处在于会有放射性的脑损

伤情况发生，及医疗成本较高，而且受到仪器、场地等

的限制。化疗目前不是脑转移瘤的常用治疗方法，原

因在于多数化疗药物无法顺利通过血脑屏障，因此在

中枢神经系统中难以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的血药浓度，

全脑放疗同步化疗是近年来被临床接受的治疗脑转移

瘤的新方法，可有效提高肿瘤的控制率，降低复发率，

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４］。

由于脑转移瘤往往合并其他脏器转移或多发，全

脑放疗是治疗脑转移瘤的有效且常用的方法［５］，具有

较高的缓解率。脑转移瘤由于其特殊的生物学及病理

学特征，清晰的边界，多余圆形，位于脑灰质及白质的

交界区域，在ＣＴ或ＭＲＩ扫描中较容易分辨清楚，边缘
增强较为明显，此外，大多数的脑转移瘤的体积较小，

其病灶的直径一般不超过４ｃｍ，且多数患者的脑转移
瘤属于实质性占位，瘤内无正常的脑组织，因此脑转移

瘤较为适合采用全脑放疗。自１９９０年以来，随着放疗
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脑转移瘤局部照射剂量得以提

高，患者肿瘤的局部控制率也得以升高，患者的生存时

间也相应延长。全脑放疗由于不会受到血脑屏障及原

发灶控制情况的影响，广泛用于脑转移瘤的临床治疗

当中。但由于正常脑组织受到放疗剂量的限制，全脑

放疗很难将所有的恶性肿瘤彻底消除及杀灭，但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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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杀伤脑转移瘤的周围浸润细胞，对于部分影像学无

法发现的亚临床病灶，也有较好的杀灭能力。但不容

忽视的是，全脑放疗后，仍有３０％以上的患者局部肿
瘤难以控制，因此，患者的生存获益较为有限，中位生

存期仅为４～６个月［６］。因此，结合其他治疗手段共同

加强肿瘤的局部控制至关重要。全脑放疗同步化疗是

近年来被广泛认可的肿瘤治疗方法，肿瘤的局部控制

率明显高于单纯放疗，且患者的生存时间也明显得以

延长。分析其原因，首先，化疗药物对于全身性的肿瘤

具有较好的杀伤能力。其次，部分化疗药物对于放疗

具有一定的增敏作用。第三，全脑放疗联合化疗可以

有效缩短总治疗时间。但需要注意的是，选取的化疗

药物不但要具备较强的杀伤肿瘤细胞能力及较好的放

射增敏作用，还要能较好的穿透血脑屏障，在中枢神经

系统保持较高的血药浓度，且不良反应要轻微，患者可

耐受。

替莫唑胺是新型咪唑四嗪类口服化疗药物，具有

分子量小、脂溶性高的特点［７］。替莫唑胺最开始的临

床应用主要是集中在脑胶质瘤的治疗当中，而随后的

研究发现，替莫唑胺在脑转移瘤当中也有较好的疗效。

药代动力学研究表明，替莫唑胺静脉给药后在脑脊液

中的浓度达峰时间为２．５ｈ，浓度为（２６±４）ｍｍｏｌ／Ｌ。
提示替莫唑胺对于血脑屏障有较好的通透性，能够迅

速穿过血脑屏障，且口服生物利用度较高。ＬｉａｏＫ
等［８］的研究发现，替莫唑胺用于复发性脑转移瘤有较

好的临床疗效。ＴａｋｅｓｈｉＯ等［９］的研究选取２８例脑转
移瘤患者，口服给予替莫唑胺后，得到较为理想的效

果。ＳｏｉｃｈｉｒｏＹ等［１０］发现替莫唑胺在增强放疗效果当

中起到较好的治疗效果，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可以

明显延长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替莫唑胺可迅速通过

血脑屏障，自发转化为ＭＴＩＣ，再通过ＤＮＡ甲基化的作
用，产生细胞毒性，从而具有抗肿瘤细胞的作用［１１］。

替莫唑胺能较好的透过血脑屏障，在中枢系统及脑脊

液当中渗透性高，口服生物利用度高，血药浓度较高，

半衰期约为１．８ｈ左右，重复用药无蓄积，且骨髓抑
制、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Ⅲ ～Ⅳ度的中
性粒细胞及血小板计数减少低于１０％。且具有可逆
性，无剂量累加毒性，多数患者能够耐受。此外，在化

疗的同时，还起到增敏效果，提高全脑放疗的临床疗

效。在口服给药４ｈ左右，脑脊液的生物利用度为血
浆的４０％。具有安全可靠、不良反应少、服用便捷、携
带方便等优点［１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脑

转移性肿瘤具有增效作用，且安全可靠，可延长患者生

存时间，脑转移瘤局部控制率高，患者耐受性好，值得

临床推广，但患者的生存期还受到患者的肿瘤大小、年

龄、分级及有无颅外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且对于替莫唑

胺远期疗效，还需要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实验进行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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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成人楔状缺损修复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红光，程汇

摘要：目的　探讨几种不同材料修复成人楔状缺损的疗效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将６０例楔状缺损患者的
３２０颗患牙随机分为４组，分别使用玻璃离子、光固化复合树脂、光固化玻璃离子水门汀和复合体 Ｄｙｒａｃｔ进行修
复，２年后观察成功率，并分析患者年龄、性别、缺损情况、牙位、是否偏侧咀嚼、咬合是否正常等因素是否对成功
率有影响。结果　传统玻璃离子组成功率是８８．８％（７１／８０）、光固化复合树脂组成功率是８９．３％（７５／８４）、光固
化玻璃离子水门汀组成功率是９２．３％（７２／７８）、复合体Ｄｙｒａｃｔ组成功率是９７．４％（７６／７８），复合体Ｄｙｒａｃｔ组的成
功率最高，与传统玻璃离子组、光固化复合树脂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６００、４．２４５，Ｐ＜０．０５），其他各组
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年龄小于５０岁、缺损较轻、非上前磨牙、双侧咀嚼及咬合正常可以显
著增加楔状缺损修复的成功率（Ｐ＜０．０５），而性别则不影响成功率（Ｐ＞０．０５）。结论　临床选择充填材料时，确
定了患者接受度之后，对于年龄≥５０岁、缺损情况较为严重、上前磨牙、偏侧咀嚼及咬合不正常的患者，考虑尽量
使用Ｄｙｒａｃｔ复合体和光固化玻璃离子水门汀以提高换牙修复的成功率。
关键词：楔状缺损；玻璃离子；光固化；复合树脂；复合体Ｄｙ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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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楔状缺损是牙科常见的牙缺损之一，主要发生在
牙颈部的 １／３处，就诊患者往往伴随过敏或牙髓
病［１２］。对于楔状缺损的充填材料，近年来临床使用过

多种，如传统玻璃离子、光固化复合树脂、光固化玻璃

离子水门汀和复合体 Ｄｙｒａｃｔ等，均各有其优缺点［３５］。

本文通过对湖北地区常用的４种充填材料对成人楔状
缺损修复治疗疗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根据我国第３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检查标准［６］，选择湖北地区公费医疗预防门诊部

的６０例成人楔状缺损患者作为本次调查研究对象，其
中男性３４例，患牙１９３颗，女性２６例，患牙１２７颗，年
龄为（５３．５±１６．４）岁，患牙共计３２０颗。按 Ｓｍｉｔｈ磨
损指数（ＴＷＩ）分度，１度８４颗，２度１０２课，３度７４颗，
４度 ６０颗。患者牙位从上下颌尖牙至上下颌第

作者单位：４３１７００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王红光，Ｅｍａｉｌ：６８４７１１０４＠ｑｑ．ｃｏｍ

一磨牙。排除合并牙髓病及牙周疾病的患者，同时排

除伴有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患者，根据患者对于材料的

接受情况将其分为４组，分别使用４种不同填充材料
进行修复，其中传统玻璃离子组８０颗患牙，光固化复
合树脂组８４颗患牙，光固化玻璃离子水门汀组７８颗
患牙，复合体Ｄｙｒａｃｔ组７８颗患牙。修复前按照操作步
骤去除牙垢和牙石。

１２　修复方法　①传统玻璃离子组：使用生理盐水冲
洗后，消毒吹干。按说明书比例调配玻璃离子，对缺损

区进行充填，保证没有气泡且边缘整齐。用凡士林将

修复区与边缘隔开。②光固化复合树脂组：使用裂钻
将缺损区边缘磨成近４５°角，消毒并吹干。用酸蚀剂
处理１ｍｉｎ后，生理盐水冲洗，吹干并于缺损区涂抹粘
结剂，光照２０ｓ后对每层树脂进行固化，每层４０ｓ。最
后用金刚石牙钻对牙外形进行修整，并用砂纸磨光。

③光固化玻璃离子水门汀组：首先使用玻璃离子对缺
损区进行充填，保证没有气泡且边缘整齐。涂抹粘结

剂，光照２０ｓ后对每层树脂进行固化，每层４０ｓ，最后
用砂纸进行磨光。④复合体 Ｄｙｒａｃｔ组：同样首先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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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行消毒和吹干，涂抹粘结剂后光照１０ｓ，将复合体
Ｄｙｒａｃｔ压入缺损部位，分层进行光照，每层４０ｓ，其后
进行修整和磨光。

１３　评价标准　修复１．５～２年后进行复查，对所有
患者的楔状缺损修复治疗疗效进行评价，评价采用单

盲法，即检验人员不知道患者采用何种材料医治的前

提下进行检查。成功：牙齿无过敏症状，充填物无磨损

或缺损，无继发龋或继发性根尖周炎；失败：牙齿出现

过敏症状，充填物有磨损或缺损甚至脱落，有继发龋或

继发性根尖周炎出现，有疼痛反应或对冷热刺激较为

敏感［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录入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中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统计患者年龄、性
别、缺损情况、牙位、是否偏侧咀嚼、咬合是否正常等修

复相关因素，与修复的成功率之间进行单因素分析。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充填材料修复楔状缺损的成功率比较　４
组充填材料２年后的成功率：传统玻璃离子组成功率
是 ８８．８％（７１／８０）、光固化复合树脂组成功率是
８９．３％（７５／８４）、光固化玻璃离子水门汀组成功率是
９２．３％（７２／７８）、复合体 Ｄｙｒａｃｔ组成功率是 ９７．４％
（７６／７８），复合体Ｄｙｒａｃｔ组的成功率最高，与传统玻璃
离子组、光固化复合树脂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４．６００、４．２４５，Ｐ＜０．０５），其他各组组间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可见，从修复材
料角度看，复合体 Ｄｙｒａｃｔ作为填充材料对于成人楔状
缺损修复的成功率最高。

２２　楔状缺损修复治疗疗效单因素分析　研究显示，
年龄小于５０岁、缺损较轻、非上前磨牙、双侧咀嚼及咬
合正常可以显著增加楔状缺损修复的成功率（Ｐ＜
０．０５），而性别则不影响成功率（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楔状缺损修复治疗疗效单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类别
修复成功

（ｎ＝２９４）

修复失败

（ｎ＝２６）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５０岁 ２０７ ７ ２５３８７ ０．０００
≥５０岁 ７２ １９

性别　　　　　 男 １７９ １４ １．０８８ ０．２９７
女 １００ １２

缺损情况　　　 轻度缺损 ２０３ ４ ４６．９１９ ０．０００
中度缺损 ５４ １０
重度缺损 ２２ １２

牙位　　　　　 上前磨牙 １２５ １８ ５．６９９ ０．０１７
其他 １５４ ８

是否偏侧咀嚼　 是 ７４ １２ ４．５２７ ０．０３３
否 ２０５ １４

咬合是否正常　 是 １５５ ６ ５．０２３ ０．０２５
否 １８４ ２０

３　讨　论
　　楔状缺损形成的原因较复杂，大致由牙齿咬合力、
磨损、酸蚀或特殊结构引起［８］。对楔状缺损的修复不

仅可以改善缺损牙齿的不美观，而且对牙本质的过敏

症状及牙髓病变有着预防作用。长年来临床有多种修

复楔状缺损的充填材料，而传统玻璃离子、光固化复合

树脂、光固化玻璃离子水门汀和复合体 Ｄｙｒａｃｔ是使用
次数较多、效果较好的充填材料。

玻璃离子与牙体组织以离子键相连接，保护牙髓，

且耐酸，膨胀系数与牙体组织接近，有较好的相容性；

但其耐磨性差，若日常刷牙方式不当则可能造成表面

的缺损［９］。光固化复合树脂美观且硬度高，与牙体组

织机械性地嵌合在一起，但其修复过程需要酸蚀，若处

理不彻底可能造成过敏，且光固化过程需精细操作，否

则固化时间不够易造成脱落［１０］。光固化玻璃离子水

门汀则兼具玻璃离子和光固化的优点，不仅有良好的

相容性，且不用酸蚀，避免了酸蚀可能造成的过敏和牙

髓病等，具有较高的成功率［１１］。Ｄｙｒａｃｔ复合体则由底
胶黏剂、单组份复合材料组成，经过光敏固化，通过离

子键和氢键与牙体结合，边缘密合且抗压性好，是目前

较为理想的充填材料［１２］。

本研究中，Ｄｙｒａｃｔ复合体修复的成功率最高，其次
依次为光固化玻璃离子水门汀、光固化复合树脂、传统

玻璃离子。除充填材料的影响因素外，年龄小于 ５０
岁、缺损较轻、非上前磨牙、双侧咀嚼及咬合正常可以

显著增加楔状缺损修复的成功率，性别差异对成功率

则无影响。因此，临床选择充填材料时，确定了患者接

受度之后，对于年龄≥５０岁、缺损情况较为严重、上前
磨牙、偏侧咀嚼及咬合不正常的患者，考虑尽量使用

Ｄｙｒａｃｔ复合体和光固化玻璃离子水门汀来尽量提高修
复的成功率。

综上所述，每种材料各有优缺点，在进一步的使用

与开发研究中，如何克服缺点，尽量挑选最适合患者的

充填材料，使患者经济、安全地得到修复，是牙科继续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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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镜下２种碎石方法治疗输尿管下段
结石疗效的比较

吴涛，沈洪，冷国雄，章久武，胡尚武，王海波，王鹏，张严，段涛

摘要：目的　分析比较输尿管镜下钬激光与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下段结石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提高输尿
管镜下输尿管结石碎石术的治疗效果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２月输尿管镜下２种碎
石方法治疗输尿管下段结石 ６５例的临床资料。气压弹道组 ３７例，年龄 ２８～６７岁，结石大小（０．５ｃｍ×０．６
ｃｍ）～（１．７ｃｍ×１．１ｃｍ）。钬激光组２８例，年龄２５～６８岁，结石大小（０．８ｃｍ×０．５ｃｍ）～（１．８ｃｍ×１．２ｃｍ），术
前患者均行Ｂ超、静脉注射尿路造影（ＩＶＰ）、腹部平片及等检查明确诊断，比较２组手术时间、住院天数、碎石成
功率。结果　钬激光组及气压弹道组碎石时间分别为（３７．７２±１３．４４）ｍｉｎ和（５０．５１±１２．９６）ｍｉｎ，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２组的住院时间分别为（４．４４±１．４４）ｄ和（５．５３±１．６９）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碎石
成功率钬激光组为９６．４２％（２７／２８），气压弹道组为８９．１８％（３３／３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３～
１５个月，平均８个月，１个月内结石全部排净，未出现输尿管穿孔、狭窄等并发症。结论　２种手术方式均是治疗
输尿管下段结石的安全、有效方法，可作为治疗输尿管下段结石的首选方法。但是输尿管镜联合钬激光在碎石成

功率方面较有的优势。熟练掌握输尿管镜操作技巧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输尿管结石；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术；钬激光碎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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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３－１５
ｍｏｎｔｈ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８ｍｏｎｔｈｓ；ａｌｌｓｔｏｎ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ｉｎｏｎｅｍｏｎｔｈ，ｎｏ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ｒｅｔｅ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ｈｏｌｍｉｕｍ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ａｒｅａｌｌｓａｆｅａｎｄ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ｌｏｗｅｒ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ｓｔｏｎｅｓ，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ｐｒｅ
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ｓｔｏｎｅｓ．Ｈｏｌｍｉｕｍｌａｓｅｒ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ｈａｓｍｏｒ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ａ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ｆｏｒ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ｅ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ｅ；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Ｈｏｌｍｉｕｍｌａｓｅｒ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

　　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术与钬激光碎石术已广泛
应用于输尿管结石的治疗。本文通过分析６５例患者
的临床资料，比较这两种方法对输尿管下段结石的临

床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黄山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４
年２月收治的输尿管结石行碎石术患者６５例，将其分
为气压弹道组３７例与钬激光组２８例，术前患者均行
Ｂ超、静脉注射尿路造影（ＩＶＰ）、腹部平片及等检查明
确诊断。气压弹道组：年龄 ２８～６７岁，结石大小

作者单位：２４５０００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通讯作者：吴涛，Ｅｍａｉｌ：３３０６０５７００＠ｑｑ．ｃｏｍ

（０．５ｃｍ×０．６ｃｍ）～（１．７ｃｍ×１．１ｃｍ）。钬激光组：
年龄２５～６８岁，结石大小（０．８ｃｍ×０．５ｃｍ）～（１．８
ｃｍ×１．２ｃｍ）。
１２　碎石方法　气压弹道碎石组及钬激光组患者均
取截石位，硬膜外麻醉、腰硬联合或者全麻。气压弹道

组：当输尿管镜置入膀胱后，自患侧输尿管开口插入导

丝，在导丝引导下置入输尿管镜，发现结石后，退出导

丝，启动气压弹道将结石碎至３ｍｍ以下，术中留置双
“Ｊ”管。钬激光组：同法置入输尿管镜，退出导丝，置入
钬激光光纤，能量定为 ０．６～１Ｊ，频率定为 １０～２０
ＨＺ，将结石击碎成小于３ｍｍ碎块。术后患者留置导
尿管１～３ｄ，应用抗生素３～５ｄ，留置双“Ｊ”管４周。
随访３～１５个月，平均 ８个月，１个月内结石全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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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未出现输尿管穿孔、狭窄等并发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各计量指标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手术效果比较：钬激光组及气压弹道组碎石
时间分别为（３７．７２±１３．４４）ｍｉｎ和（５０．５１±１２．９６）
ｍｉ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的住院时间分
别为（４．４４±１．４４）ｄ和（５．５３±１．６９）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碎石成功率钬激光组为 ９６．４２％
（２７／２８），气压弹道组为８９．１８％（３３／３７），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输尿管结石患者手术效果情况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ｘ±ｓ） 住院天数（ｄ，ｘ±ｓ） 碎石成功（ｎ，％）

气压弹道组 ３７ ５０．５１±１２．９６ ５．５３±１．０９ ３３／３７（８９．１０）
钬激光组 ２８ ３７．７２±１３．４４ ４．４４±１．４４ ２７／２８（９６．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输尿管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疾病，目前，对于６
ｍｍ以上的结石多经过腔内手术治疗，主要方法有输
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或气压弹道碎石术，两者均具有创

伤小、痛苦少、恢复快、安全有效的优点，均适用于输尿

管下段结石。

碎石机理：气压弹道碎石术是通过压缩气体驱动

碎石机手柄内的子弹体冲击碎石杆，碎石杆再冲击结

石而将其击碎［１］，这种方法需要的金属材料要求在 Ｆ５
以上工作通道，需要配较大口径输尿管镜，增加了进镜

难度。金属探杆弯曲度小，只能配合硬镜使用；对于合

并有息肉结石，无法同期治疗息肉，操作中连续打击结

石时易损伤输尿管导致穿孔；气压弹道碎石击碎的结

石体积往往较大，需使用鳄鱼取石钳等工具取出残余

的结石［２］。钬激光是一种高能、脉冲式激光，具有切割

及气化的效果，钬激光光纤头的水分吸收激光能量，产

生热电离而形成等离子体，后者迅速崩溃，产生冲击

波，并作用于结石达到碎石的效果［３］。我们在进行操

作时发现，结石移位小，碎石成功率高，结石能碎成粉

末状，同时，钬激光对软组织具有汽化、切割和止血功

能，对管腔内出血、息肉、狭窄的患者亦可采用钬激光

碎石，从而提高了碎石率。本组钬激光碎石较气压弹

道碎石成功率高，有明显优势。

输尿管镜下气道碎石和钬激光碎石都有一定的并

发症，常见的并发症有血尿、感染、腰痛、输尿管损伤。

有研究显示 ２组术后并发症（血尿、发热、输尿管穿
孔）的发生率并没有发现明显差异［４］。血尿主要是输

尿管黏膜损伤引起，一般２～３ｄ血尿转清，不用特殊
处理，若持续出现肉眼血尿可嘱患者多饮水，必要时予

以止血剂治疗，本组有２例患者因反复肉眼血尿，予以
拔除输尿管支架管后症状得到改善。输尿管镜术后发

热多因术前感染未能控制、手术方式本身侵入性导致

病原微生物反流入血感染、术中高压灌注及肾绞痛急

性发作时，肾盂肾盏压力升高，尿液反流所致，术前明

确肾积脓或高热不退，应予充分引流后再手术，合理应

用抗生素即使患者术前尿常规阴性或无明显尿路感

染．但是进行碎石治疗时，结石碎裂可能释放本来存在
的细菌内毒素和活的细菌，使患者出现脓毒血症的风

险［５］；对于输尿管镜术后出现的脓毒血症，根据指南要

求往往是通过首先采用某一类的抗生素，待病情进展

恶化后再选用抗菌谱广，抗菌能力强的广谱抗生素，这

种治疗方式不仅延长病程，而且利于多种耐药菌株的

产生，近年来对于重症感染患者有学者提出“降阶梯”

治疗方案，即第一阶段多使用以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的
广谱抗生素的经验性治疗；第二阶段降级使用相对窄

谱的抗生素［６７］。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对于对于复杂性

尿路感染患者采取这种治疗方案，减少抗感染治疗周

期，且得到了较好的临床效果。输尿管镜手术结石残

余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虽然手术的目的是为了首先

解除尿路的梗阻，但是手术过程中残余结石进入肾脏

往往导致术后进一步行体外冲击波碎石术，并且加重

患者的经济负担及对医疗工作的不理解。手术残余结

石的发生往往与碎石过程中的向上的推力、冲洗液的

灌注、患者处于头低脚高位、取石操作不当等导致，研

究发现手术时间越长、患者体内输尿管结石直径越大、

患者具有体外冲击波碎石术史、患者经钬激光碎石后

结石直径越大、患者体内输尿管结石具体位置越靠上

段、患者术后至下床活动时间越长、患者术后使用利尿

剂均增加术后结石残留风险［８］。对于输尿管镜碎石术

后是否一定需要放置输尿管支架管现在仍是富有争议

性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放置的支架管起支撑引流的

作用，有利于术后结石排出及因输尿管水肿导致的暂

时性梗阻，但是放置的支架管可增加膀胱刺激症状和

疼痛不适的发生率。因此有学者认为输尿管镜取石术

后不必常规放置输尿管支架管［９］，仅在有较大的嵌顿

性结石（直径 ＞１ｃｍ）、输尿管黏膜明显水肿、出血、穿
孔、合并息肉形成、输尿管狭窄、较大结石碎石后碎块

负荷明显，需术后进一步排石、碎石不完全或碎石失

败，术后需行ＥＳＷＬ治疗、伴有明显的上尿路感染等情
况下建议留置输尿管支架管［１０］。输尿管损伤是较常

见的并发症，主要见于结石较大、停留时间较久合并息

肉的患者，有研究结果显示，钬激光组输尿管穿孔率要

高于气压弹道组［１１］。造成输尿管严重损伤的主要原

因是：技术不熟练或操作时动作粗暴，视野不清，强行

入镜或强行退镜所致。因此术前要了解输尿管有无扭

曲、狭窄，操作要细心谨慎，切忌使用暴力；当输尿管狭

窄时，先用导丝引导或扩张后进镜。若发生输尿管穿

孔，应立即退镜至输尿管腔内并尽可能重新找到间 ＞
６０ｍｉｎ尚无法处理时需请有经验的医师指导，甚至留
置双“Ｊ”管，及时终止手术［１２］。如果输尿管损伤严重，

合并狭窄，残留较大结石未处理，无法找到正确通道者

应及时开放手术［１３］。输尿管损伤远期的并发症主要

为输尿管狭窄，多为术中过度烧灼、切割息肉，局部输

尿管黏膜损伤范围较大、较深，而引起输尿管狭窄或闭

塞。

我们认为术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可进一步提高输

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的效果．在进镜时不可用暴力，减
少输尿管内反复进镜的次数，输尿管镜达到输尿管膀

胱壁的内段之后就应该将进水口关小或者直接关闭，

同时采用低压注水尽量调低灌洗液压 （下转第１０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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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ＥＢ病毒检测在甲状腺肿瘤患者中的价值
徐校成，王可敬

摘要：目的　探讨ＥＢ病毒感染状况检测与甲状腺肿瘤良恶性的关系。方法　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在
医院接受住院手术治疗的甲状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手术标本，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甲状腺癌组（观察组）

和甲状腺腺瘤组（对照组）２组，检测比较２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炎性指标（包括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血沉 ＥＳＲ和白
介素６ＩＬ６）、降钙素原ＰＣＴ、ＥＢＶ评分及ＥＢＶ评分对甲状腺肿瘤良恶性的预测价值。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
对象８０例，其中观察组４４例，对照组３６例。２组患者的术前炎性指标（包括ＣＲＰ、ＥＳＲ和ＩＬ６）、ＰＣＴ水平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而观察组的ＥＢＶ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ｔ＝４．７５６，Ｐ＜０．０１）；观察组中不同病理类
型的甲状腺癌患者之间ＥＢＶ评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３２１，Ｐ＝０．９５）；ＥＢＶ评分对甲状腺肿瘤良恶性的
预测价值的ＲＯＣ曲线分析显示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００，敏感性为７８．３３％，特异性为８８．３２％。结论　ＥＢＶ评分在
甲状腺癌中的表达显著高于甲状腺腺瘤，其在甲状腺肿瘤良恶性预测和鉴别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ＥＢ病毒；甲状腺肿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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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ｓｍ．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ｙｒｏｉｄ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ｗａ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ＲＰ，ＥＳＲ，ＩＬ６，ＰＣＴ，ｔｈｅＥＢＶ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ＢＶ
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８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４４ｉｎｏｂ
ｓｅｒ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６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ＥＢＶ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ａ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ＰＣ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ｏｆＥＢＶ
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ＵＣｗａｓ０．９００，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７８．３３％ 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ｗａｓ８８．３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ＥＢＶ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
ＥＢＶｈａｄ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ｈｙｒｏｉｄｔｕｍ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Ｂｖｉｒｕｓ；Ｔｈｙｒｏｉｄ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甲状腺癌是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占全
身肿瘤总数的１％ ～２％，在内分泌系统、头颈部发病
率均居于首位［１］。截至目前为止，甲状腺癌的确切病

因及机制仍无定论，电离辐射、遗传因素、摄碘量异常、

激素、ＴＳＨ（促甲状腺激素）及其受体异常、原癌及抑癌
基因、免疫性疾病，为目前已知与甲状腺癌发病密切相

关的因素，尤其是电离辐射因素更为明确［２］。甲状腺

癌的预后与肿瘤病理分型关系密切，其中低分化癌预

后较差，且其有效的治疗方案有限，而相反，乳头状癌

预后虽然较好，但术后复发率不低，而复发导致死亡的

风险也非常高。明确甲状腺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对

于甲状腺癌的有效治疗方向能够相对拓展，对于甲状

腺癌的临床诊治有着极大的意义。随着生理学、病理

生理学和微生物学的迅速发展，随着 Ｅｐｓｔｅｉｎ等人在
１９６４年首次在淋巴瘤组织中发现了 ＥＢ病毒（ＥＢｖｉ
ｒｕｓ，ＥＢＶ），并经过后来大量研究证实，肿瘤的发生与
发展与ＥＢ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研究证实，甲状腺癌的发病与病毒感染亦有着密切的

联系［３］。大量研究已证实ＥＢＶ与胃癌、肺癌、乳腺癌、

作者单位：３１１２００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治疗
中心（徐校成）；３１００２２浙江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
（王可敬）

通讯作者：徐校成，Ｅｍａｉｌ：Ｘｘｃ６９１２２８＠１６３．ｃｏｍ

淋巴瘤等肿瘤的发生有着一定的相关性［４］，而ＥＢＶ与
甲状腺肿瘤的关系目前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

ＥＢＶ感染与甲状腺肿瘤的相关性，以加深对甲状腺肿
瘤患者病因的认识，为临床甲状腺肿瘤的诊治提供一

定的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月在我
院接受手术治疗的甲状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手术切

除肿瘤标本。入组标准：根据症状、体检、影像学证据

以及最终病理确诊为甲状腺肿瘤的初诊患者；术前未

曾行放疗及化疗。排除标准：有心、肝、肺、肾等重要脏

器功能不全及其他明确手术禁忌者；有严重精神疾病

患者。

１２　试剂与仪器　研究所用试剂和仪器包括：兔 ｓｐ
ｋｉｔ工作液、ＡｎｔｉＥＢＮＡ１原液及原位杂交试剂均由石
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链霉卵白素染色、

ＤＡＢ、ＥＢＥＲ及原位杂交试剂盒均购自上海江莱生物
科技公司；ＰＬＳＭＺ００１病理图文分析处理系统由北京
普利生仪器公司提供；切片机、烤片机、保温箱等仪器

均由德国ＭＩＣＲＯＭ公司生产。
１３　研究方法　针对入组患者的手术切除甲状腺肿
瘤标本，行ＨＥ染色以明确肿瘤病理类型，通过原位杂
交法测定ＥＢＥＲ１的表达，炎症指标 ＩＬ６根据 ＥＬＩ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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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得。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甲状腺癌组（观察

组）和甲状腺腺瘤组（对照组）２组，检测比较２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炎性指标（包括 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血沉
ＥＳＲ和ＩＬ６）、降钙素原ＰＣＴ、ＥＢＶ评分及ＥＢＶ评分对
甲状腺肿瘤良恶性的预测价值。

通过原位杂交步骤，将标本切片在光镜下观察，

ＥＢＥＲ１阳性细胞为核中带棕黄色颗粒，阴性细胞为不
显色者。随机选取高倍镜视野１０个，每个视野下观察
１０００个细胞，根据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数所占比例进
行评分。１分为染色浅黄色和阳性细胞比例低于
２５％，２分为染色棕黄色和阳性细胞比例介于２６％ ～
５０％之间，３分为染色棕褐色和阳性细胞比例超过
５０％。ＥＢＥＲ１阳性细胞比例和染色强度评分之和为
ＥＢＶ评分［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比较采用 ｔ检验。
率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病例量≤５时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法。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８０例，其中
观察组４４例（其中乳头状癌２４例，滤泡状癌１０例，髓
样癌７例和未分化癌３例），对照组３６例。２组患者
的详细一般资料见表１。结果提示，２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ＢＭＩ和空腹血糖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５）。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ＢＭＩ
（ｋｇ／ｍ２）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Ｌ）
观察组 ４４ ２８ １６ ５４．３±１８．６ ２２．６±３．１２ ５．４８±０．２８
对照组 ３６ １６ ２０ ５８．４±１７．４ ２２．２±３．２ ５．４０±０．３１
ｔ／χ２值 ２．９４７ １．０３４ ０．５３５ １．３３１
Ｐ值 ０．０８９ ０．３０４ ０．４５ ０．２１

２２　２组患者炎症指标、ＰＣＴ及ＥＢＶ评分比较　观察
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前的炎症指标包括 ＣＲＰ、ＥＳＲ和
ＩＬ６，降钙素原ＰＣＴ及 ＥＢＶ评分具体数据见表２。结
果提示，２组患者的炎症指标（包括 ＣＲＰ、ＥＳＲ和
ＩＬ６）、ＰＣＴ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
而观察组的ＥＢＶ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ｔ＝４．７５６，Ｐ＜
０．０１）。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炎症指标、ＰＣＴ及ＥＢＶ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ＥＳＲ（ｍｍ／ｈ） ＩＬ６（ｎｇ／Ｌ） ＰＣＴ（ｎｇ／ｍｌ） ＥＢＶ评分

观察组 ４４ ８．０９±１１．２１ ５．６５±６．４１ ８．４３±５．２３ ０．１０±０．０３ ３．８５±１．１３
对照组 ３６ １０．０２±４．５７ ８．３２±５．４１ ８．２９±３．９１ ０．０９±０．０３ ２．１３±２．０５
ｔ值 ０．９６８ １．９８６ ０．１３３ １．４８３ ４．７５６
Ｐ值 ０．３４ ０．０５１ ０．８９ ０．１４ ＜０．０１

２３　不同病理类型 ＥＢＥＲ１阳性细胞率比较　甲状
腺癌组（观察组）中患者的不同病理类型相应的 ＥＢＶ
评分详细数据见表３。结果提示，不同病理类型的甲
状腺癌患者之间ＥＢＶ评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３２１，Ｐ＝０．９５）。
２４　ＥＢＶ评分对甲状腺肿瘤良恶性的预测价值　将

入组患者的ＥＢＶ评分对甲状腺肿瘤良恶性的预测价
值行ＲＯＣ曲线分析，结果（见图１）显示，诊断分界点
为２．８５，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００，敏感性为７８．３３％，特异
性为８８．３２％。
表３　观察组不同病理类型患者ＥＢＥＲ１阳性细胞率比较（例）

病理类型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率（％）

乳头状癌 １６ ８ ２４ ６６．７
滤泡状癌 ７ ３ １０ ７０．０
髓样癌 ４ ３ ７ ５７．１
未分化癌 ２ １ ３ ６６．７
χ２值 ０．３２１
Ｐ值 ０．９５

图１　ＥＢＶ评分对甲状腺肿瘤良恶性的预测价值ＲＯＣ曲线

３　讨　论
　　ＥＢ病毒ＥＢＶ最早由 ｅｐｓｔｅｉｎ和 ｂａｒｒ在１９６４年发
现，在人群中的感染率非常高，ＥＢＶ主要感染的目标
包括人类的咽上皮细胞和 Ｂ淋巴细胞，大部分的 ＥＢＶ
基因组并不能在淋巴细胞中完全表达并且能够长期潜

伏，其在染色体内大致以环状 ＤＮＡ的形式进行整合，
能形成ＥＢＶ的转化细胞，从而能够进行体外培养［６］。

ＥＢＶ在人体细胞中的存在状态有３种：①线形状态，即
ＥＢＶ的ＤＮＡ能够进行完整的复制、转录及装配等，最
终使细胞崩解。②游离状态，即 ＥＢＶ的 ＤＮＡ出现环
化并且以游离体的形式存在。③整合状态，即 ＥＢＶ整
合到人类宿主细胞中的染色体内。ＥＢＶ感染与机体
很多相关疾病有着重要的联系，如肿瘤性疾病如淋巴

瘤、霍奇金病和鼻咽癌等，非肿瘤性疾病如口腔黏膜白

斑、淋巴增生综合征、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７］。

已有大量研究证实ＥＢＶ与胃癌、肺癌、乳腺癌、淋
巴瘤等肿瘤的发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ＥＢＶ与甲状
腺癌的发病原因也有着一定的关系［８］，但相对研究较

少。ＥＢＶ在机体处于潜伏感染状态下，可以表达两种
小ＲＮＡ，也就是 ＥＢＥＲ１以及 ＥＢＥＲ２。其中 ＥＢＥＲ１
是由ＲＮＡ的聚合酶Ⅲ介导转录而来，并不能被翻译为
蛋白质。潜伏感染状态下，ＥＢＥＲ１是 ＥＢＶ表达的在
ＲＮＡ聚合酶Ⅲ介导之下而转录的小ＲＮＡ，在宿主处于
ＥＢＶ潜伏期时，其表达丰富且持续，而远超过宿主
ＥＢＶＤＮＡ的量，其在肿瘤细胞发生恶变、凋亡、坏死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９］。本研究即针对 ＥＢＶ与甲状腺
肿瘤的关系进行探讨，用ＥＢＶ评分评估患者机体ＥＢＶ
感染状况。研究结果发现甲状腺癌组患者的 ＥＢＶ评
分显著高于甲状腺腺瘤患者，而甲状腺癌组间不同病

理类型所对应的ＥＢＶ评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了机体ＥＢＶ感染状况与肿瘤的良恶性有着一定的相
关性，而与甲状腺癌的具体病理分型关系不大［１０］。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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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在机体的 ＥＢ病毒在一定条件下可被激活，再次造
成感染，而被激活的病毒细胞能够表达一系列细胞因

子，如 ＣＤ２３、细胞粘附分子１、ＥＢＮＡ等［１１］，在一定的

基因环境下，能够对宿主机体内细胞的正常增殖和分

化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其由正常细胞逐渐向癌细胞转

化，从而导致了恶性肿瘤的发生。因此，ＥＢ病毒被划
分在第Ⅰ类致癌物的范畴内［１２］。我们推测这也是本

研究中甲状腺癌组与甲状腺腺瘤组患者的 ＥＢＶ评分
存在显著性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结果还提示将

ＥＢＶ评分对于甲状腺肿瘤良恶性质的预测价值行
ＲＯＣ曲线分析，曲线下面积为 ０．９００，敏感性为
７８．３３％，特异性为８８．３２％。提示了机体 ＥＢ病毒感
染状况对于肿瘤的良恶性有着一定的预测意义，进一

步提示了ＥＢ病毒很可能是甲状腺癌的病因之一［１３］。

综上，我们的结果表明，ＥＢＶ评分在甲状腺癌中
的表达显著高于良性肿瘤，其在甲状腺肿瘤良恶性预

测和鉴别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ＥＢ病毒很可能是甲状
腺癌的发病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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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０６２页）
力，可在导丝或输尿管导管引导下进镜［１４］。钬激光碎

石时应注意控制注水速度，必要时采取头高脚低位，以

减少结石向上移位的机率。碎石时先将光导纤维顶端

应抵住结石的侧面，通过碎石在结石边缘表面造成腔

隙，再通过移动光纤顶端进行碎石扩大腔隙；在钬激光

功率设置方面我们选择低脉冲能量相对安全，对光纤

的损伤小，结石粉碎得更加彻底，利于排出，而且碎石

过程中结石移位效应不明显。碎石过程中一定要保证

直视下进行，避免损失输尿管。

本组研究显示，与气压弹道碎石术相比钬激光碎

石术的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缩短，碎石成功率高。我

们认为由此充分体现了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具有

安全性更高、适用性更广泛的优点。

综上所述，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是治疗输尿

管结石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与气压弹道碎石相比具

有可减少结石上移的发生率、可击碎各种成分的结石、

结石成功率较高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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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经皮肾镜取石术危重并发症的临床救治
包娟，郑奇传，徐伟，蒋，叶扬，陈翔

摘要：目的　对经皮肾镜取石术（ＰＣＮＬ）后发生的危及患者生命的并发症原因进行分析总结，探讨ＰＣＮＬ危重并
发症的围手术期预防和处理措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医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开展经皮肾镜取石技术的
病例，探寻危重并发症的主要病因和病理基础、总结预防、诊治及抢救措施。结果　本组共完成３７例，其中男性
２４例，女性１３例；平均年龄（５０±１）岁。肾结石３０例，肾结石合并输尿管上段结石７例，曾有患侧肾脏手术史３
例。发生危重并发症４例，发生率为１０．８％。分别为迟发性肾出血致失血性休克１例；灌注液吸收伴发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症１例、肾集合系统损伤，尿外渗致腹膜后巨大积液，诱发麻痹性肠梗阻、体循环衰竭１例；脓毒症引起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１例。平均手术时间８０ｍｉｎ（２０～１８０ｍｉｎ），危重并发症病例平均手术时间１３８ｍｉｎ（９０～
１８０ｍｉｎ）。４例患者分别经重症监护抢救、抗休克、抗感染、加强支持等治疗，病情痊愈，无死亡病例。结论　经皮
肾镜碎石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上尿路结石方法之一，但同时存在一定的手术风险。ＰＣＮＬ术后危重并发症
特点是发病急，病情凶险，若未及时有效的诊治，极有丧失患者生命的可能。遵循手术适应症，充分术前准备，术

中规范治疗，控制手术时间，减少灌注液吸收，是预防ＰＣＮＬ严重并发症发生的关键。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及
时处理并发症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经皮肾镜取石术；危重并发症；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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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腔镜技术水平的提高，经皮肾镜取石术（ｐｅｒ
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ＰＣＮＬ）已经成为治疗上尿路
结石，特别是鹿角型肾结石的首选方法。ＰＣＮＬ是一种
复杂的外科技术，如不能正确掌握治疗的适应症及手

术技巧，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手术并发症。现将我院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以来，开展ＰＣＮ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病例
资料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开展 ＰＣＮＬ，共
完成３７例，其中男性２４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２８～７７
岁，平均（５０±１）岁。肾结石３０例，结石直径≥２ｃｍ；
肾结石合并输尿管上段结石７例；曾有患侧肾脏手术
史３例。
１２　手术方法　采用全麻；手术器械为：Ｗｏｌｆ８／９．８Ｆ
输尿管镜、２１Ｆ肾镜；瑞士第４代 ＥＭＳ超声清石系统；
超声动态监视下行肾穿刺。术前行腹部 Ｘ线平片、泌

作者单位：２４３０００安徽省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通讯作者：包娟，Ｅｍａｉｌ：ｂｊ９０１１２０＠１６３．ｃｏｍ

尿系Ｂ超、ＩＶＵ或 ＣＴ等明确结石部位、大小及数目；
尿细菌学培养；评估手术风险。

１３　危重并发症病例资料　迟发性肾出血致失血性
休克１例，男性，６３岁，左侧输尿管结石伴积水、右肾
结石，慢性肾功能不全。左侧 ＰＣＮＬ。手术时间 ９０
ｍｉｎ，置输尿管双“Ｊ”管及肾造瘘管。术后第４天，用力
排便后左肾造瘘处出现大量渗血，不久患者出现呼吸

急促、心悸、口渴等失血性休克表现，血压（６０～８０）／
（４０～５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心率超过
１２０次／ｍｉｎ，Ｂ超示膀胱内血凝块堵塞导尿管。

双侧胸腔积液伴肺水肿、左侧肺不张，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ＡＲＤＳ）１例，男性，３３岁。左肾多发性结石
伴肾积水。ＰＣＮＬ中导丝滑脱，原工作通道丢失，术中
行２次穿刺及扩张。手术时间１８０ｍｉｎ；术后患者即出
现下腹部膨隆，气道压升高，气管插管无法拔除。全胸

片示双侧胸腔积液伴肺水肿，左侧肺不张，发生

ＡＲＤＳ。
腹膜后巨大积液伴肠梗阻１例，男性，６４岁，右肾

结石。手术时间１００ｍｉｎ。术后第２天，拔导尿管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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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双“Ｊ”管带出体外，３ｄ后患者出现恶心、呕吐、
精神萎靡、血压下降。全腹胀明显，腹部无明显压痛，

肠鸣音基本消失，超声检查示腹膜后巨大积液，腹部平

片（ＫＵＢ）示肠梗阻。
ＰＣＮＬ术后脓毒症致休克１例，女性，３８岁。右肾

及下盏多发性结石。２０Ｆ微通道下行右侧ＰＣＮＬ，手术
时间１８０ｍｉｎ。术后 ３０ｍｉｎ即出现心率增快，达 １５０
次／ｍｉｎ，血压降至６０／４０ｍｍＨｇ，体温４０℃，血常规示
ＷＢＣ２２×１０９／Ｌ，Ｎ９６．７４％，全胸片示双侧胸腔积液
伴左下肺感染，术后血培养阴性。发生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ＳＩＲＳ）。

２　结　果
　　３７例平均手术时间８０ｍｉｎ（２０～１８０ｍｉｎ）。４例
出现危重并发症平均手术时间：１３８ｍｉｎ，４例患者均因
病情危重转入ＩＣＵ病房抢救。迟发性肾出血者经肾通
道气囊管压迫，输血、补液等抗休克治疗，症状好转。

双侧胸腔积液伴肺水肿、左侧肺不张者接受气管插管、

输注白蛋白、利尿及支持治疗症状好转，术后２周出现
全身疱疹，经抗病毒治疗后痊愈。腹膜后巨大积液伴

肠梗阻者首先胃肠减压，肾造影提示右肾盂损伤、右侧

输尿管下段梗阻，遂行膀胱镜下右侧输尿管双 Ｊ管植
入术，５ｄ后症状消失。脓毒症休克者抗感染、抗休克
及支持治疗后症状好转。

３　讨　论
　　经皮肾镜取石技术与传统的开放手术相比，特点
为损伤小、住院时间短、患者痛苦小，已成为复杂性肾

结石和输尿管上段结石的首选治疗方法［１］。但因肾脏

特有的生理解剖特点、ＰＣＮＬ有限的操作空间、人为建
立皮肾通道，某些不可预测的因素构成了 ＰＣＮＬ危重
并发症发生的条件。文献报道 ＰＣＮＬ病死率为
０．１％～０．３％［２］。研究显示，ＰＣＮＬ为一项比较复杂
的技术，临床医生学习的曲线较长，如果由不具备丰富

腔镜经验的术者完成，其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上升［３］。

肾出血是ＰＣＮＬ最常见的并发症，约１％～１０％的
ＰＣＮＬ需输血。出血分为术中出血和迟发性出血。因
结石较大、肾内结构变异复杂、易出血倾向或穿刺损伤

血管等因素诱发。大多数出血为静脉性出血，置肾造

瘘管并夹闭目的是压迫肾实质，预防和控制静脉性出

血。因有输尿管双“Ｊ”管的内引流，肾造瘘管对尿液的
引流作用很小。留置２周后拔管较安全。已有报告无
管化 ＰＣＮＬ术后用纤维蛋白胶密封穿刺通道，能达到
满意的预防出血的效果［１］。迟发性出血可因动静脉
瘘或假性动脉瘤破裂引起，发生率约为１％。病情危
重，表现迟发性、间歇性严重血尿，多发生于术后５～７
ｄ，若认识不足而延误诊治，可对患肾功能及患者生命
造成极大伤害。术前肾血管造影及术中彩超定位穿

刺，有效避免大血管及肾盏漏斗部的损伤，能降低大出

血的发生率［４］。对存在出血倾向的患者应积极术前治

疗；较大结石可适度碎石，不可一味追求手术完美而延

长操作时间［５］。

ＰＣＮＬ术中灌洗造成的肾盂高压，引起肾实质静
脉、淋巴管逆流，对早期肾小球的滤过功能有明显的影

响［６７］。因机体存在自身调节，一定量的液体吸收不会

产生严重并发症。机体对灌注液的过度吸收，可致体

循环系统超负荷，临床上发生灌洗液吸收综合征［１］。

灌注液吸收程度主要与术中冲洗压力和时间、集合系

统损伤、多穿刺通道有关。当灌流液被大量吸收，出现

体循环失代偿，则导致心肺水肿，继发呼吸循环系统的

衰竭。预防ＰＣＮＬ灌洗液吸收综合征的原则是尽量缩
短手术时间，减小灌注压力和灌注量，合理置管充分引

流，维持水、电解质，预防肺水肿、心律失常等发生。有

文献认为术中利尿剂使用能有效防止肾内返流［１］。

ＰＣＮＬ术后若大量尿外渗蓄积腹膜后，形成腹膜后
积液，刺激肠腔交感神经兴奋，抑制肠管的蠕动，继发

麻痹性肠梗阻。ＦａｒｚａｎｅｈＳ等［８］报道了类似病例。麻

痹性肠梗阻多在腹膜后巨大积液形成后１～５ｄ内出
现，表现为明显腹胀，全腹肠鸣音减弱或消失。放射线

检查提示肠腔充气扩张、积液、肠壁水肿。严重者可致

肠壁缺血、坏死，继发大量血浆蛋白和体液的丢失，有

效循环血量减少，同时腹胀致横膈抬高压迫心、肺，导

致循环及呼吸功能障碍。治疗原则首先胃肠减压、纠

正电解质紊乱，维护生命体征，充分引流、促积液吸收，

使肠梗阻症状得以缓解。预防此类并发症的关键是维

持尿液内引流通畅。

ＰＣＮＬ术后脓毒症发生率约０．６％ ～１．５％，通常
继发于炎症介质释放吸收［２］。影响因素：①术前尿路
感染控制不良；②术中感染性结石内细菌及毒素的释
放；③手术时间长、灌洗液量大、灌注压高；④术后肾内
引流不畅。当患者术后出现体温过高或过低，心率、呼

吸加快，白细胞计数 ＞１２００／ｍｍ３时，应高度警惕患者
出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２，９］。一旦患者发生
ＳＩＲＳ，应行强有力的液体复苏，广谱抗菌，预防及纠正
酸中毒，维持体液循环，有效的抗休克治疗是挽救患者

生命的关键。术前常规使用３～５ｄ抗生素并术中加
用，可有效预防术后感染的发生［１０］。ＥＭＳ超声清石系
统的负压吸附作用，能降低肾盂内压，减少感染扩散的

程度，降低脓毒血症的发生率，使手术安全性大大提

高。

本组４例患者的临床特点是发病急、病情凶险，若
未及时有效的诊治，极有丧失生命的可能。我们认为，

在早期开展经皮肾镜取石术，泌尿外科医生应具备一

定的技术和心理准备，做好患者围手术期的各项诊治

工作。严格掌握经皮肾镜取石术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规范手术操作的程序，对术中发生工作通道不慎丢失、

较严重的肾实质损伤、体液超负荷等事件，应给予高度

的重视，尽量控制手术时间，或放弃手术，改行 ２次
ＰＣＮＬ或其他的治疗方法。

总之，ＰＣＮＬ治疗复杂性肾结石及输尿管上段结石
在临床疗效肯定，但存在一定的手术风（下转第１０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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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ｐｇｐ１７０和 ｋｉ６７在口腔鳞癌中的表达
潘树矿，方梅

摘要：目的　口腔鳞癌临床最多见的是高、中分化程度的鳞癌，低度分化极为罕见，癌细胞的增殖活性和对化疗
药物的耐药性与愈后关系紧密，多药耐药糖蛋白 ｐｇｐ１７０和人抗增殖核细胞抗原 ｋｉ６７较具代表性，检测多药耐
药糖蛋白ｐｇｐ１７０和人抗增殖核细胞抗原ｋｉ６７在不同分化的口腔鳞癌中的表达，以探讨二者与口腔鳞癌分化程
度的关系。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ＳＰ法检测ｐｇｐ１７０和ｋｉ６７在４１例高分化和１７例中分化口腔鳞癌中的表
达，ｐｇｐ１７０在高、中分化的口腔鳞癌表达关系采用χ２检验，ｋｉ６７在高、中分化的口腔鳞癌表达关系采用秩和检
验。结果　ｐｇｐ１７０在高分化和中分化鳞癌之间的关系应用卡方检验的方法进行相关分析，χ２值为１５．１７２，Ｐ值
为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ｋｉ６７高分化组平均值为５．４０，中分化组为１０．３４，ｋｉ６７采用秩和检验，Ｚ值为
－３．５６７，Ｐ值为０．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口腔鳞癌恶性程度越高，耐药指标多药耐药糖蛋白 ｐｇｐ１７０
的表达水平越高，其增殖指标人抗增殖核细胞抗原ｋｉ６７表达水平越高，二者呈正相关。
关键词：多药耐药糖蛋白ｐｇｐ１７０；人抗增殖核细胞抗原ｋｉ６７；口腔鳞状细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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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鳞癌是颌面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而化疗是
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化疗往往不能有效杀灭癌细

胞，最主要的原因是与肿瘤细胞的增殖转移和耐药性

有关［１２］。据统计，９０％以上的肿瘤患者死于不同程度
的耐药［３］。多药耐药糖蛋白介导的耐药机制是肿瘤细

胞耐药机制最常见的原因之一［４］。多药耐药糖蛋白在

不同组织和肿瘤中，表达水平不同，因此耐药性有所差

别。人抗增殖核细胞抗原 ｋｉ６７是人类所有增殖细胞
中普遍存在的标志性抗原［５］。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

细胞过度分裂与增殖是肿瘤恶变的重要环节，ｋｉ６７抗
原表达高低可反应细胞增殖活性。我们应用免疫组化

方法检测多药耐药糖蛋白 ｐｇｐ１７０和人抗增殖核蛋白
抗原ｋｉ６７在高分化和中分化两种类型的口腔鳞癌中
的表达情况，研究两种蛋白与口腔鳞癌恶性度的关系，

以探讨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安医附院病理科近５年口腔鳞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潘树矿，Ｅｍａｉｌ：１３３９６９７０３２＠ｑｑ．ｃｏｍ

癌石蜡标本，标本带有癌旁组织，筛选５８例，均无颈部
淋巴结转移，未经放、化疗，其中男性 ３９例，女性 １９
例，年龄２９～８２（５９．７±８．５）岁。高分化鳞癌４１例，
其中男性２９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２９～８２（６１．５±９．０）
岁；中分化鳞癌１７例，其中男性１０例，女性７例，年龄
３９～７１（５６±１０）岁。所有标本均作４μｍ连续切片。
１２　免疫组化试剂　采用免疫组化 ＳＰ法，ＤＡＢ显
色。ＳＰ试剂盒和鼠抗人单克隆抗体 ｋｉ６７、鼠抗人单
克隆抗体ｐｇｐ１７０均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与步骤　石蜡切片脱蜡和水化后，用
ＰＢＳ（ｐＨ７．４）冲洗３次，每次３ｍｉｎ（３×３’）；根据每一
种抗体的要求，对组织抗原进行相应的修复；每张切片

加１滴或５０μｌ过氧化酶阻断溶液（试剂 Ａ），以阻断
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室温下孵育１０ｍｉｎ；ＰＢＳ冲
洗３次３×３’；甩去 ＰＢＳ液，每张切片加１滴或５０μｌ
的非免疫性动物血清（试剂Ｂ），室温下孵育１０ｍｉｎ；甩
去血清，每张切片加１滴或５０μｌ的第一抗体，室温下
孵育６０ｍｉｎ或４℃过夜；ＰＢＳ冲洗３次，每次５ｍｉｎ（３

·８６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２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５’）；甩去ＰＢＳ液，每张切片加１滴或５０μｌ生物素
标记的第二抗体，室温下孵育 １０ｍｉｎ；ＰＢＳ冲洗 ３×
３’；甩去ＰＢＳ液，每张切片加１滴或５０μｌ链霉菌抗生
素过氧化物酶溶液（试剂Ｄ），室温下孵育１０ｍｉｎ；ＰＢＳ
冲洗３×３’；甩去ＰＢＳ液，每张切片加２滴或１００μｌ新
鲜配制的 ＤＡＢ或 ＡＥＣ溶液，显微镜下观察 ３～１０
ｍｉｎ，阳性显色为棕色或红色；自来水冲洗，苏木素复
染，０．１％ＨＣＬ分化，０．１％氨水或 ＰＢＳ冲洗返蓝；ＤＡＢ
显色。

１４　阳性结果判断的标准　ｐｇｐ１７０表达阳性为细胞
膜和细胞质染成棕黄色，在显微镜下连续观察１０个高
倍视野，阳性细胞数小于２０％为阴性，阳性细胞数在
２０％～６０％为 ＋，即阳性，大于 ６０％为 ＋＋，即强阳
性。ｋｉ６７表达阳性为细胞核染成棕黄色，在显微镜下
连续观察１０个高倍视野，计算每个视野的阳性细胞
数，取平均数为ｋｉ６７的平均增殖指数。ｐｇｐ１７０与ｋｉ
６７两种染色均同时设ＰＢＳ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秩和检验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ｐｇｐ１７０在口腔高、中分化鳞癌中的表达和统计
学分析　在４１例高分化口腔鳞癌中，ｐｇｐ１７０的表达
情况为：阳性２４例，阳性表达率占５８．５３％；１７例中分
化口腔鳞癌中，强阳性 １３例，强阳性率占 ７６．４５％。
高分化组ｐｇｐ１７０大部分为阳性，而阴性和强阳性少
见，阴性、阳性、强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１９．５１％、
５８．５３％、２２．９５％。中分化组 ｐｇｐ１７０的表达大部分
为强阳性，阴性、阳性、强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９％、１７．６５％、７６．４５％。高分化和中分化鳞癌之间
的关系应用 χ２ 检验的方法进行相关分析，χ２ ＝
１５．１７２，Ｐ＝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癌旁组织中
ｐｇｐ１７０的表达基本显示为阴性。
２２　ｋｉ６７在口腔高、中分化鳞癌中的统计学分析　
在高分化口腔鳞癌中，ｋｉ６７增殖指数大部分在指数５
上下的区域范围，而中分化组则在 １０上下的区域范
围，增殖指数过高或过低的较少见，ｋｉ６７高分化组平
均值为５．４０，中分化组为１０．３４，ｋｉ６７采用秩和检验，ｚ
值为－３．５６７，Ｐ值为０．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秩
的平均值来代表它们的分布趋势，则ｋｉ６７高分化组秩
的平均值为 ２４．４１±１４．３５，中分化组秩的平均值为
４１．７６±１６．５１；癌旁组织中ｋｉ６７的表达基本显示为阴
性。

２３　结论　由图１可以看出，高分化 ｐｇｐ１７０的分布
大致呈正态分布图，而中分化 ｐｇｐ１７０绝大部分集中
于强阳性区，由图２可以看出，高、中分化ｋｉ６７的分布
均大致呈正态分布图，这表明，恶性度高的鳞癌耐药性

强，导致部分低分化癌细胞化疗后得以生存，为复发和

转移留下隐患，因此预后较差。高分化口腔鳞癌耐药

性弱，接近正常组织，化疗的远期效果和预后均较好。

该实验ｋｉ６７高分化组平均值为５．４０，中分化组
为１０．３４，中分化平均增殖指数明显较高，这为临床恶
性度高的口腔鳞癌比恶性度低的口腔鳞癌易于复发和

转移也作出了重要提示。高、中分化ｋｉ６７的分布均大
致呈正态分布图，但是，横坐标（ｋｉ６７值）在中分化鳞
癌中明显增大右移，纵坐标高分化峰值明显大于中分

化。中分化口腔鳞癌的增殖指数大，说明它的细胞分

裂增殖能力强，复发和转移的能力大于高分化口腔鳞

癌，在临床化疗中中分化的口腔鳞癌部分耐药性高的

癌细胞得以存活，又由于其增殖能力强，因而易于复发

和转移。

ｐｇｐ１７０和ｋｉ６７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采用等级相
关法分析，结果Ｒ值为０．６０９，Ｐ值为０．０００，有一定的
相关性。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口腔鳞癌的

增殖指数高，增殖能力强，那么它的耐药性也较强。而

耐药性强、增殖能力强，则是恶性程度高的肿瘤临床治

疗不佳的重要原因。

图１　ｐｇｐ１７０在高、中分化口腔鳞癌中的分布

图２　ｋｉ６７在口腔高、中分化鳞癌中的分布

３　讨　论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１９９７）将口腔鳞癌分为高分
化、中分化、低分化三种类型（即低度、中度、高度恶

性），以高分化和中分化两种类型最为常见，低分化口

腔鳞癌极为少见，病理学常将这种类型归为未分化癌，

因此临床所见通常为口腔鳞癌的高分化和低分化两种

类型。在治疗上化疗与手术、放疗一起被认为是口腔

颌面部恶性肿瘤治疗的三大法宝。多药耐药（ｍｕｌｔｉ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ＤＲ）是肿瘤细胞最重要的耐药形式
之一，它在对一种抗肿瘤药物出现耐药的同时，对其他

结构不同、作用机制不同的抗肿瘤药物也产生耐药性。

恶性肿瘤的治疗常采用“手术 ＋放疗 ＋化疗”三
联模式，因此术后的放化疗也是非常重要的控制肿瘤

复发与转移的手段。但是肿瘤细胞的耐药性和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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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肿瘤复发与转移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研究

鳞癌的耐药与增殖和鳞癌恶性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研究表明口腔鳞癌恶性度低，多药耐药糖

蛋白ｐｇｐ１７０表达就弱，故其耐药性弱，对化疗药物的
敏感度相对较高，化疗的疗效相对较好。口腔鳞癌恶

性度高，多药耐药糖蛋白 ｐｇｐ１７０的表达相对较强，对
化疗药物的耐药性增强，化疗后由于耐药性强的癌细

胞无法杀灭，导致复发。人抗增殖核细胞抗原ｋｉ６７是
增殖细胞再生增殖能力的标志，抗原表达高低可反应

细胞增殖活性，细胞过度分裂与增殖是肿瘤恶变的重

要环节，其增殖活性对恶性肿瘤的识别具有一定的意

义。研究表明，在癌和瘤中，肿瘤细胞的增殖程度是不

同的，甲状腺癌比甲状腺瘤的 ｋｉ６７指数明显增高［６］。

高分化鳞癌ｋｉ６７表达较低，癌细胞增殖活性弱，中分
化鳞癌ｋｉ６７表达较高，增殖活性强，口腔鳞癌中ｋｉ６７
的增殖程度可用来推测鳞癌的恶性程度或组织分化程

度。在化疗前后两者表达水平的对比中发现，ｐｇｐ１７０
有上升趋势；ｋｉ６７呈下降趋势，表明化疗后未被杀灭
的癌细胞一定程度产生耐药性的存在，但细胞增殖活

性受到阻遏。二者在肿瘤耐药性和对抗肿瘤药物逆转

的研究中有着较为重要的科研价值［７８］。目前，医学领

域过度医疗的问题依然存在，过度医疗既是对医疗资

源的浪费，也会对患者的健康带来不必要的损害［９］，因

此，增加化疗药物敏感性的逆转剂在当代化疗药物的

使用中，越来越多，它能够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

敏感性，减少化疗药物使用的剂量。现在，抑制肿瘤细

胞耐药的性逆转剂的研究已日臻成熟，研究肿瘤细胞

的耐药性和增殖性，对患者的临床化疗用药和逆转剂

的使用提供参考，包括用药的剂量、时间、愈后判断等。

同时，根据肿瘤细胞的增殖情况和增殖周期中不同阶

段对药物的敏感性，进行药物治疗，即可较好地控制增

殖活性，又可避免过度用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同一类型肿瘤的不同个体之间，基因突变谱很大，

这也是同种肿瘤不同个体之间对相同治疗的反应差别

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更具挑战的是在同一个体不同部

位（原发与转移，原发与继发）之间，甚至同一个体同

一肿瘤内不同细胞之间，基因突变差异巨大［１０］，口腔

鳞癌也不例外。目前，药物靶向个体化治疗虽然已取

得重大进展，但单靶点的药物已面临耐药的挑战，未来

肿瘤个体化治疗更加重视药物复合靶点的综合治疗，

因此，肿瘤的分级，肿瘤分子的分型对此更具意义。研

究发现，照射后的小细胞肺癌细胞系对对化疗药物和

逆转剂的敏感性明显提高，化疗药物和逆转剂对放疗

后的癌细胞杀伤力明显增强［１１］，说明逆转肿瘤耐药性

的治疗是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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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特别是有危及患者生命的并发症出现。预防ＰＣＮＬ
危重并发症的前提是遵循手术适应症，充分术前准备，

术中规范治疗，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并采取及时有

效的处理措施。

参考文献
［１］　ＴａｅＫｏｎＨｗａｎｇ．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５１（５）：２９８３０７．
［２］　曾国华，李逊．经皮肾镜取石术［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１：２１２２３１．
［３］　ｅｌＮａｈａｓＡＲ，ＥｒａｋｙＩ，ＳｈｏｋｅｉｒＡＡ，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ｆｒｅｅ

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ＳｔａｇｈｏｒｎＳｔｏｎｅ［Ｊ］．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７９（６）：１２３６１２４１．

［４］　郝宗耀，刘明，叶元平，等．Ｂ超引导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治疗复
杂性肾结石［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１２）：１５９２１５９４．

［５］　ＧｌｅｎｎＭ．Ｈｉｇｈｂｕｒｄｅ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ｅｎ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ｉ：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ｐｅｒｃｕｔａ
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ｖｅｒｓｕｓ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Ｊ］．Ａｒｃｈｉｖｉｏ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Ｕｒｏｌｏｇｉａ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０，８２（１）：１３７１４０．

［６］　ＡｂｂａｓＢ，ＳｈａｈｒａｍＳ，Ａｌｉｒｅｚａ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ｅｒ
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ｒｇｅＲｅｎａｌＳｔｏｎｅｓ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ＶｅｒｓｕｓＤｏｕｂ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Ｋｉｄｎｅ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ＮＤＯ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６（３）：２３５２３８．

［７］　胡斌，梁建波，李信众，等．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中肾盂压力对肾
功能的影响［Ｊ］．宁夏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５）：４８６４８８．

［８］　ＦａｒｚａｎｅｈＳ，ＮａｓｓｅｒＳ，ＡｒｄａｌａｎＯ．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Ｊ］．ＵｒｏｌｏｇｙＪ，２０１０，７（４）：２７５２７７．

［９］　叶木石，柳建军，苏劲．大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术并发重症感染的相
关因素分析［Ｊ］．临床医学工程，２０１２，１９（８）：１３０２１３０３．

［１０］　谢栋栋，丁德茂，陈磊，等．经皮肾镜气压弹道超声联合碎石术治
疗复杂性肾结石［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０，３１（１２）：１４５２１４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２５

·０７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２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全科医学论著·

２４例外伤性脑脊液鼻漏的经颅手术治疗疗效分析
赵青军

摘要：目的　探讨外伤性脑脊液鼻漏的经颅手术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４例外伤性脑脊液鼻漏患者临
床资料。术前均行三维ＣＴ及ＭＲＩ检查，已确定漏口所在位置，并行手术治疗。明确漏口且外置靠前的２０例患
者应用硬膜外入路手术；４例术前漏口未能明确或靠后者，采用硬膜下入路手术。对术前未能确定漏口及确定漏
口靠后者，采用硬膜下入路将硬膜打开，探查颅底骨折及漏口所在。探及漏口后仔细分离、冲洗，对有脑组织或硬

脑膜、蛛网膜疝入者，予以回纳，不能回纳者切除。结果　２４例患者经一次手术全部治愈，随访患者２１例，平均
随访２年，无一例复发，无手术后并发症。结论　在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中，脑脊液漏的发生率为 ２．０％ ～
２０．８％；而在开放性颅脑损伤的患者中，脑脊液漏的发生率为７％ ～１０％，其中８０％左右为脑脊液鼻漏。脑脊液
鼻漏典型的临床表现为清水样鼻漏，鼻漏的量随漏口的大小及形态不等，也可随体位改变。脑脊液鼻漏诊断的难

点并不在于定性，而在于定位寻找脑脊液从何处流出，如何准确地定位漏口的位置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因此确定

漏口是术前准备中的一项最重要工作，是手术成功关键因素，也消除了阴性探查的机会。外伤性脑脊液鼻漏患者

经颅手术修补漏口，手术安全，并发症少，疗效满意。

关键词：外伤性；脑脊液鼻漏；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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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脊液鼻漏是由于先天性、外伤性或医源性颅底
骨质缺失而致脑脊液从鼻腔流出，可引起气颅、低颅

压、脑神经损伤以及脑膜炎，在各种原因所致脑脊液鼻

漏中，以外伤性最为多见，约占８０％。脑脊液漏是颅
脑损伤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发生率为２％ ～９％。脑脊
液鼻漏则多见于前颅底骨折，发生率高达３９％［１］，其

中２．４％需要手术治疗。大部分脑脊液鼻漏患者经非
手术治疗而愈，但非手术治疗４周以上无效或外伤后
出现的延发性脑脊液漏，通常迁延不愈，甚至可能导致

颅内重度感染及化脓性脑膜炎的发生，甚至危及生命，

则应行手术治疗封闭漏口。常用的手术方法有经鼻内

窥镜修补和开颅手术修补。但是对于伴发颅底多发骨

折、额窦后壁骨折及合并颅内病变等仍需开颅手术治

疗。而手术成功的关键是术前的漏口准确定位以及手

术修补方式的选择［２］。我科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６

作者单位：２１３０００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中医院脑外科

月，开颅手术治疗外伤性脑脊液鼻漏共２４例，效果令
人满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男性１５例，女性９例，年龄１７～５８
岁，平均年龄４２岁。所有患者均为直接性损伤，其中
交通事故伤２０例，高出坠落伤３例，砸伤１例。２４例
患者均表现有鼻腔溢液，单侧或双侧，呈间隙性或持续

性。其中伴发化脓性脑膜炎５例，颅内积气２例。所
有２４例患者均对鼻腔流液进行生化检查，确定为脑脊
液。常规行头颅薄层扫描及三维重建，了解颅底骨折

范围、程度及受累的鼻窦。１６例可发现颅底骨折。ＣＴ
及ＭＲＩ未发现漏口者，采用脑池造影ＭＲ检查，５例可
见Ｔ２像的高信号与鼻窦相同。仍有３例不能确定漏
口。

１２　手术方法　本组２４例，采用冠状瓣开颅，切皮瓣
时注意保持骨膜的完整性。对漏口确定且位于额窦或

前组筛窦者，应用硬膜外入路，术前行腰椎穿刺置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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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术中释放脑脊液，形成骨窗，此时额窦骨折即可发

现，沿前颅底仔细剥离硬脑膜，尽量保持硬脑膜完整，

多可发现额窦或筛板处的漏口。对术前未能确定漏口

及确定漏口靠后者，采用硬膜下入路将硬膜打开，探查

颅底骨折及漏口所在。探及漏口后仔细分离、冲洗，对

有脑组织或硬脑膜、蛛网膜疝入者，予以回纳，不能回

纳者切除。刮除骨折处新生肉芽组织并仔细电凝。漏

口采用“三明治夹心”［３］技术修补：以骨蜡或颞肌及筋

膜填塞后涂以生物胶，后用骨膜覆盖，表面再涂以生物

胶，并用明胶海绵粘贴表面及四周，压紧于颅底。修补

材料置于漏口的内侧还是外侧，对结果无明显影响［４］。

２　结　果
　　２４例患者手术修补后获得经一次性治愈。随访
患者２１例，平均随访２年，无１例复发，无手术后并发
症。

３　讨　论
　　脑脊液鼻漏是颅脑损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在
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中，脑脊液漏的发生率为２．０％～
２０．８％；而在开放性颅脑损伤的患者中，脑脊液漏的发
生率为７％～１０％，其中８０％左右为脑脊液鼻漏。脑
脊液鼻漏典型的临床表现为清水样鼻漏，鼻漏的量随

漏口的大小及形态不等，也可随体位改变。疑似病例

可将鼻漏出液进行糖定量或 β２载铁蛋白检查，可作
为临床上确诊脑脊液鼻漏的金标准［５］。外伤性脑脊液

鼻漏，经非手术治疗多能自愈。对于保守治疗无效的

患者可采用手术治疗，目前常用的方法有经鼻内窥镜

修补和开颅手术修补［６］。严重的广泛前颅底骨折致脑

脊液漏，往往迁延不愈，或脑脊液漏反复发作。同时存

在颅底多发骨折和颅骨缺损与外界相通，易产生严重

的颅内并发症，危及生命，需经手术治疗才能治愈，可

经颅硬膜外、下或经鼻入路等方法修补。对于急诊开

颅患者来说，术中要逐一探查整个颅底及双侧筛窦。

一次性修补成功关键在于寻找破损的硬脑膜边缘，同

时给予分层修补，修补均采用硬膜内外联合修补。若

必须要去骨瓣减压时，一定要修补好各窦腔，这样综合

治疗才能保证不留有漏口。

脑脊液鼻漏诊断的难点并不在于定性，而在于定

位寻找脑脊液从何处流出，如何准确地定位漏口的位

置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因此确定漏口是术前准备中的

一项最重要工作，是手术成功关键因素，也消除了阴性

探查的机会。脑池造影术（ＣＴＣ）［７］，ＭＲＩ检查被认为
是显示脑脊液鼻漏的有效手段。但 ＣＴＣ是一种介入
有创伤的检查．并对有脑膜炎的患者相对禁忌。我们
主要采用术前ＣＴ薄层扫描、颅底三维重建及 ＭＲＩ水
成像检查来判定漏口［８］。颅底薄层螺旋 ＣＴ扫描，将
颅骨缺损处作为脑脊液鼻漏的主要定位标志，脑组织

或脑膜疝入骨缺损或脑脊液信号沟通颅内外可以作为

阳性诊断的标准，同时尽量选择漏液较多的时期检查。

颅底薄层螺旋ＣＴ扫描能较准确地发现颅底漏口的位

置及数目，是定位脑脊液鼻漏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

脑组织或脑膜疝入骨缺损或脑脊液信号沟通颅内外可

以作为阳性诊断的标准，同时尽量选择漏液较多的时

期检查。但由于骨折间隙太小，颅底解剖复杂，有些病

例漏口实在难以确认，对于前颅底骨折不明显的患者，

ＣＴ、颅底三维重建等检查无法完全确诊，此时有条件
的医院可行ＳＰＥＣＴ检查，同时与 ＣＴ／ＭＩＲ相结合来确
定瘘口的位置。外伤性脑脊液鼻漏单纯累及蝶窦的患

者少见，一般多累及额窦及筛窦或者累及多个鼻窦。

因此对于术前漏斗定位仅限于蝶窦的患者应高度警

惕，术中广泛探查整个颅底，以避免漏诊。随着微创技

术的发展，鼻窦内窥镜亮度大、能自由直视检查各个鼻

道，因此经鼻窦内窥镜检查及修补瘘口也不失为一种

瘘口定位及修补的新手段。

如何掌握保守治疗的疗程及选择手术修补时机是

临床医师最关心的问题。一般认为外伤性脑脊液鼻漏

手术的适应证为：①脑脊液鼻漏伴有气颅、脑组织脱
出、颅内异物；②合并反复发作的化脓性脑膜炎；③若
４周以上仍不能自行愈合或反复出现颅内感染以及脑
脊液漏愈合后又复发者。但我们认为出现下列情况

时，应提前手术：①脑脊液鼻漏量较大，颅内积液较多；
②脑脊液鼻漏反复复发；③漏液进行性加重；④术前
ＭＲＩ发现有软组织自漏口疝出者。此类患者则在脑水
肿及炎症消退后可行手术修补及颅底重建［９］。

手术的目的就是修补骨缺损，缝合硬脑膜，建立不

透脑脊液的屏障。脑脊液鼻漏的手术主要区别为幕上

开颅或经鼻内镜手术。结合影像学资料，在术中寻找

骨折片或硬脑膜、脑组织嵌入或脑组织挫伤水肿明显

的部位，一般就能定位漏口。幕上开颅分为硬膜下及

硬膜外２种。如术前诊断明确为前颅底骨折的漏口，
选择硬膜内入路更容易在术中显露漏口，且颅底硬膜

修补较容易，同时部分患者可以保留的良好的嗅觉。

硬膜外入路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一种手术方法，采用硬

膜外入路的优势在于便于发现漏口的位置，在漏口的

起始部操作，能较好地清除蛛网膜粘连、液化及坏死的

脑组织，而且在处理颅骨缺损方面更有优势。由于该

方法手术野开阔，开颅后通常即可发现额窦骨折，再沿

前颅底分离硬脑膜后，基本上能够发现漏口所在，无需

切口硬脑膜，手术处理比较方便。即使是合并有蝶骨

骨折，也可自蝶骨平台开窗行蝶窦填塞。硬膜下入路

缺点是可能导致额叶的医源性损伤，但操作方便，可以

避免硬脑膜破裂及漏口扩大，同时也不易造成颅内的

二次感染。在硬脑膜漏口修补材料的选择上，单纯使

用硬脑膜缝合的成功率不高，目前多采用游离肌瓣、筋

膜等材料。一般以带蒂的骨筋膜缝合为首选，无带蒂

骨筋膜的二次手术患者也可应用游离颞肌结合纤维蛋

白胶修补。笔者一般取颞肌筋膜，缝合固定漏口，再将

明胶海绵用ＥＣ耳脑胶固定于筋膜周围。用颞肌筋膜
做修补材料，取材方便，而且组织相容性好。颅底缺损

用骨蜡封闭，再用带蒂骨膜加强，重建 （下转第１０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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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以咽喉部异物感为主诉的鼻后滴流综合征
６５例临床分析

林士军，王桂杰，叶建华，陈雄，张静，刘玉春

摘要：目的　探讨以咽喉部异物感为主诉的鼻后滴流综合征的临床特征。方法　对６５例以咽喉部异物感为主
诉的鼻后滴流综合征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９０．８％患者有鼻窦炎，仅一组鼻窦部病变占３２．２％，６７．８％
的患者为２组以上鼻窦部病变，３５．６％单侧鼻窦部异常，双侧鼻窦部异常占６４．４％，５７．６％的患者有鼻窦腔积液，
鼻窦腔黏膜增厚占４２．４％，２０．３％的患者有鼻息肉，６９．２％患者表现为频繁清喉或鼻吸后咯痰，有轻微咳嗽症状
患者为２６．２％，能咯出少许痰的患者仅占１８．５％，有打喷嚏症状者占３０．８％，１６．９％患者有鼻塞症状，３５．４％有
流涕，２７．７％为少许脓涕，６．２％有胸闷，９．２％有头痛，３８．５％的患者有明确的鼻后滴流症状，３６．９％的患者咽后
壁有淋巴滤泡增生，３２．３％有鹅卵石样改变，２３．１％的患者咽部充血。９６．９％的患者经鼻喷激素、口服复方盐酸
伪麻黄碱及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有效。结论　咽喉部异物感或咽喉部有痰为鼻后滴流综合征的特殊临床表
现，多数是由鼻窦炎和过敏性鼻炎所致，在临床上容易引起误诊，提高对鼻后滴流综合征的认识和诊断，经规范治

疗可以取得满意的疗效。

关键词：鼻后滴流综合征；咽喉部异物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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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后滴流综合征是由美国１９９８年提出的，主要是
指鼻炎或鼻窦炎引起的分泌物倒流鼻后和咽喉等部

位，导致以咳嗽为主要表现的综合征。新版美国咳嗽

诊治指南建议用上气道咳嗽综合征（ｕｐｐｅｒａｉｒｗａｙ
ｃｏｕｇｈ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ＵＡＣＳ）替代鼻后滴流综合征（ｐｏｓｔｎａ
ｓａｌｄｒｉｐ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ＮＤＳ）［１］。鼻后滴流综合征／上气道
咳嗽综合征也是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临床上常有患

者以咽喉部异物感为主诉来就诊，却很少有咳嗽，更多

的表现为频繁清喉样动作，我们对这一类患者进行了

观察，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在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呼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７２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林
士军，叶建华，陈雄，张静，刘玉春）；５１８１７２广东省深
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王桂杰）

通讯作者：刘玉春，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ｙｕｃｈｕｎ１９６３＠１６３．ｃｏｍ

吸内科门诊以咽喉部异物感为主诉来就诊的患者中，

经胸部影像学检查排除支气管及肺部疾病，共计 ６５
例，其中男性３０例，女性３５例；年龄１８～５７岁，病程
从５ｄ～３年，有吸烟史１３例（２０．０％），所有患者均进
行了鼻窦部ＣＴ及咽喉部检查。６５例患者均以咽喉部
异物感或咽喉部有痰为主要症状，４５例（６９．２％）患者
有频繁清喉样动作，１７例（２６．２％）患者有轻微咳嗽，
能咯出少许痰的患者仅有 １２例（１８．５％），１１例
（１６．９％）有鼻塞症状，２３例（３５．４％）有流涕，其中１８
例（２７．７％）为少许脓涕，有打喷嚏症状者 ２０例
（３０．８％），有鼻后滴流感 ２５例（３８．５％），胸闷 ４例
（６．２％），头痛６例（９．２％）。咽后壁有淋巴滤泡增生
２４例（３６．９％），有鹅卵石样改变者２１例（３２．３％），咽
部充血１５例（２３．１％）。
１２　治疗方法　依据患者的伴随症状及检查结果给
予盐酸复方伪麻黄碱缓释胶囊口服、鼻喷布地奈德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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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剂，部分患者口服氨溴索、红霉素肠溶胶囊。

２　结　果
２１　鼻窦部 ＣＴ检查结果　在６５例患者中有５９例
（９０．８％）鼻窦部检查有异常改变，一组鼻窦部病变１９
例（３２．２％），２组以上鼻窦部病变４０例（６７．８％），单
侧鼻窦部异常２１例（３５．６％），双侧鼻窦部异常３８例
（６４．４％），鼻窦腔积液３４例（５７．６％），鼻窦腔内黏膜
组织增厚２５例（４２．４％），鼻息肉１２例（２０．３％）。
２２　治疗效果　治疗１周后有５１例（７８．５％）患者症
状好转，治疗３周后６３例（９６．９％）患者明显好转后症
状消失，其余２例（３．１％）临床症状也有所减轻。

３　讨　论
　　１９９８年美国胸科医师学会（ＡＣＣＰ）颁布的咳嗽诊
治指南明确指出：鼻后滴流综合征（ＰＮＤＳ）、咳嗽变异
型哮喘（ＣＶＡ）和胃食管反流（ＧＥＲ）是慢性咳嗽的最
常见病因，发病率占８５％ ～９８％，并将鼻后滴流综合
征定义为是一种由于鼻部疾病引起的分泌物倒流至鼻

后部和咽喉部，甚至反流进入声门或气管内，导致以咳

嗽为主要表现的综合征。鼻后滴流综合征是呼吸内科

门诊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我国慢性咳嗽病因中仅次于

咳嗽变异性哮喘，排在第２位［２］。美国学者研究发现，

慢性咳嗽患者中鼻后滴流综合征占２８．０％ ～５７．６％，
而欧洲研究者则认为鼻后滴流综合征在慢性咳嗽患者

中不足２５％，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鼻后滴流综合征的
发病率各不相同。鼻后滴流综合征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多无特异性，临床表现也多种多样，２００６年美国胸科
医师学会（ＡＣＣＰ）又在修订第２版咳嗽诊治指南时建
议以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取代鼻后滴流综合征。上气道

咳嗽综合征／鼻后滴流综合征的诊断标准：①有鼻炎、
鼻窦炎或咽喉炎等相关病史、症状和体征；②排除咳嗽
变异性哮喘、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

嗽、变应性咳嗽等其他慢性咳嗽病因；③针对鼻部基础
疾病的治疗后咳嗽症状缓解；④鼻咽镜检查发现鼻部
黏膜充血、水肿和黏液附着、鹅卵石样表现等［３］。

典型的鼻后滴流综合征患者常有咳嗽、咯痰等症

状，但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患者咳嗽症状轻微，

或者根本不咳嗽，仅表现为咽喉部有痰或咽喉部异物

感，患者出现频繁清喉或鼻吸后咯痰症状，部分患者平

卧后有典型的鼻后滴流症状，也有患者咽喉部不适感

较明显，咽喉部异物既咯不出痰又吞不下去，患者常以

感冒、咽喉炎等来就诊，也是呼吸内科门诊最常误诊的

一种疾病［４］。实际上有相当多的鼻后滴流综合征患者

并无慢性咳嗽症状，对于鼻后滴流综合征与慢性咳嗽

的关系，欧洲和美国的学者一直就有较大的分歧，欧洲

学者认为鼻后滴流综合征只是一种症状或现象，难以

确定它与慢性咳嗽的因果关系［５］，这也可能是欧洲鼻

后滴流综合征诊断率低于美国的原因之一。国内也有

学者通过辣椒素咳嗽敏感性试验观察９４例上气道咳
嗽综合征患者的咳嗽阈值Ｃ５的改变，研究发现上气道
咳嗽综合征患者的咳嗽敏感性存在不均一性，与正常

值存在较大的重叠和交叉［６］，进一步证实不是所有的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鼻后滴流综合征患者都会出现典
型的咳嗽症状，主要与咳嗽阈值的高低有关。

引起鼻后滴流综合征的病因主要有急慢性鼻炎、

急慢性鼻窦炎、变应性鼻炎（ＡＲ）、感染后鼻炎、药物性
鼻炎、鼻息肉及鼻腔肿物等［７］。目前多数学者认为，鼻

腔、鼻窦发生的炎症性病变可以刺激分布于鼻、鼻窦、

咽喉等处的咳嗽感受器，感觉神经末梢所含神经肽和

神经递质可以刺激气道的感觉神经，从而增加咳嗽反

射的敏感性。鼻后滴流综合征引起咳嗽，可能是由于

上气道咳嗽反射传入支受到刺激所致，主要机制有

３个方面：①鼻或鼻窦的过多分泌物向后滴入咽喉部，
对咽喉部咳嗽传入神经产生物理性刺激而促发咳嗽；

②患者的上气道咳嗽反射比正常人更加敏感；③患者
误吸的分泌物刺激下呼吸道咳嗽感受器［８］。在临床上

仅表现为咽喉部有痰、咽喉部异物感或鼻后滴流症状

而不咳嗽的鼻后滴流综合征患者，我们分析可能有以

下几种原因：①患者鼻、鼻窦部疾病较轻，分泌物粘稠
量少，鼻后滴流症状轻或缺失，未能引起咳嗽反射；②
患者的鼻、咽喉及气管等部位咳嗽感受器敏感性下降，

咳嗽反射迟钝；③分泌物中炎症介质不足以刺激咳嗽
感受器引起咳嗽反射；④咳嗽反射弧中任一环节受损
至咳嗽反射中断。

从本组资料报告显示，引起咽喉部异物感或咽喉

部有痰为主要症状的病因是鼻窦炎和过敏性鼻炎，

９０％以上的患者鼻窦部ＣＴ检查有异常改变，２／３以上
为多组鼻窦部病变，这也是鼻后滴流综合征的常见病

因，与国内外报道相一致［９１２］。鼻后滴流综合征的治

疗首选第１代抗组胺类药（如马来酸氯苯那敏）和减
充血剂（盐酸伪麻黄碱）。目前研究认为，第１代抗组
胺药和减充血剂是对大部分鼻后滴流综合征患者最有

效的治疗方案，可以缓解患者鼻塞、流涕、打喷嚏、减少

鼻腔分泌物等临床症状，多数患者在初始治疗后数天

至２周内产生疗效，经过３周治疗可以使９６．９％的患
者临床症状消失。而非过敏性因素引起的鼻后滴流综

合征并非由组胺介导，选用第２代抗组胺药治疗很可
能无效。鼻腔吸入糖皮质激素也是变应性鼻炎、鼻窦

炎引起的鼻后滴流综合征的常选药物，吸入剂量通常

为鼻喷布地奈德鼻喷雾剂６４μｇ／次或等同剂量的其他
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每天１～２次。鼻窦炎引发的鼻后
滴流综合征也通常选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但需覆盖

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和厌氧菌，我国慢性咳嗽诊治

指南中推荐使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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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后滴流综合征在临床上非常容易漏诊和误诊，

尤其是不具有典型特征的鼻后滴流综合征患者，主要

原因可能与临床医生缺乏对鼻后滴流综合征的认识有

关，临床医生往往只注意患者的扁桃腺、咽喉和肺部的

表现，而忽略了患者的病史、临床症状和其他体征。实

际上，鼻后滴流综合征是最常见的慢性咳嗽病因，有学

者认为慢性咳嗽患者未能确定病因前都可以给予鼻后

滴流综合征的经验性治疗，并且根据疗效确诊疾病。

鼻后滴流综合征是介于耳鼻喉科和呼吸内科之间的疾

病，患者也常常奔波于２个科室就诊，对于不咳嗽的鼻
后滴流综合征患者，尤其是以咽喉部有痰、咽喉部异物

感而来呼吸内科就诊时，不易引起呼吸科医师的足够

重视，胸部检查多数为正常，甚至感染学指标也在正常

范围之内，常被误诊为咽喉炎、鼻炎、上呼吸道感染等，

而患者久治不愈，临床症状也表现为时轻时重，常于着

凉、感冒后诱发。提高呼吸医师对鼻后滴流综合征疾

病的认识，尤其是具有非典型临床特征的以咽喉部异

物感或咽喉部有痰为主诉患者的认识，才能提高对鼻

后滴流综合征的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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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颅底的硬性结构，避免了脑脊液压力对于修补部位

的冲击。要确保手术成功，应注意：①术前蛛网膜下腔
穿刺置管放出适量的脑脊液，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对额

叶的牵拉损伤，视野开阔，为颅底探查及硬脑膜修补提

供了良好的空间。②要根据术前 ＣＴ判断漏口缺损的
范围，在此基础上设计骨膜瓣，原则是要保持带蒂骨膜

瓣有足够的面积达到前颅窝底的缺损范围，并尽量向

鞍区覆盖，同时保持骨膜的完整性和良好的血运。③
抬起额底依次仔细探查额窦内壁、筛板、鞍结节部及后

方的蝶骨平台有无漏口，显微操作的运用能有效地避

免遗漏和减少探查中的副损伤，有助于发现多个瘘口

及隐匿性瘘口。④漏口周围有慢性炎症，影响愈合，术
中应将炎性组织清除干净，否则影响硬脑膜的修补成

功。深部的漏口不易缝合，应在修补后用耳脑胶粘合

加固。

同时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鼻内镜手术联合鼻旁

入路治疗脑脊液鼻漏效果也较满意，近年国外文献报

道脑脊液鼻漏的内镜修复成功率已高达９０％［１０］，鼻内

窥镜修补术的优点在于：①进路简单直接，损伤小，不
必做颅面部切口，手术时间明显缩短，术后康复快；②
视角多、视野广、照明好，可在直视下操作；③能准确寻
找并观察漏孔，精确分层修补，避免了许多并发症；④
能完好保留嗅觉。该手术方法正在脑脊液鼻漏的治疗

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外伤性脑脊液鼻瘘为临床常见疾病，手术也不复

杂，但其治疗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后再确定具体

方案，争取达到术前的漏口准备判断与定位及手术一

次性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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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神经内镜辅助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疗效观察
郭景鹏，钱令涛，王永志，谢兰军，梁卫东

摘要：目的　探讨神经内镜辅助下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
月收治的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患者５０例，按照手术方式分为开颅基底节区血肿清除术（开颅组）２９例和神经
内镜辅助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手术（神经内镜辅助组）２１例，血肿量３０～１００ｍｌ。比较２组手术平均时间、手术
创面、血肿清除率、预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ＡＤＬ）的评分、病死率，并对两者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神经内镜辅助组的手术时间远远少于开颅血肿清除组（Ｐ＜０．０１），手术创面上神经内镜辅助组的手术创面包括
皮肤切口、骨窗大小、术中失血量等明显小于开颅血肿清除组（Ｐ均＜０．０１），神经内镜辅助组在血肿清除率方面
优于开颅血肿清除组（Ｐ＜０．０５），患者预后 ＡＤＬ的评分方面神经内镜辅助组明显优于开颅血肿清除组（Ｐ＜
０．０５），神经内镜辅助组死亡率低于开颅血肿清除组（Ｐ＜０．０５）。结论　神经内镜辅助手术治疗高血压基底节区
脑出血具有微创、省时、直视、ＡＤＬ评分高等优点，为基底节区脑出血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
关键词：高血压脑出血；基底节区；神经内镜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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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脑出血（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ｔｒａ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ａｔｏ
ｍａ，ＨＩＣＨ）是神经科最常见的急症之一，病死率是脑
卒中的５０％［１２］，而基底节区出血占了 ＨＩＣＨ的７０％
以上，是致死致残率最高的一种脑出血，随着微侵袭神

经外科技术与神经内镜的发展，神经内镜技术成为脑

出血外科治疗的重要手段［３］，通过神经内镜微创治疗

基底节区脑出血能在直视下迅速、微创、彻底清除血

肿，我们回顾性分析我科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治
疗的基底节区脑出血病例，并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高血
压基底节区脑出血５０例。常规开颅手术２９例，男性
１８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３７～７９岁，平均５８岁，血肿量
３０～１１５ｍｌ；神经内镜辅助手术２１例，男性１２例，女
性９例，年龄４０～７４岁，平均年龄５７岁，血肿量３０～
１００ｍｌ；入选标准：所有患者有明确高血压病史，基底
节区血肿≥３０ｍｌ，诊断符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ＩＳＯ诊断标
准，全部病例经头颅 ＣＴ证实，排除标准：因为凝血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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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动脉瘤、血管畸形等引起的出血。患者发病距离手

术时间为１７．５小时，手术后２４小时内均行头颅ＣＴ复
查，血肿量根据多田公式计算，平均血肿量（５６．８±
３７．０）ｍｌ，入院时格拉斯哥（ＧＣＳ）评分９～１３分１８例，
５～８分２９例，＜５分３例，神经内镜辅助组与开颅组
术前临床资料无明显差异（Ｐ值均＞０．０５）。
１２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气管插管全麻。
１２１　神经内镜辅助微创清除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
血　手术采用德国诺道夫公司０°、３０°硬质神经内镜及
专用显示监视、录像系统、冲洗系统、常规神经内镜显

微器械，以ＣＴ扫描血肿最大层面为中心，血肿距离颅
骨内板最近的体表做标记［４］，取长约４ｃｍ纵形皮肤切
口，逐层切开皮肤、皮下及颞肌，止血后以乳头牵开器

牵开，铣开直径约２ｃｍ大小骨窗，“＋”或者放射状剪
开硬脑膜，避开皮层血管，电凝局部皮层脑组织数毫米

并稍切开，脑针穿刺探查到血肿方向及深度后，自动牵

开器牵开，连接好神经内镜，０°和３０°内镜配合吸引器
和双极电凝，在内镜监视器下清除血肿并电凝出血点，

边吸引边冲洗，冲水速度４０～６０ｍｌ／ｍｉｎ，清除血肿后，
出血点给予电凝止血，血肿腔内壁覆盖速即纱，对于破

入脑室者，在神经内镜下吸除脑室内血肿，放置引流

管，缝合软组织，引流管一般在复查头颅 ＣＴ提示血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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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理想后４８ｈ内拔除。
１２２　常规开颅手术　取额颞“？”形皮肤切口，逐层
切开皮肤、皮下及颞肌，止血后将皮瓣牵开，铣刀铣开

直径约６～９ｃｍ大小骨窗，悬吊硬膜，“＋”或放射状剪
开硬脑膜，一般采取颞中回或者外侧裂入路脑穿针穿

刺定位血肿方向及深度后，切开脑实质进入血肿腔，用

棉片覆盖脑造瘘通道壁并牵开，肉眼直视下清除血肿，

电凝血肿腔内壁上出血点并覆盖止血纱布，放置引流

管。脑疝患者一般去除骨瓣，并行气管切开术，破入脑

室者一般行侧脑室钻孔引流术引流管一般在复查头颅

ＣＴ提示血肿清除理想后４８ｈ内拔除。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版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数据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
验，等级资料和方差不齐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手术时间比较　神经内镜辅助组平均手术时间
分别为（１．５±０．６）ｈ，常规开颅血肿清除组时间为
（２．９±１．２）ｈ，神经内镜辅助组手术时间大大少于常
规开颅组（ｔ＝８．４３８，Ｐ＜０．０１），区别在于开颅关颅时
间大大减少。

２２　手术创伤比较　把２组手术的创伤指标分为：术
者皮肤切口、皮层切口、术中出血量，分别进行比较，见

表１。
表１　内镜辅助组和开颅组在手术创面上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皮肤切口（ｃｍ） 骨窗大小（ｃｍ２） 术中失血量（ｍｌ）

内镜辅助组 ２１ ４．１±０．６ ２．４±０．８ ３４．５±５６．０
常规开颅组 ２９ １２．６±３．２ １２．１±２．９ ８９．０±４５．７
ｔ值 ７．４１ １１．６７ ２１．３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血肿清除率比较　所有患者术后２４ｈ行常规ＣＴ
检查以了解血肿清除情况，由于神经内镜特有的光线，

照明，对于深部结构的暴露和观察更好，使神经内镜血

肿清除效率较高。本组２１例患者中，脑内血肿平均清
除率约为（９３．７±７．４）％，血肿清除后，无需行去骨瓣
减压。开颅血肿清除术组平均血肿清除率为（７４．６±
１６．９）％，对于高血压基底节区脑出血的脑内血肿，开
颅组血肿清除率明显低于神经内镜微创组（Ｐ＜
０．０５）。
２４　手术预后比较　患者术后３月以日常生活能力
ＡＤＬ为疗效随访，神经内镜微创组２１例患者中，１人
死亡（家属放弃治疗后院内死亡），１例因经济原因在
术后放弃治疗，另一例自动出院失访。ＡＤＬⅠ级６例，
Ⅱ级７例，Ⅲ级４例，Ⅳ级１例，开颅组２９例患者中，
ＡＤＬⅠ级６例，Ⅱ级７例，Ⅲ级３例，Ⅳ级８例，植物状
态１例，死亡３例，１例因经济原因在术后放弃治疗出
院后脱失。２组预后通过秩和检验提示：神经内镜辅
助组患者预后优于开颅组（Ｚ＝－２．１３２，Ｐ＜０．０５），
２组病死率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开颅组病死率明显高于
神经内镜辅助组（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所有脑血管病类型中致死率、致

残率最高的一种脑血管疾病，它导致患者预后差的原

因来自于脑出血后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的发生和演变

对脑细胞多种原发性和继发性损害，体现在两方面：①
血肿占位效应，导致脑组织受压及颅高压；②血细胞崩
解、血液本身的成分、脑细胞损伤释放的物质导致脑细

胞水肿及功能障碍。因此及时迅速通过外科手术清除

血肿不仅可以减轻脑内占位效应，改善局部缺血，增加

脑灌注压，还可以减少血肿成分分解释放的各种毒性

物质造成的一系列继发性病理性损害，从而提高患者

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改善患者的预后［５６］，基底节区

出血占了ＨＩＣＨ的７０％以上，所以对基底节区脑出血
治疗尤其重要。目前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治疗多以开

颅血肿清除术为主，开颅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脑水

肿反应重，研究表明，采用神经内镜微创脑内血肿清除

术可以明显改善患者预后［７８］。

我科运用神经内镜微创清除基底节区血肿，无需

做较大骨瓣，皮肤切口约３～４ｃｍ长，颅骨骨孔直径约
２ｃｍ，能迅速建立完全内镜手术操作的微创手术通道，
手术时间仅仅是开颅手术的１／３左右，无论皮肤切口
长度、骨窗大小、术中失血量均显著优于传统开颅手

术。

在血肿清除效率上神经内镜组明显优于开颅组，

这主要是由于神经内镜具有极好的深部宽大视野，对

于深部结构和血肿死角的暴露和观察更好，便于在直

视下对各个角度进行手术操作，直接到达血肿区域，清

除血肿并快速发现出血点，迅速止血，进一步提高了手

术效率和血肿清除效率，实现脑出血患者手术即时彻

底清除血肿，进而阻断脑内血肿的多种继发性病理生

理损害［９］。而采用常规开颅血肿清除术，光线从外进

入脑内深部发生衰减，术者肉眼寻找确定活动性出血

点困难，往往需用棉片压迫止血后再将其逐段卷起同

时仔细寻找，或者行地毯式盲目电凝，止血不确切，无

影灯光线易被术者头部阻挡，术野暴露差，顾忌对脑组

织的牵拉导致盲区较多，容易遗留残余血肿。

本研究表明，神经内镜组在预后明显优于开颅组，

通过神经内镜微创通道清除基底节区血肿，手术无需

牵拉脑组织，迅速减轻脑组织的受压状态，降低颅内

压，改善脑灌注压，避免或者减少其释放的损害性化学

物质，减轻脑水肿，保护脑细胞，从而改善预后，而且手

术时间缩短有助于降低脑出血患者术后肺部等并发症

的发生率，尤其适用与老年患者及体弱多病的患者。

开颅手术脑皮层到血肿腔造瘘通道需脑压板长时间持

续牵拉，脆弱的脑组织易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或被脑

压板割伤出血，手术耗时长、失血多、创伤大，加重神经

功能缺失，或者行地毯式盲目电凝，止血不确切，易造

成热源性脑损伤，术后再出血及脑水肿时间长，造成继

发性脑损伤，影响患者的预后，故术后病死率较高。

然而神经内镜微创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临床应用

中还有一定局限性如：①神经内镜图像缺乏立体感且
伴有的“鱼眼效应”容易导致术者的错觉［１０］；②内镜操
作需要术者及助手较长时间的反复训 （下转第１０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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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心脏损伤患者心肌酶检测的临床意义
洪琼川，李志华，李绍鹏，麻成方，魏春勇

摘要：目的　研究动态监测心肌酶水平是否可反映心脏损伤患者的病情变化，是否可作为早期对病情进行准确
的评估、对预后进行预测的指标，为迟发性心脏破裂的早期诊断及心脏损伤严重程度的准确评估提供方法。方

法　１６０例心脏损伤病例，根据损伤严重程度评分（ＩＳＳ）分为轻度损伤、中度损伤、重度损伤３组，选择６０例无心
脏损伤病例作为对照组，将各组患者血清心肌酶值对比分析。结果　心脏损伤各组患者心肌酶含量均高于对照
组；重度组的心肌酶含量高于中度组（Ｐ＜０．０５），且有３例患者发生迟发性心脏破裂；中度组含量高于轻度组
（Ｐ＜０．０５）。结论　心肌酶水平越高心脏损伤越严重，血清心肌酶水平的高低可反映心脏损伤患者的病情变化，
且能作为迟发性心脏破裂的预测指标之一。

关键词：心脏损伤；心肌酶；心包填塞；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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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损伤为胸外科常见的外伤性疾病之一，常因
为其他伤情掩盖容易被忽略［１］。患者随时可能发生迟

发性心脏破裂、心包填塞、心室纤颤等危险情况，因此

寻找一种早期对病情进行预测的指标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对本院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６０
例心脏损伤患者血清心肌酶进行检测分析，现总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按照ＡｌａｉｎＲ诊断心肌损伤的标准［２］

选择１６０例心脏损伤病例，均为闭合性胸部损伤，其
中：胸部撞击伤 ８３例，胸部挤压伤 ３６例，坠落伤 ４１
例，均为伤后３ｈ内入院，无合并脑外伤及心脏病史，
根据损伤严重程度评分（ＩＳＳ）［３］分为轻度损伤、中度损
伤、重度损伤 ３组。重度损伤组 ４５例，其中男性 ３７
例，女性８例，年龄１８～５１岁，平均３８．５岁。中度损
伤组５６例，其中男性４２例，女性１４例，年龄１９～５６
岁，平均３３．８岁。轻度损伤组５９例，其中男性４０例，
女性１９例，年龄１６～６２岁，平均３２．６岁。选择６０例
心电图检查正常、无心脏损伤病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性３２例，女性２８例，年龄２２～４６岁，平均 ３１．２岁。
病种包括自发性气胸、肺挫伤、胸部软组织挫伤等。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１６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心胸外科
通讯作者：洪琼川，Ｅｍａｉｌ：ｓｚｌｈｑｃ＠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　检测方法　入院后２４ｈ内于清晨７：００～８：００
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样３ｍｌ，标本立即送往我院中心
实验室行血清心肌酶谱检测，使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４００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配套试剂盒，由专人操作，均采用

速率法测定 α羟丁酸脱氢酶（αＨＢＤＨ）、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肌酸激酶（ＣＫ）、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峰
值，收集整理所得数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检测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学处理结果用（ｘ±ｓ）表示，２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ｔ检验，３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ＳＮＫｑ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直线相关法，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的心肌酶含量对比　心脏损伤各组心肌酶
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心脏损伤各组心肌酶含量对

比重度损伤组高于中度损伤组，中度损伤组高于轻度

损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组心肌损伤患者与对照组的心肌酶含量

对比（ｘ±ｓ，Ｕ／Ｌ）

组别 例数 αＨＢＤＨ ＬＤＨ ＣＫ ＣＫＭＢ

重度损伤组 ４５ ７６２．８±４３．６６５３．８±８１．５１４５８±１０３．６４７３．４±２６．２
中度损伤组 ５６ ５０３．６±５６．２４７５．２±５１．５８６３．５±９２．８３０２．８±１２．５
轻度损伤组 ５９ ３６７．３±３２．１２８３．４±３１．８３２１．３±７２．６１４５．７±１０．２
对照组 ６０ １３２．４±１５．７１６３．５±２２．３１２０．１±１６．６ １３．５±２．１

　　注：各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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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３例发生迟发性心脏破裂患者的心肌酶情况　
详见表２。
表２　３例发生迟发性心脏破裂患者的心肌酶情况（ｘ±ｓ，Ｕ／Ｌ）

伤后时间 αＨＢＤＨ ＬＤＨ ＣＫ ＣＫＭＢ

２４ｈ １４８３．３±１１２．５１０４７．９±１０７．３９８５３．１±８０３．６５９６４．４±５７３．２
４８ｈ ９７９．６±８６．３ ８４２．６±８５．１ ６５４８．２±５６７．８４２３５．８±４７３．５
７２ｈ ３９２．１±５６．８ ４２９．１±７８．９ ２２９１．３±２３２．０１０９６．７±１１７．２

３　讨　论
　　心脏外伤是现代创伤中仅次于脑外伤的重要死
因，占胸部损伤的１０％ ～１６％，因病情危重且进展极
快，６０％～８０％的患者于伤后短时间内在现场和运输
途中死亡，心脏损伤常因为其他伤情掩盖容易被忽略。

心脏损伤分为钝性伤和穿透性（包括贯通性）伤。心

脏钝性伤多由交通事故、挤压、坠落等压缩性暴力或高

速减速引起，在钝性胸伤中发生率可高达２５％［４］。心

脏穿透性损伤国内多以锐器刺伤为主，最常见者为刀

刺伤，偶见牙签等异物经食管损伤［５６］。

心肌细胞损伤后膜的完整性和通透性改变，使细

胞内的大分子酶类物质逸出，引起血清心肌酶升

高［７８］，这些大分子物质被称为心肌损伤标志物。心肌

酶类包括 α羟丁酸脱氢酶（αＨＢＤＨ）、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肌酸激酶（ＣＫ）等。在正常情况下，ＣＫ广泛存
在于许多组织细胞内，但以心肌、骨骼肌、脑组织为主，

在心肌中含量占ＣＫ总量的１４％ ～４２％，对心肌比较
特异。ＣＫ是由２个亚单位组成的二聚体，包括３种同
工酶，即 ＣＫＭＢ、ＣＫＢＢ、ＣＫＭＭ，其中 ＣＫＭＢ诊断透
壁型心肌梗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极高，在起病４小
时后增高，１６～２４ｈ后达高峰，３～４ｄ恢复正常［９］。

由于ＣＫＭＢ也少量存在于骨骼肌内，ＣＫＭＢ增高原
因还可能是开放性骨折出血患者，由于肌细胞缺血、损

伤或死亡使ＣＫＭＢ外渗进入血液中，从而使血清心肌
酶含量升高。因此骨外伤及肌肉组织损伤时 ＣＫＭＢ
也呈不同程度的升高，本研究中由于损伤组病例均为

外伤引起，不同程度合并有骨外伤及肌肉组织损伤，导

致血清心肌酶水平升高，但由于它在骨骼、肌肉组织中

含量甚微，对血清心肌酶整体水平影响不大。α羟丁
酸脱氢酶（αＨＢＤＨ）以心肌组织含量最多，约为肝脏
的２倍，此酶在发生心肌疾病时明显增高［１０］。由于α
ＨＢＤＨ和ＣＫＭＢ主要分布在于心肌中，其他组织几乎
没有，因此它们对判断心肌损伤特异性高、针对性

强［１１］。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表２数据表明心脏损
伤患者血清中心肌酶水平较对照组均不同程度升高，

其中αＨＢＤＨ、ＣＫ和 ＣＫＭＢ升高最为明显，表明 α
ＨＢＤＨ、ＣＫ和ＣＫＭＢ尤其能反映心肌损害情况，其升
高幅度与心脏损伤的严重程度呈正比。

钝性心脏损伤可引起大量失血、心脏填塞、心律失

常等，心脏破裂者伤情重、发展快、后果严重，心脏震荡

和心肌挫伤者常被忽视，一旦发作迟发性心脏破裂、心

律失常等常措手不及或不明原因死亡。钝性心脏损伤

的程度与撞击速度、质量、作用时间、心脏时相及心脏

受创面积有关，可导致心外膜下或心内膜下出血及少

数心肌纤维断裂，致心肌大片出血坏死，尤在心脏舒张

期心腔充满血液时，如受强烈暴力最易引致心脏或心

内结构受损，如室间隔或瓣膜破裂。心肌挫伤后因受

伤程度不同常出现心律紊乱、心肌收缩无力或低血压，

少数可发生低心排综合征、心功能不全甚至心力衰竭。

由于此类创伤常因胸壁外表伤痕不明显而易被忽略，

也因其临床表现变化多端而认识不足，病情变化常很

急骤，如心力衰竭、心包填塞，故早期诊治刻不容缓。

一些患者表面上没有心脏外伤，或者临床常常忽视对

心脏的检查，一旦存在心脏外伤，患者随时会发生迟发

性心脏破裂、心包填塞、心室纤颤等危险情况，将延误

其救治。因此选择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都较高的检

测指标对诊断心脏损伤很有必要。本研究中有３例患
者入院１周后发生迟发性心脏破裂，１例经抢救无效
死亡，由表２、表３数据表明心脏损伤患者的心肌酶水
平越高发生迟发性心脏破裂的可能性越大，特别是ＣＫ
和ＣＫＭＢ值的急剧增高。可见测定血清心肌酶水平
的高低可反映心脏损伤患者的病情变化，特别是 ＣＫ
和ＣＫＭＢ值的急剧增高能作为迟发性心脏破裂的预
测指标之一。故外伤患者血清心肌酶的明显升高可作

为评估心脏损伤程度的一个指标，进而用于观测临床

治疗恢复情况的一个窗口，对于严重胸外伤患者，在综

合治疗的同时须注意监测心肌酶谱，了解心肌受损情

况并对其进行早期保护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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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基于个体化与体重化用于２型糖尿病
饮食教育的分析
罗晓玲，余丽芳，郭昆全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个体化与体重化用于２型糖尿病饮食教育的效果。方法　将１６０例２型糖尿病患者根据
入院顺序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８０例，对照组遵从糖尿病基本饮食治疗原则，而治疗组给予基于个体化与体重
化的２型糖尿病饮食控制方案指导，干预周期都为１２周。结果　２组干预前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与餐后２ｈ
血糖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测定值均较干预前下降（Ｐ＜０．０５），且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干预前空腹胰岛素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治疗组组内与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对照组组内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基于个体化与体重化的饮食教育可以很好地帮助糖尿病患
者降低糖化血红蛋白与提高胰岛素含量，从而有利于控制血糖，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个体化与体重化；２型糖尿病；饮食教育；糖化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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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糖尿病是我国一种发病率高、增长速度快、危
害严重的慢性疾病，在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

控制率也都相对较低，仅仅靠医院治疗无法长期有效

地控制血糖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１］。为此需要对糖尿

病患者进行持续的监测、追踪和全程管理，通过对糖尿

病患者实施个体化护理干预，帮助患者纠正不良生活

方式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最终提

升生活质量［２３］。在２型糖尿病的发病中，能量和脂肪
摄入的增加导致肥胖的增多，从而促进了２型糖尿病
的发生。调查显示，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和体力活动减

少导致的肥胖是２型糖尿病的重要诱因，比如膳食中
热量、蛋白质、脂肪的来源从以植物为主转向以动物为

主，总热量过剩［１２］。同时 ２型糖尿病患者中有大约
８０％都是超重或肥胖人群，超重或肥胖人群不仅不利
于胰岛功能的正常发挥，还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

作的风险。糖尿病患者体重每增加１ｋｇ，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就会升高３％～６％，体重过重还会增加患上骨
关节病变甚至肿瘤等风险。也有研究显示，广泛深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Ｄ２００９２４１１）
作者单位：４４２０００湖北省十堰市，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

内分泌科

通讯作者：余丽芳，Ｅｍａｉｌ：ｌｕｏ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１３９７２４９＠１６３．ｃｏｍ

入的糖尿病管理与合理的饮食控制，对减少糖尿病及

其并发症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３４］。本文为此具体探

讨了基于个体化与体重化用于２型糖尿病饮食教育的
效果，并希望在糖尿病高危人群中推广应用，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期间
到我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的２型糖尿病患者以及糖尿
病住院患者中随机选取１６０人作为试验对象，入选标
准：符合２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年龄３０～７０岁；无严
重身体疾病与精神疾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根据

入院顺序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８０例，治疗组中男性
４５例，女性３５例，平均年龄（４６．９３±４．９８）岁，平均体
重指数（２６．４５±１０．８７）ｋｇ／ｍ２，平均病程（４．１３±
０．７７）年。对照组中男性４４例，女性３６例，平均年龄
（４７．１１±５．１８）岁，平均体重指数（２６．３３±３．０９）ｋｇ／
ｍ２，平均病程（４．１４±０．３７）年。２组的性别、年龄、体
重指数与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饮食干预措施　所有患者在饮食干预期间原西
药降糖药物的剂量保持不变，对照组遵从糖尿病基本

饮食治疗原则的健康教育指导（由副主任医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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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治疗组由副主任医师判定患者体质，给予基于个体

化与体重化的２型糖尿病饮食控制方案指导（由高级
营养师指导）。２组的干预疗程都为１２周。

在治疗组的饮食干预中，详细询问患者前３ｄ的
全部饮食内容，应用相关软件计算出其每日营养素的

摄入量。然后，根据患者个体化与体重化列出周食谱

和总热量，要求患者回家参照食谱要求进行控制。在

具体的干预中，笔者将食物分成４大类，第１类为乳制
品：牛奶、酸奶供给完善营养的食品群，除了优良的蛋

白质外，还含有钙、维生素Ｂ族的养分。第２类为蔬菜
水果类，包括黄绿色及淡色蔬菜、海藻类及菌类、土豆、

芋头等，多数含有维生素 Ａ、Ｂ１、Ｂ２、矿物质、纤维等。
第３类为鱼贝类和豆类及豆制品，包括淡水鱼、海水
鱼、贝类、豆腐、豆制品，为主要的良质蛋白质来源。第

４类为糖脂类，包括馒头、米饭、面包、干果油脂、果酱
等，提供力量、体温的能量来源此食品群。根据计算出

的总热量，计算每日所需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３
大营养素的含量。采用中等强度的全身有氧运动，如

快走、跳舞、游泳、骑车等，每天运动３０～６０ｍｉｎ。
１３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在干预前后进行糖化血红
蛋白、空腹血糖、餐后２ｈ血糖与空腹胰岛素的测定，
采用Ｂａｙｅｒ公司的ＤＣＡ２０００仪器进行分析，各相关试
剂盒由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ＡＳ１２．０软件对本文相关结
果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均以（ｘ±ｓ）表示，糖化血红蛋
白、空腹血糖、餐后２ｈ血糖与空腹胰岛素数据对比采
用ｔ检验与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糖化血红蛋白的变化　２组干预前糖化血红蛋
白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测定值均较干预前

下降（Ｐ＜０．０５），且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２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的变化（％，ｘ±ｓ）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ｔ值 Ｐ值

治疗组 ８０ ７．１８±１．８９ ６．２３±０．７８ １２．４７８ ＜０．０５
对照组 ８０ ７．１６±０．７３ ６．５５±０．８８ ８．２３４ ＜０．０５
ｔ值 ０．３２１ ６．７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空腹血糖与餐后２ｈ血糖变化　经过观察，２组
干预前空腹血糖与餐后２ｈ血糖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干预后测定值均较干预前下降（Ｐ＜０．０５），且组间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２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与餐后２ｈ
血糖变化（ｍｍｏｌ／Ｌ，ｘ±ｓ）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干预前 干预后 餐后２小时血糖干预前 干预后

治疗组 ８０ ７．４８±１．９３ ６．８７±０．３４ａ １１．９８±３．４８ ９．３４±４．０９ａ

对照组 ８０ ７．４７±０．８９ ７．１９±０．４５ａ １２．００±４．１３ １０．４５±２．５６ａ

ｔ值 ０．１２３ ５．２４４ ０．３４２ ７．１２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干预前比较，ｔ＝１２．３４５、７．２２２、１６．３４４、９．２１３，ａＰ＜０．０５。

２３　空腹胰岛素变化　２组干预前空腹胰岛素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治疗组组内与组间对比差

异明显（Ｐ＜０．０５），而对照组组内对比无明显差异，见
表３。
表３　２组２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胰岛素的变化（％，ｘ±ｓ）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ｔ值 Ｐ值

治疗组 ８０ ８．８３±７．１２ １０．２３±５．２３ ６．２３４ ＜０．０５
对照组 ８０ ８．９８±２．３５ ９．１３±４．１１ ０．６７８ ＞０．０５
ｔ值 ０．２３４ ３．１２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约有２．３亿糖尿病患者，预计
到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３亿。而我国糖尿病患者的发病率
也在逐渐增加，糖尿病尤其是２型糖尿病已经成为中
国重要的医疗和公共健康问题，可以并发眼部疾病、神

经疾病、足部疾病、肾脏疾病等，缩短人类的预期寿命，

也造成了大量的医疗开销，糖尿病干预迫在眉睫［５６］。

在长期肥胖的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可高达普通人

群的４倍之多。从另一方面来看，在２型糖尿病人群
中，８０％都是肥胖者；且肥胖的时间越长，患糖尿病的
几率就越大。在２型糖尿病的发病中，能量和脂肪摄
入的增加，导致肥胖的增多，从而促进了２型糖尿病的
发生。有研究表明，大多数２型糖尿病患者超重，运动
量没有达到推荐水平，脂肪和水果蔬菜摄入量没有达

到膳食指南的要求［７８］。在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

率和控制率都相对较低，单独靠药物治疗无法长期有

效地控制血糖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特别是我国８０
后与９０后在现代环境下工作压力大，自我保健意识较
弱，饮食习惯不健康也不科学，使他们在年轻时就发生

糖尿病。而当体重超标，甚至达到肥胖，或是体重变化

过大时，体内的胰岛素也会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可使

胰岛素的敏感性变差，即出现胰岛素抵抗，从而导致２
型糖尿病的发生。在２型糖尿病患者中进行的研究显
示，随着内脏脂肪含量的增加，葡萄糖输注率显著降

低，提示内脏脂肪对葡萄糖代谢有不良影响。除影响

葡萄糖代谢外，内脏脂肪还可能增加冠心病风险［８］。

在糖尿病的治疗干预上，早期干预是关键，可以防

糖尿病于未然，良好的饮食控制可以预防、推迟和减少

糖尿病并发症［９１０］。饮食治疗是治疗糖尿病的基本疗

法，有利于血糖控制，改善胰岛素抵抗，提高机体对胰

岛素的敏感性，并有利于慢性并发症的控制。并且其

病理特点、病因特点决定了治疗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

要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和持续的药物治疗［１１１２］。当前

我国糖尿病饮食治疗的内容和标准是参考美国糖尿病

协会按照西方人的膳食组成及代谢状况而制定的标

准，但是由于民族的差异性，这种标准并不完全适合中

国人的生活习惯及代谢水平，不能满足不同国家与民

族患者不同体质与不同体重的需求［１３１４］。故本次研究

以个体化与体重化理论作指导，将４大类主食以及常
见副食、蔬菜等进行食物分类，用现代营养学总热量计

算的方法，建立了不同的食谱，根据饮食记录制定个体

化的饮食计划［１５］。同时以《慢性非传 （下转第１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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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２型糖尿病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相关性研究
徐建华，石群，顾红霞，秦利

摘要：目的　探讨２型糖尿病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ＮＡＦＬＤ）的相关性。方法　对６５６例确诊２型糖尿病患者
行血糖、血脂、肝功能等生化指标检测和肝脏Ｂ超检查。结果　①６５６例糖尿病患者 Ｂ超证实脂肪肝４３０例，占
６５．５４％；②分脂肪肝组（４３０例），无脂肪肝组（２２６例）：脂肪肝组空腹血糖（ＦＢＧ）、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
（Ｔ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谷氨酰转肽酶（ＧＧＴ）、收缩压（ＳＢＰ）、舒张压
（ＤＢＰ），体重指数（ＢＭＩ）、腰围／臀围比值（ＷＨＲ）等均值明显升高（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ＨＤＬＣ均值明显降低
（Ｐ＜０．０５）。结论　糖尿病合并脂肪肝患者存在明显脂代谢紊乱和中央型肥胖，血脂紊乱、肥胖、高血压是其独
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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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ｐ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ｏｂｅｓｉｔｙ．Ｔｈｅ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ｆａｔｔｙ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ＡＦＬ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随着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糖尿病、代谢综
合症、非酒精性脂肪肝（ＮＡＦＬＤ）发病率逐年增加［１］，

其中２型糖尿病人群 ＮＡＦＬＤ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普通
人群［２］。本文通过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患者的血糖、

血脂、血压、体重指数、腰臀比、谷氨酰转肽酶、谷丙转

氨酶等指标进行分析，旨在探讨糖尿病与非酒精性脂

肪肝的相关性及其危险因素。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５—１０月崇明县城桥镇
４０～７０岁的居民中按照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的糖尿病诊断
标准［３］明确诊断的２型糖尿病患者６５６例，男性２８０
例，女性３７６例，糖尿病平均病程（７．４１±５．７２）年，分
别行问卷调查，测血压、血糖、血脂、肝功能等指标和肝

脏超声检查。所选病例排除大量饮酒史，未服用降脂

药物。ＮＡＦＬＤ诊断符合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会标
准［４］。排除酒精性肝病、病毒性肝病、遗传性肝病、药

物性肝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其他内分泌疾病患者。

血脂异常参照１９９７年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制定的血脂
异常防治建议［５］。高血压病的诊断参照１９９９年ＷＨＯ
标准［６］。肥胖诊断依据２００２年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

作者单位：２０２１５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内分泌科

通讯作者：秦利，Ｅｍａｉｌ：ｑｉｎｌｉ＠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数据汇总分析协作组建议［７］，即ＢＭＩ＜２４。
１２　检查方法　嘱患者前日２０：００点后禁食，次日清
晨７：００采集肘静脉血，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
血清，低温冰箱（－８０℃）保存，采用免疫分析法，应用
日本日立公司７６０００２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别测定
ＦＰＧ、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ＴＧ、ＴＣ、ＨＤＬ、ＬＤＬ，口服 ８２．５ｇ
无水葡萄糖后２ｈ再次抽取肘静脉血查２ｈＰＧ，分别测
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应用美国 ＰＨＩＬＰ
ＩＵ２２超声显像仪，探头频率３．５ＭＨＺ，由专业影像医
师对所有患者行腹部超声检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用（ｘ±ｓ）表示，均数间比较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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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临床指标监测情况　脂肪肝组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
ＳＢＰ、ＤＢＰ、ＡＳＴ、ＡＬＴ、ＧＧＴ、ＢＭＩ、ＷＨＲ均明显高于无脂
肪肝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脂肪肝组患者数据　以脂肪肝作为因变量，以
ＴＣ、ＴＧ、ＨＤＬ、ＬＤＬ、ＦＰＧ、２ｈＰＧ、ＡＬＴ、ＧＧＴ、ＢＭＩ、ＷＨＲ
等１０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应用多元回归法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的影响因素为 ＢＭＩ（Ｐ＜
０．０００１）、性别（Ｐ＜０．０００１）、ＷＨＲ（Ｐ＜０．０００１）、ＴＧ
（Ｐ＝０．０１８）、ＡＬＴ（Ｐ＝０．００５）、ＨＤＬ（Ｐ＝０．００６）、ＬＤＬ
（Ｐ＝０．０２５）、ＳＢＰ（Ｐ＝０．０４７）、ＤＢＰ（Ｐ＝０．００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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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　讨　论
　　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一种无过量饮酒史肝实质细胞
脂肪变性和脂肪贮积为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疾病

谱随病程的进展表现不一，包括单纯脂肪肝、脂肪性肝

炎、脂肪性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本研究显示ＮＡＦＬＤ患
者占６５．５４％。

表１　２组２型糖尿病患者基线数据比较

组别 例数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ＷＨＲ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ＮＡＦＬＤ组 ４３０ ２６．９６６８０±０．１４２０１ａ ０．９１４６０±０．００３８４ａ ４．２９１１０±０．０４６３５ａ

无ＮＡＦＬＤ组 ２２６ ２３．４０９１０±０．１８４３７ ０．８７４９０±０．００３８４ ４．０８８７０±０．０６２８５

组别 例数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ＮＡＦＬＤ组 ４３０ ２．１９８３０±０．０７８５７ａ ２．３７２２±０．３３９５ａ １．０１３７±０．１１４６ １３７．２７８８０±０．８８２２３ａ

无ＮＡＦＬＤ组 ２２６ １．３９６９０±０．１５５７６ ２．２９２５±０．４３５３ １．０９５５０±０．０１８５１ １３４．８９６９０±１．２５９１８

组别 例数 ＤＢＰ（ｍｍＨｇ）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ＧＧＴ（Ｕ／Ｌ）

ＮＡＦＬＤ组 ４３０ ８１．１７０６０±０．４５４９５ａ ２２．１７０７０±０．７９６４７ａ ２０．１８６００±０．８１５７３ａ ３７．１０５４０±２．６２１５７ａ

无ＮＡＦＬＤ组 ２２６ ７９．１７０４０±０．６０２２３ １４．５４２７０±０．５８１９３ １５．７９６５０±０．４３０８３ ２４．７７９３０±１．８３２９０

　　注：与无脂肪肝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２　脂肪肝组患者危险因素比较

危险因素 Ｂ Ｓ．Ｅ β Ｐ值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５ ０．３７６ ０．０００
ＷＨＲ １．２４６ ０．２７３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
ＴＧ（ｍｍｏｌ／Ｌ）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８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５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０．１９８ ０．０７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６
ＳＢＰ（ｍｍＨｇ） １３９．０４６ １９．３８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７
ＤＢＰ（ｍｍＨｇ） ８１．６７９ ９．７２９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９
ＡＬＴ（Ｕ／Ｌ）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５

　　肝脏是机体脂质代谢的中心器官，脂肪主要来源
于食物和外周脂肪组织，肝细胞内脂质特别是甘油三

酯沉积是形成 ＮＡＦＬＤ的先决条件［８］。２型糖尿病在
胰岛素抵抗状态下可导致相关脂肪肝形成［９］。本组资

料显示脂肪肝组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均明显高于无脂肪肝
组（Ｐ＜０．０５），说明脂肪肝组存在明显的脂代谢紊乱。
本资料中２组ＦＰＧ、２ｈＰＧ无统计学差异，表明脂肪肝
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结果显示２
组患者ＴＧ、ＴＣ、ＡＬＴ、ＡＳＴ均高于正常值，而２型糖尿
病合并 ＮＡＦＬＤ组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ＳＢＰ、ＤＢＰ、ＡＳＴ、
ＡＬＴ、ＧＧＴ、ＢＭＩ、ＷＨＲ均明显高于无脂肪肝组，提示
２型糖尿病合并脂肪肝组脂代谢紊乱更严重，肥胖特
别是中央型肥胖的２型糖尿病患者更易发生 ＮＡＦＬＤ。
有研究表明中央型肥胖是 ＮＡＦＬＤ最重要的一个预测
因子［１０］。本资料结果显示２型糖尿病患者测量 ＢＭＩ
和ＷＨＲ对ＮＡＦＬＤ高危人群的筛查和诊断有重要意
义。

综上所述，在糖尿病患者中进行 ＴＣ、ＴＧ、ＬＤＬＣ、
ＳＢＰ、ＤＢＰ、ＡＳＴ、ＡＬＴ、ＧＧＴ、ＢＭＩ、ＷＨＲ的筛查，有助于

ＮＡＦＬＤ的早期发现，减轻体重、控制血脂、血压，积极
改善胰岛素抵抗，可能对预防脂肪肝的发生及减慢其

发展对糖尿病合并症的预防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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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４５３２７９例农村妇女子宫颈癌筛查结果分析
谭丽，彭宏伟，李耀军，彭颖

摘要：目的　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地区农村妇女进行子宫颈癌筛查，分析农村妇女的生殖道健康状况和子宫颈癌
患病及死亡情况。方法　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长沙地区６个城区和３个乡镇共４５３２７９名３５～５９岁农村妇女采用
妇科检查、宫颈脱落细胞巴氏涂片、阴道镜和组织病理学方法进行子宫颈癌筛查和确诊。结果　筛查例数
４５３２７９人，筛查率为１６．６９％，乡镇农村妇女子宫颈癌筛查率明显低于城区农村妇女（Ｐ＜０．０５），生殖道感染患
病率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颈癌患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４０／１０万和７／１０万，乡镇农村妇女子宫
颈癌筛查率均明显高于城区农村妇女（Ｐ＜０．０５）。结论　政府应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子宫颈癌筛查的政策资金
和医疗资源投入，使子宫颈癌患者得到更及时有效的检查和治疗。

关键词：农村妇女；子宫颈癌；筛查；患病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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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国际癌症研究中心２００８
年统计显示，全球有近５３万子宫颈癌新发病例和２７．５
万死亡病例，其中８５％发生在发展中国家［１］。中国女

性子宫颈癌每年新发病例约为 １３．１５万人，占
２８．８％［２］，其中每年约有 ３万名妇女死于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已成为威胁妇女健康的常见疾病，是《中华癌

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２００４～２０１０）中列为重点防
治的十大癌症之一。筛查可以大幅降低宫颈癌发病率

和死亡率［３］。根据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农村妇女子

宫颈癌筛查项目要求，湖南省政府高度重视，建立了以

政府为主导，多部门协作，区域医疗资源整合，全社会

参与的集健康教育、医疗保健和优质服务为一体的工

作体系，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逐步开展了子宫颈癌筛查工
作，以促进子宫颈癌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保障农

村妇女的生殖健康。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湖南
省长沙地区指定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免费检查的农村妇

女４５３２７９例。入选标准：６个城区（天心区、雨花区、
芙蓉区、开福区、望城区）和 ３个乡镇（长沙县、宁乡
县、浏阳市）内的农村户籍已婚妇女，年龄３５～５９岁，

基金项目：湖南省医药卫生科研计划课题项目（Ｃ２０１２０４２）
作者单位：４１０１００长沙市，长沙卫生职业学院临床系
通讯作者：彭宏伟，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ｎｇｙａｙｘｙ＠１３９．ｃｏｍ

平均为（４８±８）岁。均采取自愿原则，并签署“自愿免
费检查知情同意书”。

１２　检查方法　①阴道分泌物湿片显微镜检查：阴道
窥器暴露后用棉拭子在阴道穹窿后部取分泌物，制备

成生理盐水涂片，在显微镜下观察阴道分泌物中是否

有活动滴虫、芽孢、假菌丝或其他病原体。②宫颈脱落
细胞巴氏检查：阴道窥器暴露子宫颈，用无菌干棉签轻

轻拭去宫颈表面黏液，将宫颈刮板以外口为中心轻轻

旋刮一周，将刮取的标本涂抹在载玻片上，并立即放入

９５％的乙醇固定液内固定，然后进行染色，最后采用
ＴＢＳ描述性分级报告对宫颈细胞进行评价。③阴道镜
检查。对宫颈脱落细胞巴氏检查结果可疑者或阳性者

进行阴道镜检查。诊断标准：子宫颈涂３％醋酸或复
方碘液，出现上皮变白、白斑、点状结构、镶嵌、异型血

管为异常。④组织病理学检查。对阴道镜检查结果可
疑或阳性者子宫颈多点取材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诊

断标准：炎症为阴性；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ＣＩＮ）为宫
颈癌前病变；宫颈癌采用国际妇产联盟（ＦＩＧＯ）２００９年
的临床分期标准（Ⅰ期～Ⅳ期）。
１３　质控标准　所有妇科检查人员的操作程序及卡
册填写情况按规范流程进行，现场复核５％ ～１０％的
检查妇女，诊断结果符合率达到８０％。宫颈细胞学质
控：阳性涂片按 ２０％抽查，阴性涂片按 ５％ ～１０％抽
查，抽取涂片全部由专家复核。可疑病例追访：对检查

中发现的可疑病例进行追访，追访率达到９０％。数据
质控：随机抽取上月１％～５％的各类表册进行检查及
复核，错漏项小于５％，完整率达到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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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子宫颈癌筛查情况　２００９年 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
月，湖南省长沙地区３５～５９岁农村户籍妇女子宫颈癌
应检人数为２７１５１２８例，自愿参加子宫颈癌筛查人数
为４５３２７９例，筛查率为１６．６９％。其中６个城区筛查
人数为１３６０８３例，筛查率为２４．５８％，３个乡镇筛查人

数为３１７１９６例，筛查率为１４．６８％。城区筛查率明显
高于乡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　生殖道感染中，宫颈炎患
病率为２９．５２％，细菌性阴道病患病率为６．７２％，外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患病率为５．９８％，滴虫阴道炎患病
率为２．７８％，子宫肌瘤患病率为２．４８％，盆腔炎患病
率为２．１７％，其他包块患病率为１．３８％。城区患病率
与乡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
表１。

表１　不同地区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情况（％）

类型 例数 患病率（％）
城区

例数 患病率（％）
乡镇

例数 患病率（％）
滴虫阴道炎 １２６１２ ２．７８ ３５３３ ２．６０ ９０７９ ２．８６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２７１００ ５．９８ ８１８８ ６．０１ １８９１２ ５．９６
细菌性阴道病 ３０４６９ ６．７２ ９４４８ ６．９４ ２１０２１ ６．６３
其他阴道炎 ９３６９ ２．０７ ２３６２ １．７７ ７００７ ２．２１
宫颈炎 １３３７８７ ２９．５２ ３８７２７ ２８．４６ ９５０６０ ２９．９７
盆腔炎 ９８２２ ２．１７ ３１１９ ２．２９ ６７０３ ２．１１
子宫肌瘤 １１２５９ ２．４８ ３０１３ ２．２１ ８２４６ ２．６０
其他包块 ６２３５ １．３８ ２４７８ １．８２ ３７５７ １．１８

２３　宫颈癌前病变和子宫颈癌患病情况　宫颈癌前
病变患病率为２３１／１０万，乡镇患病率显著高于城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颈癌患病率为

４０／１０万，乡镇患病率显著高于城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地区宫颈癌前病变及子宫颈癌患病率情况

类型 例数 患病率（１０万）
城区

例数 患病率（１０万）
乡镇

例数 患病率（１０万）
宫颈癌前病变 １０４６ ２３１ １８２ １３４ ８６４ ２７２
子宫颈癌 １８３ ４０ ２０ １５ １６３ ５２
合计 １２２９ ２７１ ２０２ １４９ １０２７ ３２４

２４　子宫颈癌死亡情况　子宫颈癌患者确诊１年后
死亡例数为３３例，其中３５～４４岁为７例，４５～５５岁为
５例，５５～５９岁年龄组为２１例。子宫颈癌死亡率为７／
１０万，城区死亡率为５／１０万，乡镇死亡率为８／１０万，
乡镇死亡率显著高于城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子宫颈癌筛查的现状　湖南省长沙地区“六区三
县市”开展的此次子宫颈癌筛查项目历时４年，各级政
府、部门层层落实工作到位，自愿参加子宫颈癌筛查的

人数达到４５３２７９人，使广大农村妇女真正享受到这一
政府的惠民政策。本筛查显示城区筛查率２４．５８％明
显高于乡镇１４．６８％，其主要原因是城区农村妇女健康
宣教比较集中到位，自我保健意识也较强，而乡镇农村

妇女外出务工者较多，人户分离现象较严重，这部分人

员往往是健康宣教的遗漏对象。因此各级医疗保健机

构应充分利用媒体报道、宣传栏、宣传手册、热线电话、

知识讲座及面对面咨询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增强农

村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

３２　生殖道感染的患病情况　生殖道感染（ＲＴＩ）是指
因多种致病微生物的侵入，引起生殖道感染或经生殖

道感染疾病的总称。从感染的部位上可分为下生殖道

感染（外阴阴道炎及宫颈炎）以及上生殖道感染（盆腔

炎）。生殖道感染不仅对妇女自身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而且影响到优生优育和下一代的健康。ＷＨＯ推荐在

基层妇女中推广 ＲＴＩ防治和子宫颈癌筛查相结合方
案［４］。本次筛查显示，生殖道感染是影响农村妇女生

殖健康的主要疾病，与农村妇女生活环境和卫生环境

较差，文化程度较低，自我保健意识较差，治疗不及时

有关［５］。宫颈炎患病率最高为 ２９．５２％，其次为细菌
性阴道病患病率６．７２％。据ＫａＨｙｕｎＮａｍ等［６］报道，

细菌性阴道病与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ＣＩＮ）有关。因
此，应积极治疗生殖道感染降低宫颈病变发病率。

３３　子宫颈癌的筛查方法　目前，有大量报道显示人
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与子宫颈癌病变有关［７８］。液

基细胞学检测（ＴＣＴ）加上第 ２代杂交捕获（ＨＣ２）的
ＨＰＶ检测技术，是子宫颈癌最佳的组合检测方法，其假
阴性率为２％，假阳率为１５％，但一次需要花费５００多
元。ＨＰＶ快速筛查法（ｃａｒｅＨＰＶ）的假阴性率为１０％，
假阳性为１６％。该技术的准确度与杂交捕获二代技术
相差甚小，但费用却只是它的１／１０。此技术为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乔友林等在２００８年首度公开发
表，但尚未全面推广。巴氏涂片作为一种基本的宫颈

筛查方法被广泛应用，它对降低宫颈癌的死亡率发挥

了重要作用。然而，巴氏涂片的假阴性率较高是其存

在的主要问题。但只要临床医师规范取材，送检质量

满意的标本，改良巴氏涂片完全可以和液基细胞学涂

片术媲美，将假阴性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虽然巴

氏涂片技术存在不足，但由于这项技术不需要特殊的

设备及耗材，而且成本低廉，操作简单，实用性强，在经

·５８０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２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济条件和技术水平有限的地域，仍具有较好的应用价

值。根据现有的经济条件、技术水平和人群特征等工

作实际，在基层短时间内开展大范围农村妇女子宫颈

癌筛查时，应用巴氏涂片结合肉眼观察法联合阴道镜

下定点活检病理学检查，对农村妇女子宫颈癌筛查具

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在子宫颈癌的基层大范围免

费筛查中尚不能被其他方法所替代。

３４　子宫颈癌患病情况和死亡情况　子宫颈癌是最
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而宫颈癌前病变的早发现、早诊

断和早治疗是预防和控制子宫颈癌的主要手段［９］。本

次子宫颈癌筛查４５３２７９例农村妇女，宫颈癌前病变患
病率为２２９／１０万，子宫颈癌患病率为４３／１０万，乡镇
农村妇女患病率均显著高于城区，与蔡静芬等［１０］报道

一致。乡镇农村妇女受区域、经济、观念等因素的影

响，宫颈病变的患病人数较多，是宫颈癌的高发人群。

据全国卫生统计年报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资料显示，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我国农村妇女子宫颈癌死亡率在（０～
７）／１０万。本次筛查通过对子宫颈癌确诊病例进行跟
踪随访，发现城区农村妇女宫颈癌死亡率为５／１０万，
乡镇为８／１０万显著高于城区，这与乡镇经济条件较
差，医疗资源匮乏，农村妇女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有

关。因此，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乡镇地区是我国子宫

颈癌防治的重点，政府应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子宫颈

癌筛查的政策资金和医疗资源投入，使更多子宫颈癌

患者得到更及时有效的检查和治疗。

子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广大农村妇女生命的妇科恶

性肿瘤。子宫颈癌的筛查有助于提高检出率和降低死

亡率，这就要求子宫颈癌筛查工作要严格做到“五个到

位”［１１］即宣传发动到位，技术培训到位，检查督导到

位，信息统计到位，跟踪随访到位。子宫颈癌是可防可

治的，要提高农村妇女生殖健康意识，做到无病早防，

有病早治，切实提高子宫颈癌患者存活率，改善其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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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后才能熟练，实际操作中还需要一些特殊内镜专用

器械；③目前国内对此类手术仍处于开展阶段，病例数
目前仍相对较少，未来仍需多方面与常规开颅手术、钻

孔引流、保守治疗的结果进行多中心随机、对比研究，

进一步探讨脑出血神经内镜微创手术的优势和不足。

但作为一个新近发展的手术技术，与传统脑出血手术

相比，神经内镜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手术器械的不断发

展［１１］，使得神经内镜手术在神经外科领域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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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０～２岁婴幼儿呼吸道病毒监测及临床特征分析
章建伟，王卓英，钟永兴

摘要：目的　了解绍兴市妇幼保健院０～２岁婴幼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学构成及临床特征，为临床诊疗提
供参考。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９月绍兴市妇幼保健院住院的呼吸道感染患儿共３６７７例。采集每例患
儿鼻咽吸取物１份，用荧光免疫方法进行病毒检测，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Ａ和流感病毒Ｂ、副流感病毒
１、２、３、腺病毒。结果　总的病毒阳性检出率２５．４０％。检出率较高的前３位病毒分别为呼吸道合胞病毒５５．０３％
（５１４／９３４），其流行月份在１～２月和１１～１２月；副流感病毒３，占１７．２４％（１６１／９３４），其流行月份在５～８月；流
感病毒Ａ，占１０．０６％（９４／９３４），其流行月份在３～５月。０～３月患儿主要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２２．８４％），１～２
岁患儿流感病毒Ａ感染（３．８２％）及腺病毒感染（３．７３％）也较常见。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引起肺炎及毛细支气
管炎，临床表现以咳嗽、气喘为主；流感病毒Ａ、腺病毒主要引起上呼吸道感染，临床表现以发热为主。结论　病
毒是０～２岁婴幼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以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３较为多见，其感染存在季节性
特征，临床特征有差异，在临床诊疗时应加以注意。

关键词：呼吸道感染；呼吸道病毒；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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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儿童呼吸系统和免疫功能的特殊性，急性呼
吸道感染是儿童较为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严重威胁儿

童健康［１］。病毒在下呼吸道感染中的地位日益为人们

重视，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

等是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原［２］。为了解我

院０～２岁婴幼儿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学构成及
其临床特征，我们对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９月住院
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鼻咽吸取物标本进行了７种
常见呼吸道病毒的监测和临床分析，现将结果总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９月住院的
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３６７７例，男２２４２例，女１４３５例，
其中０～３月龄１１８２例，４～６月龄６７２例，７～１２月龄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Ｙ２１１１０４０）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通讯作者：章建伟，Ｅｍａｉｌ：ｙｙｆｍｓｈｅｊｉ＠１６３．ｃｏｍ

６９７例，１～２岁龄１１２６例。诊断标准参照《诸福棠实
用儿科学》第７版：临床诊断呼吸道感染，且病程 ＜７
ｄ，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１２．０×１０９Ｌ。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采集儿科病房当日住院患儿鼻咽
吸取物１份，将患儿鼻咽吸取物置于无菌的生理盐水
吸瓶中，无痰者雾化后吸引，标本收集后立即送检到实

验室。

１２２　标本检测　以直接免疫荧光技术检测７种呼
吸道病毒。快速检验试剂盒由美国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Ｈｙｂｒｉｄｓ
公司提供（批号：７Ｒ０５０９１３Ｃ）。具体检测原理及结果
判断如下：用毛细吸管反复吹打鼻咽分泌物标本，移至

尖底离心管中，（４００～６００）×ｇ离心５～１０ｍｉｎ，去除
上清，留沉淀。用于在标本片或对照片的每个细胞点

加１滴相应的荧光抗体，３７．０℃温盒孵育３０ｍｉｎ，用
洗涤液洗涤后加１滴封闭液，封片后在荧光显微镜下
观察结果。ＦＩＴＣ标记的病毒特异性单克隆抗体与细
胞中相应的病毒抗原结合后，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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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显微镜下，细胞内显示苹果绿荧光，阴片被伊文思

（Ｅｖａｎｓ）蓝染成红色，２００倍显微镜下每视野找到２个
绿荧光细胞即为阳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处
理。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呼吸道病毒的检出情况　３６７７例呼吸道感染患
儿的鼻咽吸取物中，检出７种常见呼吸道病毒９３４株，
总阳性检出率为２５．４０％。检出的９３４株病毒中前３
位分别是：呼吸道合胞病毒，检出率 ５５．０３％（５１４／
９３４）；副流感病毒３，检出率１７．２４％（１６１／９３４）；流感
病毒Ａ，检出率１０．０６％（９４／９３４）。７种常见呼吸道病
毒检出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３６７７例０～２岁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急性呼吸道感染中７种常见呼吸道病毒检出情况（ｎ，％）

年龄 呼吸道合胞病毒 腺病毒 流感病毒Ａ 流感病毒Ｂ 副流感１ 副流感２ 副流感３

０～３月 ２７０（７．３４） １２（０．３３） １６（０．４４） ７（０．１９） １３（０．３５） ７（０．１９） ５４（１．４７）
４～６月 １２９（３．５１） ８（０．２２） １４（０．３８） ８（０．２２） ９（０．２４） ２（０．０５） ４２（１．１４）
７～１２月 ６０（１．６３） １４（０．３８） ２２（０．６０） ５（０．１４） ２（０．０５） ６（０．１６） ２７（０．７３）
１～２岁 ５５（１．５０） ４３（１．１７） ４２（１．１４） ９（０．２４） １４（０．３８） ６（０．１６） ３８（１．０３）
合计 ５１４（１３．９８） ７７（２．０９） ９４（２．５６） ２９（０．７９） ３８（１．０３） ２１（０．５７） １６１（４．３８）

２２　常见呼吸道病毒在不同年龄段患儿呼吸道中的
检出情况　３６７７例呼吸道感染患儿的鼻咽吸取物中，
０～３月组中检出的最高病毒依次是：呼吸道合胞病毒
２２．８４％（２７０／１１８２）、副流感病毒 ３，占 ４．５７％（５４／
１１８２）、流感病毒Ａ１．３５％（１６／１１８２）；４～６月组：呼吸
道合胞病毒 １９．２０％（１２９／６７２）、副流感病毒 ３，占
６．２５％（４２／６７２）、流感病毒Ａ２．０８％（１４／６７２）；７～１２
月组：呼吸道合胞病毒８．６１％（６０／６９７）、副流感病毒
３，占３．８７％（２７／６９７）、流感病毒 Ａ３．１６％（２２／６９７）；
１～２岁组：呼吸道合胞病毒４．８８％（５５／１１２６）、腺病毒
３．８２％（４３／１１２６）、流感病毒 Ａ３．７３％（４２／１１２６）。常
见呼吸道病毒在不同年龄段患儿呼吸道中的检出情况

见表２。
２３　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季节分布　部分呼吸道病毒
存在明显的季节流行特征，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在冬

春季节有显著的感染高峰，主要流行月份为１～２月及
１１～１２月；流感病毒Ａ主要流行于春季，流行月份３～
５月；副流感病毒３流行高峰季节为夏季，主要月份５～

８月；其他病毒感染没有显著季节特征，且全年散发。
表２　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急性下呼吸道感染鼻咽吸取物

标本中病毒检出情况

年龄 检出株数／患儿数 检出率（％）

０～３月 ３７９／１１８２ ３２．０６
４～６月 ２１２／６７２ ３１．５５
７～１２月 １３６／６９７ １９．５１
１～２岁 ２０７／１１２６ １８．３８
０～２岁 ９３４／３６７７ ２５．４０

２４　各种阳性病毒的主要临床表现、阳性体征、实验
室及辅助检查比较　表３显示，呼吸道合胞病毒临床
表现主要以咳嗽、喘息为主，体征肺部可闻及哮鸣音为

主要表现；腺病毒与流感病毒Ａ都以发热、咳嗽为主要
症状，体征则以咽部充血为主；副流感３可有发热、咳
嗽或喘息，体征有咽部充血、肺部可闻及湿音或哮鸣

音。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３的胸部 Ｘ线片多
表现为支气管肺炎，流感病毒Ａ胸片多无明显异常。

表３　各种阳性病毒的主要临床表现、阳性体征实验室及辅助检查比较（例）

组别
临床症状

发热 咳嗽 喘息

主要体征

口周发绀 咽部充血 扁桃体肿大 湿音 哮鸣音

胸部Ｘ片
支气管肺炎 间质性肺炎

呼吸道合胞病毒 ８０ ３８３ ８７ ２２ ８０ ２ ２２５ ２６１ １７８ １０
腺病毒 ４７ ３７ ３ １ ２６ １６ ２２ ４ ２３ ０
流感病毒Ａ ７０ ５１ ２ ０ ４５ １ ２５ ４ １２ ０
流感病毒Ｂ １０ ２０ ５ ０ ６ ０ １３ ６ ９ １
副流感Ⅰ １７ ３３ ４ １ ３ ０ ２１ ６ １９ １
副流感Ⅱ ９ １１ ３ ０ ３ ０ ４ ４ ２ ０
副流感Ⅲ ５７ １１１ １３ １ ４５ ２ ５９ １６ ５１ ０

２５　各种阳性病毒的主要临床诊断比较　从表４看
出，呼吸道合胞病毒临床诊断主要是肺炎（包括支气管

肺炎与间质性肺炎）和毛细支气管炎，可引起呼吸衰

竭。副流感病毒３主要诊断是支气管肺炎。流感病
毒Ａ诊断多为上呼吸道感染、喉炎支气管炎，可引起
高热惊厥。

３　讨　论
　　病毒性下呼吸道感染是儿童期的常见疾病，虽然
目前已知呼吸道病毒有十余种，但检出率最高的仍是

常见的４种７型呼吸道病毒［３］。在３６７７例急性呼吸
道感染患儿中，鼻咽吸取物总的病毒阳性检出率

２５．４０％，各种病毒阳性检出率与国内报道一致［４５］。

检出率较高的前 ３位病毒分别为呼吸道合胞病毒
（５５．０３％），其流行月份在１～２月和１１～１２月；副流
感病毒３（１７．２４％），其流行月份在５～８月；流感病毒
Ａ（１０．０６％），其流行月份在３～５月；各种病毒可能存
在着季节性流行［６］。

０～３月 患 儿 主 要 感 染 呼 吸 道 合 胞 病 毒
（２２．８４％），１～２岁患儿腺病毒（３．８２％）和流感病毒
Ａ（３．７３％）感染也较为常见。０～３月组患儿与１～２
岁组患儿感染的病毒也不同。０～６月婴幼儿病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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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率最高，考虑与婴幼儿期机体免疫低下，尤其是体液

免疫功能尚未完善，受到黏膜上皮细胞缺乏分泌性ＩｇＡ
的保护有关。在本研究中，呼吸道病毒感染与年龄有

关，呼吸道病毒感染随年龄增大，感染率降低，与国内

刘德贝等报道一致［７］。

表４　各种阳性病毒的主要临床诊断比较（例）

临床诊断 呼吸道合胞病毒 腺病毒 流感病毒Ａ 流感病毒Ｂ 副流感１ 副流感２ 副流感３

上呼吸道感染 １０ ４０ ４６ ６ ３ ８ ２８
高热惊厥 １ １ １０ ０ ０ ０ １
支气管肺炎 ２０２ ２５ ２６ １２ ２１ ８ ７４
间质性肺炎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毛细支气管炎 ２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支气管哮喘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呼吸衰竭 １４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喉支气管炎 ３４ １２ ２２ ９ １４ ５ ４７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分布，几乎所有儿
童２岁时都经历过一次或多次感染，是婴幼儿呼吸道
感染的首要原因［８］。本研究中，０～３月龄组呼吸道合
胞病毒的检出率为２２．８４％，３～６月龄组呼吸道合胞
病毒的检出率为１９．２０％，１～２岁组呼吸道合胞病毒
感染为４．８８％，因此呼吸道合胞病毒是０～６月婴幼儿
呼吸道感染最为主要的病毒病原，与国内外的研究结

果一致［９］。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引起肺炎和毛细支气

管炎，临床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肺部可闻及湿罗音

及哮鸣音。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容易引起喘息，诱发

哮喘，与其他报道相似［８］。本资料中，和其他病毒相

比，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的重症肺炎更容易引起婴幼

儿呼吸衰竭。

副流感病毒包括Ⅰ～Ⅳ型。国内未见副流感病毒
引起的疾病流行报道。国内丁国标等［１０］报道，儿童急

性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 ＰＩＶ的检出率为５．４％。本研
究中，副流感病毒３的检出率（１７．２４％）较高。该结果
说明副流感病毒也是婴幼儿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

副流感病毒３全年均可检出，在春夏季多见，与国内雷
小英［１１］报道一致。副流感病毒３临床主要表现为咳
嗽，肺部常可闻及湿音，Ｘ线表现多为支气管肺炎。

流感病毒是一种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对

人类致病主要是流感病毒Ａ和流感病毒Ｂ。国内对流
感病毒流行监测发现有２个高峰，分别是冬季高峰和
夏季高峰。本资料里流感病毒 Ａ主要在春夏季检出，
检出率达１０．０６％，主要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喉支气管
炎，症状以发热、咳嗽为主，是热性惊厥的主要病原，与

国内报道一致，有研究认为流感病毒Ａ有嗜神经性，考
虑这与其感染后容易发生高热惊厥有一定的关系［１２］。

腺病毒多通过呼吸道传播，也是引起呼吸道感染

的重要病原之一。腺病毒感染病情轻重不一，轻者仅

为上呼吸道感染感染，重者可致肺炎。南方腺病毒感

染病情相对较轻［１３］。本组资料中，腺病毒感染主要诊

断为上呼吸道感染感染，临床上主要引高热，咽部充血

明显，常可见扁桃体肿大。

综上所述，病毒是０～２岁婴幼儿急性呼吸道感染

的主要病原，以呼吸道合胞病毒 、副流感病毒３较为
多见，其感染存在季节性特征，引起的疾病谱有差异，

今后应加强婴幼儿的预防工作，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

及时行呼吸道病原学的检测，防止滥用抗生素，以达到

合理用药、早期治疗、早期康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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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小儿支气管肺炎常见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
王小仙，刘淑梅，姚伟荣，沈国建

摘要：目的　探讨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特点，为小儿支气管肺炎临床用药提供指导和依据。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０月诊治的小儿支气管肺炎患者１７２例，用一次性无菌深部吸痰管采集患儿深部痰标
本，进行细菌培养和鉴定，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采用 Ｅｘｃｅｌ自带的统计功能处理数据，统计细菌培养阳性
率，阳性率细菌分布情况及细菌对药品耐药率的药敏试验情况。结果　收集的１７２份标本中６８份细菌培养阳
性，阳性率为３９．５３％，共分离出６８株细菌，革兰阴性菌４３株，占６３．２４％，革兰阳性菌２５株，占３６．７６％。分布
最多的３种细菌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链球菌，分别占２２．０６％、１６．１８％和１４．７１％。肺炎克雷伯
菌、大肠埃希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复方新诺明和氨曲南高度耐药；对头孢呋辛、头孢
他啶和头孢曲松呈中度耐药；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左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呈低度耐药；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

无耐药性。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庆大霉素、青霉素 Ｇ、四环素和苯唑西
林高度耐药；对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和克林霉素呈低度耐药。结论　小儿支气管肺炎感染以革兰阴性菌为主，
其耐药形势严峻，选用合理的敏感抗菌药物是治疗的关键。

关键词：支气管肺炎；病原体；耐药性；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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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ａｎｄ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ａｍｐｉｃｉｌｌｉｎ，ａｍｐ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ｃｏｔｒｉｍｏｘａｚｏｌｅａｎｄａｚ
ｔｒｅｏｎａｍ；ａｎｄｗｅｒ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ｃｅｆｕｒｏｘｉｍｅ，ｃｅｆｔａｚｉｄｉｍｅａｎｄ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ｗｅｒｅ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ａｍｉｋａｃｉｎ，ｇｅｎｔａｍｉ
ｃｉｎ，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ａｎｄ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ｗｅｒｅｎｏ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ｍｅｒｏｐｅｎｅｍａｎｄｉｍｉｐｅｎｅｍ．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ａｎｄＳｔａｐｈｙ
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ａｍｐｉｃｉｌｌｉｎａｍｏｘｉｃｉｌｌｉｎ，ａｍｐ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ｇｅｎｔａｍｉｃｉｎ，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Ｇ，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ａｎｄ
ｏｘａｃｉｌｌｉｎ；ａｎｄｗｅｒｅ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ｏ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ｄａｍｙｃ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ａｓｉｎｇｒｉｍ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ｗａ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支气管肺炎是小儿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治疗难
度大、易复发，尤其是近几年来，抗菌药物的临床大规

模使用，细菌的耐药性问题相当严重，小儿支气管肺炎

的发生率越来越高，治疗也越来越困难，以往敏感抗菌

药物常常会出现治疗失败的情况［１］。为此，笔者对

１７２例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深部痰标本进行细菌培养，
并进行了药敏试验，以期为临床用药提供指导和依据，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儿内科
２０１２年３—１０月诊治的小儿支气管肺炎患者１７２例，
年龄４个月～５岁，平均（２．４１±１．１０）岁，男９２例，女
８０例。
１２　诊断标准　根据《儿科学》［２］中关于支气管肺炎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儿内科（王小仙，刘淑
梅，姚伟荣）；检验科（沈国建）

通讯作者：刘淑梅，Ｅｍａｉｌ：ｓｘｌｉｕｓｍ＠ｓｉｎａ．ｃｏｍ

的诊断标准，患儿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

发绀等，小婴儿常伴呕吐、腹泻，肺部听诊有中、小湿性

音，胸部 Ｘ线片示双肺野可见散在点状或片状模糊
阴影。

１３　标本采集　用一次性无菌深部吸痰管吸取患者
的痰标本，注意不要碰及患者的口腔、鼻腔等防止污

染，将吸取的标本立即放置于无菌瓶内，即刻送检。将

标本分别接种于血平板、麦康凯平板和巧克力平板，在

３５℃条件下恒温培养２４ｈ，细菌的培养和分离严格按
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细菌鉴定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ＡＴＢ自动细菌鉴定仪。
１４　药敏试验　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药敏纸片
购自０ＸＩＯＤ公司，结果以美国临床标准委员会（ＮＣ
ＣＬＳ）为标准进行判定。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将结果输入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Ｅｘｃｅｌ
表格，利用 Ｅｘｃｅｌ自带的统计功能对数据进行处理，结
果的细菌分布和药敏试验均以百分率（％）表示，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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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序。

２　结　果
２１　细菌分布情况　１７２份标本有６８份细菌培养阳
性，阳性率为３９．５３％，共分离出６８株细菌，革兰阴性
菌４３株，占６３．２４％，革兰阳性菌２５株，占３６．７６％。
分布最多的３种细菌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和
肺炎链球菌，分别占２２．０６％、１６．１８％和１４．７１％。见
表１。
２２　药敏试验结果分析　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
和铜绿假单胞菌对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复方
新诺明和氨曲南高度耐药，对头孢呋辛、头孢他啶和头

孢曲松呈中度耐药，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左氧氟沙

星和环丙沙星呈低度耐药，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无

耐药性；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氨苄西林、氨

苄西林／舒巴坦、庆大霉素、青霉素Ｇ、四环素和苯唑西

林高度耐药，对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和克林霉素呈低

度耐药。见表２。
表１　６８株细菌分布情况

细菌种类 分类 株数分布 合计

革兰阴性菌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５（２２．０６） ４３（６３．２４）
大肠埃希菌 １１（１６．１８）
铜绿假单胞菌 ９（１３．２４）
鲍曼不动杆菌 ３（４．４１）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２（２．９４）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１（１．４７）
阴沟肠杆菌 １（１．４７）
产气肠杆菌 １（１．４７）

革兰阳性菌 肺炎链球菌 １０（１４．７１） ２５（３６．７６）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９（１３．２４）
其他链球菌 ３（４．４１）
肠球菌属 ３（４．４１）

表２　小儿支气管肺炎常见病原菌药敏试验结果分析

组别 例数 氨苄西林 氨苄西林／舒巴坦 头孢呋辛 头孢他啶 头孢曲松 阿米卡星 庆大霉素 左氧氟沙星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５ １５（１００．００） １３（８６．６７） ８（５３．３３） ６（４０．００） ５（３３．３３） １（６．６７） ４（２６．６７） ３（２０．００）
大肠埃希菌 １１ １０（９０．９１） ９（８１．８２） ６（５４．５５） ５（４５．４５） ５（４５．４５） １（９．０９） ３（２７．２７） ３（２７．２７）
铜绿假单胞菌 ９ ９（１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６（６６．６７） ４（４４．４４） ４（４４．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１．１１）
肺炎链球菌 １０ １０（１００．００） ８（８０．００） － － － － １０（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９ ９（１００．００） ８（８８．８９） － － － － ６（６６．６７） １（１１．１１）

组别 例数 环丙沙星 复方新诺明 青霉素Ｇ 四环素 苯唑西林 克林霉素 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 氨曲南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５ ３（２０．００） １０（６６．６７） － － －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大肠埃希菌 １１ ２（１８．１８） ７（６３．６４） － － －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９（８１．８２）
铜绿假单胞菌 ９ １（１１．１１） ９（１００．００） － － －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肺炎链球菌 １０ １（１０．００） ６（６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 ６（６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９ １（１１．１１） ４（４４．４４） ９（１００．００） ８（８８．８９） ６（６６．６７） ０（０．００） － － －

　　注：“－”表示未进行测定。

３　讨　论
　　小儿肺炎是我国导致小儿死亡的四大疾病之一，
位于小儿死亡原因之首。本组细菌培养阳性率为

３９．５３％，阳性率并不高，共分离出６８株细菌，未分离
出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占 ６３．２４％，革兰阳性菌占
３６．７６％。分布最多的３种细菌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
埃希菌和肺炎链球菌。以往文献报道［３］小儿支气管肺

炎细菌分布以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葡萄球菌属

和肺炎克雷伯菌等为主，但本结果显示则以肺炎克雷

伯菌、大肠埃希菌、肺炎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为主，这表明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细菌分布

在现代用药方式的结果下发生了重大变迁，其中最重

要的一点是由主要的革兰阳性菌感染变为革兰阴性菌

为主，这与抗生素的临床广泛使用有关，与秦凡等［４］学

者的研究相似。另外，本结果并未分离出流感嗜血杆

菌，除了可能是细菌菌种发生重大改变以外，细菌分布

的地区性差异也是另一个原因。

细菌耐药性显示，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对临

床上使用时间较长的氨苄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复
方新诺明和氨曲南均表现出非常高度的耐药性，这几

种药物临床应用时间长，较长时间对细菌的耐药性进

行筛选，从而导致耐药率增加［５］。革兰阴性菌对头孢

菌素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也相当严峻，基本维持在

５０％左右，必须要引起临床重视，而其对氨基糖苷类和
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却相当低，这是因为氨基

糖苷类药物具有耳毒性，一般禁用于 ＜６岁的儿童［６］，

尤其是铜绿假单胞菌无对氨基糖苷类耐药的菌株，这

可能与该类药物临床使用较少有关，对美罗培南和亚

胺培南的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无耐药性，表明该两种

药物敏感性非常好，但由于价格昂贵，笔者不建议作为

临床一线治疗药物，需要对多种抗菌药物均表现出高

度耐药的情况下才建议使用［７８］。革兰阳性菌对临床

应用已久的青霉素 Ｇ、四环素和苯唑西林表现出高度
耐药性，提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增
多，可能造成感染的爆发；革兰阳性菌对庆大霉素的耐

药性也非常高，尤其是肺炎链球菌的耐药率达到了

１００％［９］。值得一提的是，革兰阳性菌对喹诺酮类和克

林霉素的耐药率却很低。上述资料中均显示喹诺酮类

药物对革兰阳性菌或是革兰阴性菌都非常敏感，这主

要是由于该类药物可以影响小儿患者的负重软骨发

育，在小儿治疗中并不经常使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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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１３５９例已婚女职工妇科疾病普查结果分析及健康指导
钟迎春，孙晓洁，华要武

摘要：目的　了解２０１２年蚌埠市各大银行已婚女职工妇科常见病的发病情况，指导女职工做好自我保健及为妇
科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对健康体检中１３５９例已婚女职工进行妇科检查、白带常规、宫颈脱落细胞学或
液基薄层细胞学及盆腔Ｂ超检查，分析健康体检中１３５９例已婚女职工常见病、宫颈疾病及不同年龄组妇女子宫
肌瘤检出情况。结果　１３５９例被检已婚女职工的主要疾病为宫颈疾病４４６例（３２．８１％）、阴道疾病２２５例（１６．
５６％）及子宫肌瘤２００例（１４．７２％），宫颈疾病以宫颈轻度糜烂（１６．１１％）、肥大（８．７６％）和纳氏囊肿（４．１９％）
为主；４０～４９岁已婚女职工子宫肌瘤患病率最高，高于或低于此年龄组已婚女职工子宫肌瘤患病率逐渐下降。
结论　生殖道感染及外源性雌激素增加是影响已婚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提高广大已婚女职工自我保健意识和
防病治病知识知晓率，系统规范化地治疗妇科常见病，可有效地降低患病率。

关键词：妇科疾病；普查；患病率；健康体检；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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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普查是加强妇女保健的一项重要措施［１］。妇

科普查是筛查已婚妇女常见病、多发病的有效措施，它

能够及早发现和及时治疗好已婚妇女的常见病、多发

病，并且可以及时控制某些疾病的进一步发展，降低死

亡率［２］。我体检中心对２０１２年蚌埠市各大银行健康
体检的１３５９例已婚女职工妇科疾病普查的资料进行
分析，了解女职工妇科疾病患病情况，为指导已婚女职

工做好自我保健及治疗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２年蚌埠市各大银行的１３５９
例已婚女职工，均为非月经期、非妊娠状态，年龄在

２０～７０岁之间，根据年龄将普查妇女分为２０～２９岁
（３３９例）、３０～３９岁（５４３例）、４０～４９岁（３１２例）、
５０～５９岁（１２９列）、６０～７０岁（３６例）共５个年龄组。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３５９例已婚女职工均进行妇科检
查、白带常规、宫颈刮片或液基细胞学及盆腔 Ｂ超检
查，分析１３５９例已婚女职工妇科常见病检出情况、宫
颈疾病分类、患病情况及不同年龄组女职工的子宫肌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
通讯作者：钟迎春，Ｅｍａｉｌ：１５０６９５６９４５＠ｑｑ．ｃｏｍ

瘤检查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不同年龄组间子宫肌瘤检出率的
比较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
χ２检验和 Ｋ系数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妇科常见疾病及宫颈疾病的检出情况　１３５９例
妇检已婚女职工中有 ９４５人患有不同种类的妇科疾
病，患病率６９．５４％，其中宫颈疾病、阴道疾病、子宫肌
瘤、盆腔炎、附件炎分别检出４４６例（３２．８１％）、２２５例
（１６．５６％）、２００例（１４．７２％）、３８例（２．８０％）、３６例
（２．３５％）；宫颈轻糜、宫颈肥大、宫颈纳氏囊肿、宫颈
中糜、宫颈息肉、宫颈重糜分别检出２１９例（１６．１１％）、
１１９例（８．７６％）、５７例（４．１９％）、３３例（２．４３％）、１５
例（１．１０％）、７例（０．５２％）。
２２　不同年龄组已婚女职工子宫肌瘤患病率情况　
１３５９例已婚女职工中查出子宫肌瘤２００例，子宫肌瘤
患病率为１４．７２％，不同年龄组子宫肌瘤分别检出 ９
例（２．６５％）、５５例（１０．１３％）、１１１例（３５．５８％）、２２
例（１７．０５％）、３例（８．３３％），其中４０～４９岁女职工子
宫肌瘤患病率最高，高于或低于此年龄（下转第１１１２页）

·２９０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２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妇幼卫生研究·

普米克联合博利康尼及沐舒坦气泵吸入
佐治毛细支气管炎

潘刚，李克兵

摘要：目的　探讨普米克联合博利康尼及沐舒坦气泵吸入治疗毛细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８０例确诊
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各４０例。对照组采用抗感染、止咳、化痰等综合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
基础上加入普米克１ｍｇ／次、博利康尼２．５ｍｇ／次及沐舒坦１５ｍｇ／次，配置成混合溶液，应用空气压缩气泵吸入治
疗。每次１０～１５ｍｉｎ，根据病情每日２～４次，疗程３～７ｄ。对比２组气促好转、心率恢复正常、喘鸣音消失、湿
音消失、咳嗽消失情况。统计学方法运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参数
比较采用ｔ检验。结果　治疗组在改善呼吸系统症状，降低气道阻力，缩短病程方面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
组气促好转、心率恢复正常、喘鸣音消失、湿音消失、咳嗽消失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均＜０．０１）。结论　普米克联合博利康尼及沐舒坦气泵吸入治疗可有效改善毛细支气管炎症状，改善肺功
能，疗效确切。

关键词：毛细支气管炎；普米克；博利康尼；沐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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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ｅｄａｉｒｗａ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ｗａｙｏｆｓｈｏｒｔｎｅｓｓｏｆｂｒｅａｔｈｂｅｔｔｅｒ，
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ｂａｃｋ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ｗｈｅｅｚｉｎｇ，ｍｏｉｓｔｒａｌ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ｃｏｕｇｈｉｎｇ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ｈｏｒｔｅｎ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ｕｌｍｉｃｏｒｔｗｉｔｈＢｒｉｃａｎｙｌａｎｄｍｕｃｏｓｏｌｖａｎｔｏｃｏｍ
ｂｉｎｅ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ｉｒｐｕｍｐ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ｔ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ａｓ
ｖｅｒｙｇｏ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ｔｉｓ；Ｐｕｌｍｉｃｏｒｔ；Ｂｒｉｃａｎｙｌ；Ｍｕｃｏｓｏｌｖａｎ

　　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是儿童常见的感染性疾病，病
毒是引起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其中呼

吸道合胞病毒占首位。毛细支气管炎为每年冬春季２
岁以下婴幼儿多发病，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感染是
该病主因，其临床特征以气促及喘憋、三凹征为主，在

６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中更为常见。水肿或黏性分泌物
及肌收缩均容易梗阻婴幼儿微小的管腔，而导致肺气

肿或肺不张，严重时可致死，因此在临床上极为重

视［１］。我科应用普米克联合博利康尼及沐舒坦空气压

缩气泵吸入，治疗１００多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取得了
满意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３年
４月，我科收治确诊的８０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全部
病例均符合毛细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参照人民卫生

作者单位：２３９４００安徽省明光市人民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潘刚，Ｅｍａｉｌ：２６４８６４４５８１＠ｑｑ．ｃｏｍ

出版社出版的儿科学第７版），将其随机分为２组，治
疗组４０例，男１７例，女２３例；对照组４０例，男２２例，
女１８例，２组病例年龄为１～１８个月。入院时患儿均
有明显气促、喘憋，双肺可闻及喘鸣音、细湿音，心率

增快，其中４例合并心力衰竭，治疗组２例，对照组２
例，所有病例均排除异物吸入及心脏本身疾病。２组
患儿年龄、性别、病情，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儿全部采用综合治疗方法，包
括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抗感染、止咳化痰、纠正酸中

毒及琥珀酸氢考应用，合并心力衰竭者予以强心剂、利

尿剂应用。治疗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普米克

（布地奈德雾化液，阿斯特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１ｍｇ
及博利康尼（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公司生产）及沐舒坦（德国勃
林格殷格翰公司生产）１５ｍｇ配制成混合溶液，应用空
气压缩气泵进行吸入治疗，每次为１５ｍｉｎ，根据病情每
日２～４次，疗程３～７ｄ。
１３　疗效标准　治愈：治疗７ｄ，气促、咳嗽、喘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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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呼吸＜３０次／ｍｉｎ，心率＜１２０次／ｍｉｎ，双肺喘鸣音、
湿音消失。好转：治疗７ｄ，气促减轻，咳嗽、喘憋好
转，双肺喘鸣音、湿音较前减少。无效：咳嗽、气促症

状无好转，双肺喘鸣音、湿音无减轻。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参数比较采用 ｔ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病例气促好转、心率正常、喘鸣音消失、湿
音消失、咳嗽消失时间见表１。治疗组在气促及咳嗽
消失、心率正常、双肺喘鸣音、湿音消失方面较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治愈率
９７．５％，对照组治愈率７５．０％（见表２），２组疗效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在治疗过程中治疗组占发
生心力衰竭者２．５％，对照组为１５．０％，２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治疗后症状体征持续时间

比较（ｘ±ｓ，ｄ）

组别 气促好转 心率正常 喘鸣音消失 湿音消失 咳嗽消失

治疗组 ３．３７±０．９０ ３．１５±０．９２ ４．０５±０．８７ ５．６３±０．８６ ６．０３±０．８９
对照组 ５．０５±１．０４ ５．００±０．９６ ５．７５±０．９５ ６．２５±１．３３ ７．０５±１．４１
ｔ值　 ７．６４ ８．８１ ８．５０ ２．８８ ２．９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２　２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疗效、心衰发生的比例（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发生心衰

治疗组 ４０ ３９（９７．５） １（２．５） ０（０．０） １（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３０（７５．０） １０（２５．０） ０（０．０） ６（１５．０）
χ２值 ８．５３ ３．９１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３　讨　论
　　毛细支气管炎是一种婴幼儿时期常见的下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见于２岁以下尤其是２～６个月小婴儿，
主要由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本病以小气道急性炎症、

水肿、上皮细胞的坏死、粘液分泌增加和支气管痉挛为

特征，临床症状中以喘憋最为突出［２］。在住院的毛细

支气管炎患者中，严重者呼吸困难明显，出现窒息、缺

氧，喘憋时间过长，引起呼吸暂停、呼吸衰竭、非代偿性

呼吸性酸中毒及继发感染、严重脱水酸中毒、心功能不

全、多器官功能损害等。在临床上还没有完全有效的

抗病毒及抗炎药物治疗，故目前主要措施仍为支持及

对症治疗［３］。普米克又名丁地去炎松，是近年合成的

非卤化的皮质激素，抗炎强度为氢化考的松的６００倍，
抗炎作用强大［４］。普米克能抑制组织中细胞生长因子

和趋化因子的合成和释放，减少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

向炎症部位游走和聚集［５］。普米克雾化液是一种新型

高效的表面活性糖皮质激素，此溶液经雾化吸入后，即

可到达全肺，使血液中嗜碱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

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尤其是粘膜上的肥大细胞显著

减少，对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趋化因子有明显抑制

作用，还具有抑制激肽和 ５羟色胺引起的炎症反应。

并有直接缩血管作用，从而降低血管通透性和减轻黏

膜水肿，减少腺体分泌，降低气道高反应［６］。博利康尼

是一种高选择性 β２受体激动剂，可舒张支气管平滑
肌，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善呼吸道的狭窄状况，具有起效

快、作用强、不良反应少等优点［７］。博利康尼能使支气

管黏膜纤毛运动增加，促进炎性渗出物的排出，使肺小

血管通透性降低，减轻黏膜水肿，迅速起到扩张支气管

平滑肌，改善呼吸的作用［８］。博利康尼雾化剂吸入过

程中可以形成气溶胶颗粒，可以直接作用于患儿的患

病部位支气管的远端，使得远端药物浓度比较高，且雾

化吸入用药方便直接［９］。沐舒坦又名盐酸氨溴索，是

临床广泛应用的快速痰药物。氨溴索临床作用主要

有：①促进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分泌及合成，防止肺泡萎
陷和肺不张，协助无纤毛区痰液的运送；②促进纤毛上
皮的再生和纤毛正常功能的恢复，加速黏膜、纤毛的运

动，维护上呼吸道自净机制［１０］。另外，沐舒坦还具有

抗氧化、抑制炎性介质释放、松驰气道平滑肌的作

用［１１］。本资料显示治疗组应用普米克及博利康尼及

沐舒坦联合气泵吸入佐治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咳嗽、气

促、喘憋等症状的缓解，肺部音减少，心率改善，明显

优于对照组，治愈率９７．５％，明显高于对照组，其能缩
短毛细支气管炎的疗程，提高治愈率，并降低毛细支气

管炎患儿心力衰竭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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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高血压管理的生存质量评价研究
蔡敏，汪学军，方长庚，孔镇江，潘伟，侯晓亮，邓雪凝，李伟荣

摘要：目的　探讨以家庭为单位联合社区医疗网络对高血压病进行群体和个人管理相结合管理模式下高血压的
生存质量和社会支持情况。方法　以三水西南街道康华、布心、沙头、园林、文峰东等５个居委为主要试点，在知
情同意的基础上筛选检出的原发性高血压个体３００人３００户家庭，按综合医院负责指导培训和负责高血压重症；
社区医院负责轻症管理、建档、健康教育、随访、转诊；高血压群组和家庭成员互相协助、督促的综合管理模式，随

访观察１年后评价患者在干预前后的生存质量。结果　经以家庭为单位的各级医疗网络联合干预后，高血压患
者生存质量在生理职能、身体疼痛、一般健康、精力、社会功能和精神健康等６个维度中，均比干预前得分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生理功能、情感职能两项，干预前后没有发生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社会支持评价
在综合干预后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有明显提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偏低，干

预前后无明显差异。结论　建立综合医院为指导，社区医院负责轻中症治疗、随访、宣教，高血压群组和家庭成员
互相协助、配合、督促，群体管理和个人自我管理相结合的综合医院社区医院高血压家庭群组家庭户个人的管
理模式能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高血压；社区管理；群体管理；生存质量；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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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ｂａｓ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ｌｌ３０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ｆｒｏｍ３００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ｉｎ５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ｏｏｋ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ｏｏｋ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ｌ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ｃｈ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ｆｅｒｒａｌ；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ｆｔｅｒ１ｙｅａｒｓ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ＱＯＬ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ｂｏｄｙｐａｉｎ，ｇｅｎ
ｅ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ｏｂｖｉ
ｏｕｓｌ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ｏｄｅｇｒｏｕｐｅｄｗｉ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国高血
压患者超过２亿人，每年新增加１０００万高血压患者。
既往高血压防治效果多以血压值达标和并发症发生情

况进行衡量，而对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社会支持评价较

少关注。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
转变，为进一步探索高血压有效的防治办法，我们在佛

山三水开展了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等多级医疗机构参与的高血压社区

管理方面研究。本研究主要评价以该防治模式下高血

压患者的生存质量效果和社会支持情况。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课题（Ａ２０１１６２７）；广东省社会
发展领域科技项目（２０１２０３１８０４３）；２０１１年广东省佛
山市三水区科技项目（２０１１１２Ｃ）

作者单位：５２８１００广东省佛山市，广东医学院附属三水医院普
内科（蔡敏，汪学军，方长庚，李伟荣）；三水西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孔镇江）；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海医

院心内科（潘伟）；佛山中医院三水医院心内科（侯晓

亮）；三水健康教育所（邓雪凝）

通讯作者：蔡敏，Ｅｍａｉｌ：ｃａｉ８９８８１６８９＠２１ｃｎ．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三水西南街道康华、布心、沙头、园
林、文峰东和乐平镇等１１个居委为主要试点，根据普
查、体检、门诊或住院治疗检出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３００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登记、注册、建卡、建立高
血压家庭档案，对病患及主要家庭成员进行健康教育，

通过家庭成员督促病者按时服药、就诊复查及改变吸

烟、饮酒、过激、过劳等不良生活习惯。结合病患实际

建立可行的个体化长期诊疗方案，随访观察１年评价
患者在干预前后的生存质量。

１２　研究对象　高血压入选标准：年龄３５～８１岁，须
有配偶或子女、亲属或保姆等陪人同住，高血压诊断明

确，高血压诊断按２０１０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标
准，收缩压（ＳＢＰ）≥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和或舒张压（ＤＢＰ）≥９０ｍｍＨｇ，知情同意并愿意配合
管理。排除标准：有严重并发症、继发性高血压、肿瘤、

卧床行动不便、有精神异常者。入选男性１６３人，女性
１３７人，年龄 ４２～８１岁，６０岁以上 ２０９人，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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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岁。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量表选择　生存质量评价采用中文版 ＳＦ３６
作为简明健康调查问卷［１２］，从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

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以及

精神健康等８个方面全面调研被调查者的生存质量。
其中生理机能（Ｐ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是测量健康状
况是否妨碍了正常的生理活动；生理职能（ＲＰ：Ｒｏｌ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测量由于生理健康问题所造成的职能限制；
躯体疼痛（ＢＰ：ＢｏｄｉｌｙＰａｉｎ）测量疼痛程度以及疼痛对
日常活动的影响；一般健康状况（Ｇ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测量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精力

（ＶＴ：Ｖｉｔａｌｉｔｙ）测量个体对自身精力和疲劳程度的主观
感受；社会功能（ＳＦ：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测量生理和心
理问题对社会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所造成的影响，用于

评价健康对社会活动的效应；情感职能（ＲＥ：ＲｏｌｅＥ
ｍｏｔｉｏｎａｌ）测量由于情感问题所造成的职能限制；精神
健康（ＭＨ：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测量激励、压抑、行为或情感
失控、心理主观感受４类精神健康项目。得分换算的
基本公式：

换算得分＝ 实际得分－该方面可能的最低得分
该方面的可能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之差

×

１００
各维度得分从０～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示生存质量

越高。

　　社会支持评价应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
表（ＳＳＲＳ量表）。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社会关系的３
个维度共１０个条目：有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
的利用度３个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度越
高［２３］。

１３２　调查方法　先对参与调研的社区团队（全科医
师、社区医师、护士）和志愿者进行培训，使之了解两个

功能表的目的、意义及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再由研究

团队分别在干预前和１年干预后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
面或电话访问填写。由患者自行填写，视力不便或阅

读困难的由调查人员协助，按照患者意愿如实填写。

答题完毕当场回收。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数据表
达采用成组 ｔ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
线性逐步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基线调查总人数为３００人，经过１２个月的随访，
末期调查总人数为２９６人，失访率１．３３％。
２１　生存质量的变化　干预后，高血压患者在生理职
能、身体疼痛、一般健康、精力、社会功能和精神健康等

６个维度中，均比干预前得分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生理功能、情感职能两项，干预前后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干预前后高血压患者生存质量量表各维度比较

时间　 例数
ＰＦ

（生理功能）

ＲＰ

（生理职能）

ＢＰ

（躯体疼痛）

ＧＨ

（一般健康）

ＶＴ

（精力）

ＳＦ

（社会功能）

ＲＥ

（情感职能）

ＭＨ

（精神健康）

干预前 ３００ ７４．５６±１１．２１ ５６．７８±９．４６ ５７．１２±８．３２ ５１．２３±６．２１ ４９．６９±７．８３ ５５．６７±１２．６９ ７３．６９±１１．４４ ５４．１５±９．６８
干预后 ２９６ ７９．７１±１２．３６ ８６．１２±１３．６７ ８１．５２±２１．４５ ７３．６７±１７．６３ ７７．１２±１６．３２ ７４．３９±１２．６４ ７８．９６±７．６３ ８２．４６±１２．９８
ｔ值　 ０．６９ ３．４６ ２．７７ ２．５１ ３．８９ １．５７ ０．７７ ２．３７
Ｐ值　 ０．８４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９ １．５９８ ０．０２９

２２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及生存质量单因素分析　影
响高血压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因素有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婚姻状况、吸烟、经常性锻炼、血压控制情况和有无

并发症等等，表现为：年龄与生活质量成反比；女性生

活质量低于男性；已婚者、血压控制良好、经济收入较

高、无并发症和其他慢性病的患者生活质量较高（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研究对象生存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将本组生存
质量得分作为应变量，将在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

义的项目作为自变量作逐步回归分析。影响本组高血

压病患者生存质量的多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婚姻状况、血压控制情况、并发症、社会支持度和服

药依从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高血压病患者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描述分析　
综合干预后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有明显提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要偏

低，干预前后无明显差异。见表４。

３　讨　论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血管病最主
要的危险因素。我国高血压呈增长态势，目前至少有

２亿高血压患者［１４］，每５个成年人就有１个高血压患
者，高血压患者综合干预疗效值得探索。

在干预前，参照张磊等［４］的研究结果，生存质量总

分≤７２．０分为“差”，７２．１～１１７．０为一般／中等，＞
１１７．０分为良好。本组高血压患者生存质量处于中等
水平，其中的精力（ＶＴ）得分最低，生理功能（ＰＦ）得分
最高。而在家庭支持下，大医院负责指导，社区医院为

具体实施，群体管理和个人自我管理相结合综合干预

后，高血压患者在生理职能、身体疼痛、一般健康、精

力、社会功能和精神健康等６个维度中，均比干预前得
分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个体化诊疗、定期规

律监测血压、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限盐、低脂饮食、补

钙补钾、多吃新鲜蔬菜、多饮水，防止便秘，适当补充牛

奶、增加有氧运动、心理调节、消除紧张情绪、充足睡眠

等健康生活方式，药物和非药物结合坚持终身治疗等

治疗措施能有效地改善高血压患者的精力，疲劳程度

和使疼痛程度减轻，精神紧张、抑郁、焦虑、情绪低落等

负面情绪减轻，主动交流、群体活动增多，增加了对自

身健康状况好转的乐观心态及对高血压治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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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理功能（ＰＦ）、情感职能（ＲＥ）２项在干预前后没有
发生明显差异，考虑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进行性的不

可逆的“心血管综合症”，是一种由多基因遗传与环境

因素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以动脉血压升高为特征的全身

性疾病，是人体神经活动受阻，引起的大脑皮层及皮层

下血管运动神经系统的调节障碍，以致全身小动脉痉

挛，产生动脉血压增高。继而多脏器血管痉挛而造成

组织和器官缺血引起一系列体液变化，从而逐渐促成

全身小动脉的不可逆硬化。在这种情况下，患者身体

各种功能状态不可避免地出现受限，视病情严重程度

不同，从买菜、购物、移桌子、扫地、做操、上下楼梯等轻

体力活动到跑步、举重物等重体力活动均有可能出现

障碍。同样原因，高血压导致并加剧了多器官功能退

化，患者易疲劳，有力不从心感，日常生活和工作质量

也受到影响，减少了工作或其它活动的时间，本来想要

做的事情只能完成一部分，做工作或其它活动不如平

时仔细。这些经过系统干预效果也并不明显，提示我

们高血压病这种慢性进展性疾病需要从源头做好预

防，最关键是一级预防。

影响高血压患者生存质量的单因素包括年龄、性

别、文化程度、婚姻、经济收入、血压控制情况、有无合

并症、吸烟、锻炼、社会支持情况、治疗依从性，均有明

显差异性。影响高血压病患者生存质量的多因素包括

年龄、性别、婚姻、经济收入、血压控制情况、慢性疾病、

社会支持情况、治疗依从性等。这与其他研究成果近

似［６８］。其中，年龄越大的高血压患者生存质量得分越

低。原发性高血压目前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病，随

着时间的推移，患者心、肾、脑、眼等靶器官在内的多脏

器损害逐渐加重，合并症增多，治疗时间长、用药种类

多、存在药物副作用、治疗费用不低，加上高龄患者各

种身体机能逐渐下降，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围绕，生

存质量不断下降。文化程度也影响着生存质量。男性

高血压患者生存质量高于女性，考虑在相对而言，男性

承担较多的社会职能，而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庭职能，男

性具有更多的社交、交流和活动机会，且女性自我感受

更为敏感有关［６，９］。文化程度高的高血压患者更容易

接受规范的高血压防治知识，配合健康教育，也更为关

注自身健康，愿意配合治疗，治疗依从性和服药依从性

较高，血压控制情况更为理想，生存质量随之提高。有

伴侣陪伴的高血压患者生存质量优于离婚和丧偶患

者，社会支持度高的患者生存质量更佳，说明情感支持

和社会支持对原发性高血压这种需要终身治疗的慢性

进展性疾病的重要性。综合干预后主观支持有明显提

升，说明高血压个体得到更大程度的情感支持和关怀

理解，患者受到社会的关心、支持和安慰较多，社会支

持度提到提升能满足其精神和情绪上的变化。而客观

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要偏低，说明这些主观和客观

支持未得到充分的转化，全社会对高血压患者实际的

支持，包括物质上、制度上、经济上的帮助仍需加强。

家庭是高血压患者最直接和最主要的社会支持。以血

缘为纽带的家庭支持，履行家庭义务，除提供经济和物

质支持等有形支持外，关心、爱护、慰问等精神上的帮

助可以直接帮助患者克服疾病折磨产生的负性情绪。

研究显示［１０１１］，婚姻、家庭支持是高血压患者生存质量

的影响因素，提示全科医疗要更加注重开发家庭资源，

注意家庭干预等工作。血压控制情况直接影响着生存

质量，高血压是导致发生脑卒中、冠心病、肾功能衰竭

和眼底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资料显示，ＳＢＰ每升高
２０ｍｍＨｇ或ＤＢＰ每升高１０ｍｍＨｇ，心、脑血管并发症
发生的风险翻倍。每升高１０ｍｍＨｇＳＢＰ，亚洲人群脑
卒中与致死性心肌梗死风险分别增加 ５３％ 与
３１％［１４］。

表２　影响高血压病患者生存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类别 人数 得分 统计值 Ｐ值

年龄 ４０～５９岁 ５３ ６８．２１±１２．４６Ｆ＝２０．１２３ ＜０．０１
６０～７０岁 １３７ ６２．４３±１８．３９
７０～７９岁 １０９ ５８．６９±１０．７３
＞８０岁 １８ ５１．２３±９．１３

性别 男 １６３ ６３．７０±１３．６７ｔ＝５．１３７ ＜０．０５
女 １３７ ６１．９７±１０．７２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２１ ５７．６４±１１．８７Ｆ＝３．７９３ ＜０．０５
初中 ７９ ５６．３１±１７．７２
高中 ８４ ６２．３４±１６．７２

专科及以上 １６ ６３．１５±１４．４３
婚姻状况 已婚 ２３４ ６７．５６±１６．７８Ｆ＝１０．１３９ ＜０．０５

离／未婚 ５５ ６１．４７±１７．１３
丧偶 ２１ ５１．６７±１３．９８

经济状况（月收入） 无固定收入 ２０７ ５４．７９±１０．３６Ｆ＝１６．３１４ ＜０．０５
１０００元以下 ２３ ５７．３３±１７．６５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 ４６ ６０．４３±１３．１２
２０００元以上 ２４ ６７．８２±１９．４６

吸烟 多（＞２０支／ｄ） ８９ ５３．１８±１２．３６Ｆ＝３６．３１７ ＜０．０５
少（＜２０支／ｄ） １６２ ５９．６８±２１．７４

从不 ４９ ６３．１７±１８．３１
锻炼 经常 ７７ ６９．４５±１１．６８Ｆ＝２５．６１７ ＜０．０５

偶尔 １４５ ６０．３５１４．９６
从不 ７８ ５５．３９±１２．６１

超限饮酒ａ 经常 １０４ ５５．６５±１１．７１Ｆ＝１．２４７ ＞０．０５
偶尔 ８９ ６７．１９±１８．３７
从不 １５ ５４．３６±２３．３１

血压控制情况 优良 １３２ ６６．３２±１２．９９Ｆ＝１７．３１３ ＜０．０１
不良 １２８ ５７．７４±１０．１６
未监测 ４０ ５９．６３±１３．４６
不确定 ９９ ５８．３２±１０．７８

并发症 无 １３４ ６５．３９±１８．７４Ｆ＝１９．９６１ ＜０．０１
有 ６７ ５２．４７±９．６９

不确定 ５２ ６０．９８±１１．４６
其他疾病 无 １３１ ６９．６３±１５．４９Ｆ＝３２．１６４ ＜０．０１

有 １１７ ５１．１８±１１．６４
社会支持总分 １４分～ ６２ ４８．９８±１０．３７Ｆ＝１４．６７６ ＜０．０５

２８分～ １５６ ６２．８９±１８．３４
４５～６０分 ８２ ６６．７８±２０．０９

依从总分 低（３２分～） ５６ ５０．７８±１５．６４Ｆ＝４７．９８１ ＜０．０１
中（５３分～） １７０ ６６．３１±１２．７９
高（７１分～） ７４ ７８．１６±１６．３６

　　注：ａ限酒［５］：男性葡萄酒 ＜１００～１５０ｍｌ／ｄ或啤酒 ＜２５０～５００
ｍｌ／ｄ或低度白酒＜２５～５０ｍｌ／ｄ，女性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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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影响高血压病患者生存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ｔ值 Ｐ值

常数项 ３６．６４１ ５．９２３ ５．６９７ ＜０．０１
支持总分 ０．６０４ ０．０６２ ０．２０７ ６．２６４ ＜０．０１
服药依从性 ０．３９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７ ５．９７１ ＜０．０１
年龄 －２．９７８ －０．３６８ －０．１３６ －５．３１６ ＜０．０５
性别 －０．４３７ １．２６５ －０．０８７ －３．６９７ ＜０．０１
血压控制 －１．６８７ －０．６４８ －０．９１３ －３．６７４ ＜０．０１
慢性疾病 －２．９８７ ０．７５８ －０．８４２ －３．６１４ ＜０．０１
文化程度 １．６９６ ０．８９７ ０．０８７ ２．０７６ ＜０．０１
婚姻状况 １．５３９ ０．８０９ ０．０７２ ２．６２５ ＜０．０１

　　注：Ｆ＝３９．６４２，Ｐ＜０．０１，Ｒ２＝０．３５３。
表４　高血压病患者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描述分析

时间 例数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分

干预前 ３００ ９．１８±１．２１ １７．１５±２．３６ ７．２８±０．５６ ３３．１０±２．４１
干预后 ２９５ １４．３２±１．９７ ２１．１０±１．４５ １０．２１±１．８４ ４５．３１±４．２３
ｔ值 ４．２１３ ０．４１２ ２．６９８ ０．６４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高血压的发生、发展、预后与社会、心理行为密切
相关［１２１３］。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适应的模
式转变，高血压干预结果除血压值得到控制外，还要重

视和关注高血压患者的生存质量。近年来，三水政府

对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管理十分重视，专门制订了慢性

病防治和老年人健康管理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

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保健和防治要求，明确了保健任务，

并在人力和经费等方面给予直接支持。在综合干预

后，多个生存质量指标得到改善，说明以社区管理为

主，以家庭为单位，大医院（综合干预、指导治疗、重症

管理）社区医院（建档备案、上门保健、跟踪服务）高
血压群组＋家庭（督促落实、关爱支持）个人（主动参
与、重视配合）的力量能有效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生存质

量和社会支持力度，值得推广。本研究提示，本地区高

龄独居、低收入、文化程度不高、少锻炼、血压控制不

良、合并症多的女性高血压患者是高血压管理干预和

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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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治疗好转，钙离子的缺乏可导致心肌细胞动作电位

的第２相平台期延长，心肌绝对不应期延长，在心电图
主要表现为ＳＴ段水平延长，如果导致窦性Ｐ波落在前
一心动周期的心室绝对不应期内（Ｔ波前），不能下传，
则会引起功能性的２∶１ＡＶＢ［１１］。总之，新生儿心律
失常原发病的治疗甚至比心律失常本身的治疗更重

要，预后主要取决于原发病的严重程度和心律失常的

类型。随着原发病的治愈及心脏传导系统发育的不断

成熟，大多数心律失常可在３个月内自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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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上海市某远郊社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结果分析
韩伟斌，孙政训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为更好地开展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对２０１３年辖
区内自愿参加体检的２５８６名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结果进行分析，体检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血压、血糖、丙
氨酸转移酶（ＡＬＴ）、血脂和心电图。结果　２５８６名体检者中，高血压检出率为５３．９％，高血糖检出率为１０．７％，
高血脂检出率为６２．８％，体重超重或肥胖检出率为５２．５％，心电图异常检出率为５３．５％，丙氨酸转移酶异常检出
率为４．８％；且女性血脂异常检出率（χ２＝１００．９３６，Ｐ＝０．０００）和心电图异常检出率（χ２＝６．９７３，Ｐ＝０．００８）均显
著高于男性。结论　慢性病是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应加强对老年人慢性病的随访和干预，同时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社区；老年人；健康体检；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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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ａｇ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越来越严重，据我国
第一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
量达到 １．９４亿，比上年增加 ８９１万，占总人口的
１４．３％。老年人的健康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
题，通过对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可以有效、准确地掌

握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信息，对疾病的防治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拟对２０１３年辖区内２５８６名老
年人体检结果进行分析，为老年人慢病防治、健康教育

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本社区２０１３年４～７月间自愿参
加健康体检的２５８６名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性１０５４人，占４０．８％，女性１５３２人，占５９．２％；
年龄６５～９８岁，平均（７７．１４±５．６０）岁。
１２　分析方法　体检由全科团队负责完成，所有参加
体检的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在体检前已建立电子版家庭
健康档案。体检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血压、血糖、丙氨

酸转移酶（ＡＬＴ）、血脂、心电图检查等。
１３　诊断标准　①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ＢＭＩ＝体重
（ｋｇ）／身高２（ｍ２），正常 ＜２４ｋｇ／ｍ２，≥２４ｋｇ／ｍ２为超
重，≥２８ｋｇ／ｍ２为肥胖［１］。②血压：参照１９９９年世界

作者单位：２０１３０６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讯作者：韩伟斌，Ｅｍａｉｌ：ｈｗｂ８７０３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卫生组织和国际高血压协会（ＷＨＯ／ＩＳＨ）标准，收缩压
≥１４０ｍｍＨｇ／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诊断为高血压（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２］。③血糖：根据１９９９年美国糖
尿病协会（ＡＤＡ）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３］。④血脂：
总胆固醇＞５ｍｍｏｌ／Ｌ，甘油三酯 ＞１．７１ｍｍｏｌ／Ｌ，低密
度脂蛋白 ＞４．５ｍｍｏｌ／Ｌ，三者任何一种升高即判断为
血脂异常［４］。⑤心电图异常：以邓长生主编第５版诊
断学为标准。⑥丙氨酸转移酶升高的标准：根据我院
肝功检查项目的正常参考值，以 ＡＬＴ＞４０Ｕ／Ｌ定为升
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并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包
括χ２检验、ｔ检验等，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血压　２５８６名体检者中，血压正常者１１９２人，
血压高值者１３９４人，高血压检出率为５３．９％；其中一
级高血压１０２８人，占７３．８％，二级高血压３２８人，占
２３．５％，三级高血压３８人，占２．７％。有高血压史的体
检者高血压检出率显著高于无高血压史者；男女高血

压检出率、有高血压史的体检者中男女高血压检出率、

无高血压史的体检者中男女高血压检出率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见表１）。
２２　空腹血糖　２５８６名体检者中，空腹血糖检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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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者２７６人，高血糖检出率为１０．７％。有糖尿病史
的体检者高血糖检出率显著高于无糖尿病史者；男女

高血糖检出率、有糖尿病史的体检者中男女高血糖检

出率、无糖尿病史的体检者中男女高血糖检出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所有体检者中，男女空腹
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１　不同类别老年体检者高血压检出率比较

项目 类别 人数 血压高值人数 构成比（％）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１０５４ ５６６ ５３．７ ０．０３０ ０．８６２
女 １５３２ ８２８ ５４．０

高血压史 有 １２５２ ８５５ ６８．３ ２０２．１２５ ０．０００
无 １３３４ ５３９ ４０．４

有高血压史 男 ４９９ ３４８ ６９．７ ０．７７６ ０．３７８
女 ７５３ ５０７ ６７．３

无高血压史 男 ５５５ ２１８ ３９．３ ０．５００ ０．４７９
女 ７７９ ３２１ ４１．２

表２　不同类别老年体检者高血糖检出率比较

项目 类别 人数 血压高值人数 构成比（％）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１０５４ １０２ ９．７ １．８４９ ０．１７４
女 １５３２ １７４ １１．４

糖尿病史 有 ３３７ １７３ ５１．３ ６７２．０３５ ０．０００
无 ２２４９ １０３ ４．６

有糖尿病史 男 １１３ ６４ ５６．６ １．９１３ ０．１６７
女 ２２４ １０９ ４８．７

无糖尿病史 男 ９４１ ３８ ４．０ １．０８６ ０．２９７
女 １３０８ ６５ ５．０

２３　血脂　２５８６名体检者中，血脂异常者１６２５人，
占６２．８％；其中男性５４１人，占３３．３％，女性１０８４人，
占６６．７％，女性血脂异常检出率显著高于男性血脂异
常检出率（χ２＝１００．９３６，Ｐ＝０．０００）。血脂三项中总
胆固醇、甘油三酯女性异常检出率均显著高于男性（检

验结果分别为χ２＝９５．９４５，Ｐ＝０．０００和 χ２＝３１．８５５，
Ｐ＝０．０００），低密度脂蛋白男女异常检出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４３７，Ｐ＝０．０６４）。所有体检者中女
性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均显著高于

男性（见表３）。
表３　老年人体检结果男女比较（ｘ±ｓ，ｍｍｏｌ／Ｌ）

性别 人数 空腹血糖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

男性 １０５４ ５．５１±１．７８ ５．００±１．４８ １．２８±０．７３ ２．６３±０．７１
女性 １５３２ ５．６０±１．６４ ５．４３±２．０４ １．５３±０．８８ ２．８０±０．７７
ｔ值 －１．２６７ －６．３０９ －７．８４３ －５．９５５
Ｐ值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　体重　２５８６名体检者中，体重超重或肥胖者
１３５７人，占５２．５％；其中，男性５５１人，占４０．６％，女性
８０６人，占５９．４％，男女体重超重或肥胖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２８，Ｐ＝０．８６７）。
２５　心电图　２５８６名体检者中，心电图异常者１３８４
人，占５３．５％；其中男性 ５９７人，占 ４３．１％，女性 ７８７
人，占５６．９％，女性心电图异常检出率显著高于男性
（χ２＝６．９７３，Ｐ＝０．００８）。
２６　丙氨酸转移酶　２５８６名体检者中，丙氨酸转移
酶升高者１２４人，占４．８％；其中男性５０人，占４０．３％，
女性７４人，占５９．７％，男女丙氨酸转移酶升高检出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１０，Ｐ＝０．９１９）。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检出
率为５３．９％，高于刘文斌对上海市市杨浦区五角场镇
社 区 老 年 居 民 高 血 压 患 病 率 的 调 查 结 果

（３７．８８％）［５］。有高血压史的体检者高血压检出率为
６８．３％，且显著高于无高血压史者，说明有大部分高血
压患者的血压未得到有效控制；同时本次调查发现一、

二级高血压的检出率较高，达到９７．３％，说明老年人
中绝大部分高血压都属于一、二级高血压，而由于一、

二级高血压在平时很少会引起人体的不适，往往不能

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一旦出现并发症时病情已经很严

重，因此家庭全科医生对一、二级高血压应加以重视，

并加强健康宣教，加强对高血压患者的随访与干预，提

高老年人对高血压的认识。

体检者中空腹血糖异常检出率为１０．７％，低于徐
炯等对上海市闵行区江川社区老年糖尿病患病率的调

查结果（２５．３％）［６］，说明本社区老年人血糖水平较
好。有糖尿病史的体检者高血糖检出率为５１．３％，且
显著高于无糖尿病史者；有一半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未

能得到有效控制，说明老年人糖尿病的卫生工作仍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社区应定期组织老年人测血

糖，对糖尿病患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家庭全

科医生应加强宣教，让老年人认识到糖尿病的危害。

本次调查发现老年人血脂异常检出率、超重或肥

胖检出率分别达到了６２．８％、５２．５％，且女性血脂异
常检出率、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均

显著高于男性。血脂异常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

因素，有研究显示，高脂血症对健康的损害主要在心血

管系统，可导致冠心病及其他动脉粥样硬化性疾

病［７８］，同时高血脂是老年２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９］，

因此高血脂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同时超重或肥

胖与血脂密切相关，有文献显示，血脂随着体重指数的

增大而显著增高［１０］；因此家庭全科医生应积极开展老

年人尤其是女性人群的健康教育，提高老年人对血脂

的认识，同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锻炼，在饮食

上选择胆固醇含量低的食品，如蔬菜、豆制品、瘦肉、海

蜇等，尤其是多吃含纤维素多的蔬菜，可以减少肠内胆

固醇的吸收，同时应限制甜食，这些对控制血脂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心电图检查有５３．５％的体检者检出心电图异常，
说明心脏疾病已成为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

因素；常规心电图检查对心血管病的筛查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家庭全科医生应根据检查结果做出正确的

判断，对病情严重者建议其及时治疗，同时加强对该人

群的随访。

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危人群，而通常慢性病又是

终身疾患，这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

此家庭全科医生应及时、准确地掌握老（下转第１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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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对酒依赖患者康复效果
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孟艳芹

摘要：目的　研究对酒依赖患者实施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干预，对其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收集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８月在山东省泰安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的１００例酒依赖患者，按入院先后顺序随机分为
观察组（ｎ＝５０例）和对照组（ｎ＝５０例）。２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对照组只给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根据健康
信念模式方法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个性化和集体化健康教育相结合、认知行为干预、社会功能的支持，观察１０
周。由经过量表培训的医师对２组患者于入组时、入组６周时、入组１０周时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ＤＬ）、康复状态
量表（ＭＲＳＳ）以及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ＧＱＯＬＩ）进行评估。结果　入组时２组间ＡＤＬ、ＭＲＳＳ、ＧＱＯＬＩ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６周时 ＡＤＬ、ＭＲＳＳ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入组１０周时
ＡＤＬ、ＳＤＳＳ、ＧＱＯＬＩ评分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健康信念模式教育方法能提高酒依赖
患者的健康信念，对疾病的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效果，是酒依赖患者康复治疗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健康信念模式教育；酒依赖；康复效果；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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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依赖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其核心特征是不
顾后果的强迫性饮酒并丧失了自我控制，无法从酗酒

严重的结果反馈中选择偏好［１］。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饮酒人数逐年增多，因过度

饮酒导致酒依赖并发精神障碍患者也逐年增多［２］，酒

精是中枢神经抑制剂，长期过量饮用对饮者精神健康

及生活质量会产生巨大影响，而仅仅以为是醉酒，加上

酒的易获得性和对人身心损害的相对缓慢性及隐蔽

性［３］，患者常意识不到过量饮酒对身体危害的严重性。

为了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提高戒酒成功率，改

善其生活质量，对其实施健康信念模式教育，现将方法

与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在本院治疗的１００例酒依赖患
者为研究对象，均为男性。入组标准：患者均符合中国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３版（ＣＣＭＤ３）关于酒依

作者单位：２７１０００山东省泰安市精神病医院一病区

赖的诊断标准。对照组：年龄２５～６７岁。婚姻状况：
已婚３５例，未婚９例，离异６例。文化程度：本科及以
上学历３例，大专８例，高中１７例，初中１４例，小学８
例。酒龄：１～５年１２例，５～１０年２１例，１０年以上１７
例。职业：农民１１例，工人１５例，知识分子５例，无业
和退休的１９例。观察组：年龄２５～６４岁。婚姻状况：
已婚３９例，未婚４例，离异７例。文化程度：本科及以
上学历４例，大专７例，高中１６例，初中１４例，小学９
例。酒龄：１～５年１１例，６～１０年１６例，１０年以上２３
例。职业：农民１３例，工人１５例，知识分子８例，无业
和退休的１４例。２组患者在年龄、婚姻、文化程度、酒
龄、职业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实施方法　由经过心理学培训的２名主治医
师和从事护理工作２０年以上、具有健康教育工作经验
的３名主管护师，于每周一、三、五下午１４：００—１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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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健康教育讲座，每次４０ｍｉｎ，观察１０周。
１．２．２　健康信念模式教育的方法
１．２．２．１　心理疏导　健康教育者以耐心、细心、诚心
的态度去主动接触关心患者，积极地倾听患者的要求

不要对其评判，尊重患者的人格但不迁就，耐心讲解酒

精对人体心理和精神上的影响，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取得患者的信任，鼓励患者及时表达出内心的感受，督

促其在娱乐室参加有趣的工娱疗活动如下棋、唱歌，阅

读、绘画等，协助患者转移其对饮酒的渴望心理，消除

负性情绪保持乐观积极的健康心态，指导患者建立正

确的防御机制。

１．２．２．２　个性化健康教育和集体化健康教育相结
合　根据患者不同的知识水平因人施教，对共性的问
题采取有计划循序渐进的方法开展群体教育，个性问

题有主管护师通过细心的观察、耐心的交谈，收集其客

观资料进行评估，根据工作特点、生活方式、文化程度、

经济条件等有计划地给予个性化具体指导，同时发放

有关饮酒过量对人体的危害，酒依赖所致精神障碍的

临床表现、药物的疗效、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和处理方

法等宣传手册，并通知患者家属也可自愿参加，便于患

者及陪护家属都能随时阅读，确保授课质量。帮助个

体认识健康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健康信念。

１．２．２．３　认知行为干预　酒依赖患者认为饮酒是正
常的生活及社交行为，不愿意承认现在的病态是过量

饮酒所致，自认为饮酒可以缓解压力，解除郁闷情绪、

借酒消愁等不正确的认知行为。那么通过认知行为干

预，系统化的多方位的全面教育帮助患者认识到问题

的所在，“承认”问题是改变行为的第一步，提高患者

对饮酒所致疾病的认识，利用团体咨询的形式进行，参

加者自由讨论进一步促进其戒酒的动机和决心。另一

种以戒酒为主导的集体治疗，让曾经住院戒酒成功的

酒依赖者参加，把戒酒经验传授给患者。教会患者识

别和控制非理性的饮酒行为。另一方面就是采取“行

为契约”的方式即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双方签名执行

出院后的戒酒计划，以帮助改变患者对酒的渴望行为，

调动患者的自主性，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

也可以此观察出院后“契约”执行情况和随访效果。

１．２．２．４　社会功能的支持　他人的提醒，亲朋好友的
忠告也起很大的作用。患者的亲属是重要的社会支持

来源。因此对其家属进行短期的心理干预一周，有利

于患者康复治疗，告知家属如何预防和监督患者出院

后对酒的再次复饮，并与主治医师取得联系，如何预防

和处理患者饮酒后突发的事件及应对方式。

１．３　评定方法　由２名经过各种量表专业培训的精
神科主治医师于入组时、入组６周时、入组１０周时采
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ＤＬ）、康复状态量表（ＭＲＳＳ）、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ＧＱＯＬＩ）量表进行评定，其一
致性检验的ｋａｐｐａ值０．９～１．０之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包
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并进行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入组时、入组６周时、入组１０周时 ＡＤＬ、
ＭＲＳＳ评分比较见表１。

表１　２组酒依赖患者不同时间ＡＤＬ、ＭＲＳ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入组时

ＡＤＬ ＭＲＳＳ
入组６周时

ＡＤＬ ＭＲＳＳ
入组１０周时

ＡＤＬ ＭＲＳＳ
观察组 ５０ ３０．７±７．５ａ ４７．４±２０．２ａ ２０．２±６．２ｂ ３９．５±１２．５ｂ １７．８±３．０ｃ ３１．５±１４．１ｃ

对照组 ５０ ２９．９±５．７ ７．０±２１．０ ２８．１±４．４ ４５．０±１６．５ ２５．１±２．８ ４０．２±１３．１
ｔ值 ０．６００ ＞０．０５ ７．３４８ ２．０１６ １２．５８０ ３．１９６
Ｐ值 ０．０２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５；ｃＰ＜０．０１。

　　由表１看出，入组时２组间 ＡＤＬ、ＭＲＳＳ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入组 ６周时
ＡＤＬ、ＭＲＳＳ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入组１０周时观察组ＡＤＬ、ＭＲＳＳ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组患者入组时、入组１０
周时ＧＱＯＬＩ评分比较见表２。

表２　２组酒依赖患者入组时、入组１０周时ＧＱＯＬＩ评分比较（ｎｉ＝５０）

组别
躯体功能

入组时 入组１０周时
心理功能

入组时 入组１０周时
社会功能

入组时 入组１０周时
物质生活

入组时 入组１０周时
ＧＱＯＬＩ总分

入组时 入组１０周时
观察组 ４１．６２±７．８４５５．７９±８．３６ ４２．７６±８．３６６８．０５±９．５４ ４２．２０±５．８６５８．７３±６．７９ ５０．８４±７．６５５６．６２±８．１６ １７８．５２±２２．０２２３８．２６±２３．４５
对照组 ４１．７２±７．８６４７．７５±８．２３ ４２．４８±８．７３４７．７６±８．２２ ４２．４３±６．１１５０．９４±７．５１ ５０．６４±７．８０５２．２８±７．６７ １７８．３５±２２．４４２２５．３４±２１．５６
ｔ值 ０．０６ ４．９０ ０．１３ １１．３９ ０．１９ ５．４４ ０．１３ ２．７４ ０．０４ ２．８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由表２看出，入组时２组间 ＧＱＯＬＩ评分比较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
会功能、物质生活ＧＱＯＬＩ总评分在入组１０周时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酒依赖患者长期大量饮酒对身心健康、社会交往
能力、社会支持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严重影响了

酒依赖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存质量，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负担。有些酒依赖患者具有良好的健康知识，但不

一定表现出良好的遵医行为，对治疗达到了“知”，但达

不到信和行，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健康信念。

健康信念模式是用社会心理学方法从人们健康信

念形成的角度，解释影响人们健康行为的重要理论模

式，是人们接受劝导改变不良行为采纳（下转第１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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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干预·

包茎患儿父母焦虑原因分析与干预
刘明霞，张彩英，王德凤，徐通，周翊

摘要：目的　临床上家长的焦虑情绪对患儿疾病的治疗可能产生一些不良影响。本研究调查并分析包茎患儿父
母产生焦虑的原因，并探讨有效的干预措施以减轻父母的焦虑症状，从而为包茎患儿的治疗提供支持。方法　收
集上海长征医院儿科诊治的包茎患儿的父母３９７名，其中父亲１８９名，母亲２０８名，应用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
问卷）对包茎患儿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并填写自制的焦虑原因调查表，调查家长产生焦虑的各种原因，同时对患

儿家长进行相关干预。结果　①包茎患儿父母ＳＡＳ评分、父亲ＳＡＳ评分、母亲 ＳＡＳ评分分别为（４３．１４±１３．７９）
分、（４２．１１±１４．２９）分、（４４．０８±１３．２８）分，与全国常模（３３．８０±５．９０）分比较均明显增高（Ｐ＜０．０１）；②包茎患
儿父母产生焦虑的原因主要分为３类：因疾病预后而焦虑者有１２３人（占焦虑人数的８８．４９％）；因治疗方法而焦
虑者有１０２人（占７３．３８％）；因治疗后并发症而焦虑者有５７人（占４１．００％）；③针对患儿父母焦虑的具体原因进
行干预后，患儿父母的焦虑症状明显缓解。结论　包茎患儿父母产生焦虑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担心疾病的预
后、治疗的方法及治疗后并发症，针对具体的焦虑原因进行干预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包茎；父母；焦虑；原因；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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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７３．３８％），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５７ｐｅｏｐｌ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４１．００％）．③ｔｈｅａｎｘｉ
ｅ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ｗｅｒｅａｎｘｉｏｕｓ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ｏ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ｅ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ｃａｎｇｅｔ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ｎｘｉｅｔｙ；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包茎是小儿时期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之一［１］。小

儿包茎常常发生包皮龟头炎、尿路感染，长期则易出现

尿道口狭窄而引起排尿困难、急性尿潴留等，严重地影

响了患儿的生理及心理发育［２４］。临床发现，包茎患儿

家长常常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而家长的焦虑对包茎

患儿的治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才能减轻家长

的焦虑症状，以利于包茎患儿的治疗？本研究旨在分

析包茎患儿家长的焦虑原因，并探讨有效的干预措施，

来改善家长的焦虑症状，从而为包茎患儿的治疗提供

支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
在上海长征医院儿科门诊进行诊治的包茎患儿，每例

患儿任选父母中一位作为研究对象，共抽样调查４２３
例，记录完整者３９７例，问卷有效率９３．８５％。３９７个
受试对象中，父亲１８９名（占４７．６１％ ），母亲２０８名
（占５２．３９％），年龄在２２～５１岁之间，平均（３２．１１±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０３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儿科
通讯作者：周翊，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ｙｉ．ｔｈｅｐｒｏ＠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４．０３）岁。家长受教育程度：１５２名为大专及以上，１８８
名为中专或高中，５７名为初中及以下。
１２　分析方法　所有包茎患儿均为首次来我院就诊，
经检查和确诊后，告知家长其患儿的病情程度、危害、

治疗方法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预约１周后行气囊扩
张治疗，同时对家长进行 ＳＡＳ问卷调查，并填写自制
的焦虑原因调查表。ＳＡＳ量表有２０个项目，正向评分
１５个，反向评分５个，统计粗分和标准分，标准分 ＜５０
分为非焦虑，５０分以上为焦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资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单样本ｔ检验、以Ｐ＜０．０５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包茎患儿父母的焦虑状况　家长在包茎患儿治
疗前的ＳＡＳ评分见表１。包茎患儿父母的ＳＡＳ评分较
全国常模明显增高（Ｐ＜０．０１），可见患儿父母存在明
显的焦虑症状。

２２　包茎患儿父母的焦虑原因分析　３９７名包茎患
儿父母中有１３９名存在焦虑。家长产生焦虑的原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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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对疾病本身的焦虑、对治疗方法（包括气囊扩张治

疗）的焦虑和对治疗预后的焦虑，具体原因及比例见表

２。
表１　包茎患儿父母的焦虑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ｘ±ｓ，分）

项目 例数 ＳＡＳ评分 全国常模（ｎ＝１３４０） ｕ值 Ｐ值

父母 ３９７ ４３．１４±１３．７９ ３３．８０±５．９０ ３１．５４ ０．０００
父亲 １８９ ４２．１１±１４．２９ ３３．８０±５．９０ １９．３５ ０．０００
母亲 ２０８ ４４．０８±１３．２８ ３３．８０±５．９０ ２５．１２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３１　耐心解释，消除心理疑虑　针对患儿家长存在的
种种疑虑，我们耐心解释，使得家长对该病的不良影响

和各种治疗方法有了正确的认识［５］，减轻了焦虑情绪。

３１１　介绍小儿包茎的发生和危害　包茎是指包皮
口狭窄或包皮与阴茎头粘连，使包皮不能上翻露出阴

茎头。由于包皮垢积聚，常引起包皮龟头炎，可致尿道

外口狭窄，引起排尿困难、急性尿潴留；还可引起尿路

感染，以致肾功能损害；包皮口小还影响阴茎的发育，

长期慢性炎性刺激还可能诱发阴茎癌［２］。由于包茎的

种种危害，因此小儿包茎应尽早治疗。通过介绍，使家

长对小儿包茎及其危害有了更深的认识，明白了治疗

该病的必要性，消除了侥幸心理，大多能积极配合治

疗。

表２　包茎患儿父母的焦虑原因分析结果

原因分类 例数 具体焦虑原因 例数 占焦虑人数比例（％）

对疾病预后的焦虑 １２３（８８．４９％） 担心影响孩子生长发育 １１９ ８５．６１
担心发生肿瘤 ５４ ３８．８５
担心影响婚后生活、影响生育 ３２ ２３．０２
其他 ８ ５．７６

对治疗方法的焦虑 １０２（７３．３８％） 担心你手术麻醉 ９３ ６６．９１
担心手术损伤 ８９ ６４．０３
担心手术并发症 ８５ ７２．６６
担心气囊扩张术的治疗 ６９ ６１．１５
其他 ９ ６．４７

治疗随访中的焦虑 ５７（４１．００％） 担心治疗不彻底 ４５ ３２．３７
担心包皮嵌顿 ３４ ２４．４６
其他 １３ ９．３５

３１２　介绍小儿包茎的各种治疗方法　既往小儿包
茎只能采用手术方法治疗，手术治疗存在麻醉风险，可

能伴有手术损伤、发生并发症，治疗费用也较高，对患

儿的生活和学习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容易使患儿及

家长产生显著的精神压力［６］。近年来我院儿科发明并

采用气囊扩张非手术方法治疗小儿包茎，该疗法只需

表面浸润麻醉，治疗安全、简便、损伤小、痛苦少、恢复

快，不影响患儿的生活和学习，因而易于被患儿及家长

接受［７］，从而也减轻了家长的心理压力。因此目前该

方法已成为小儿包茎首选的治疗方法之一。通过详细

的介绍，使家长能通过对比手术和非手术治疗的优势

和不足，同时也消除了对采用气囊扩张治疗的恐惧。

３２　动作轻柔，争取患儿配合　通过耐心沟通、鼓励
安慰等心理护理可减轻患儿及家长的心理压力［８９］，减

轻焦虑情绪。

３２１　态度和蔼，加强沟通　医护人员应态度和蔼，
关心、体贴患儿，多与患儿及家长进行交流［８］，提前告

知家长治疗中患儿可能出现少量渗血、疼痛等并发症，

但出现率较低，程度轻微，大部分都无需特殊治疗，很

快会消失。

３２２　动作轻柔　尽量减少治疗对患儿的损伤和痛
苦，当患儿感觉疼痛严重时也稍暂停，也可再行局部表

面麻醉以减轻疼痛。

３２３　对患儿进行鼓励安慰　应对患儿进行鼓励、表
扬，以消除紧张恐惧的心理［１０］。对年龄较大者治疗中

多与之交谈、分散其注意力，尽量争取他们的配合。对

年龄较小的患儿，通过与患儿逗玩、鼓励等方法，尽量

取得其合作，以减少患儿的哭闹，从而减轻家长的焦虑

心理。

３３　悉心指导，做好随访工作
３３１　并发症观察及处理　提前告知家长患儿接受
气囊扩张治疗后可能出现局部红、肿、痛及排便困难等

并发症，让患儿多饮水，多排小便，遵医嘱给患儿用药，

以上并发症可在３～５ｄ内逐渐消失。
３３２　经常翻转、清洗包皮　应在患儿结束治疗前指
导家长及患儿上翻、清洗及复原包皮，以防止包皮粘

连，同时要注意防止包皮嵌顿的发生。

３３３　其他　本研究中有１１例合并隐匿型阴茎的患
儿家长在患儿气囊扩张治疗后仍存在焦虑。此时应告

诉家长，虽然包茎已经治愈，但阴茎隐匿的因素仍未改

善，需要加强锻炼、经常随访，必要时可以考虑手术治

疗。

包茎患儿家长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因此我们应及

时分析其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从健康宣教、心理护理

等多方面入手，取得家长信任、改善家长焦虑情绪，从

而得到家长的积极配合，为患儿的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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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社区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利用与需求的调查
潘毅慧，王志泉，于晓静，曹海涛，张勤，沈芸，刘登

摘要：目的　调查上海市闸北区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状态及中医健康管理利用情况与需求度，为提供更具有针对
性的中医健康服务和设计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闸北
区９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 １０００名高血压管理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有效回收率 ９８．４％。
４５．６％的患者会主动选择中医就诊；４３．２％的患者愿意接受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而有２４．０％的患者表示愿意
接受部分中医健康管理。患者对饮食调养、生活起居、养生锻炼、适宜技术、中药指导、穴位按摩和心理疏导七项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项目的需求度依次为６４．７％、６２．１％、６１．１％、５８．８％、５８．０％、５７．８％和４７．９％。结论　上海
市闸北区高血压患者对中医健康管理有一定的需求且需求多样化，但对中医诊疗的接受度普遍不高。建议进一

步的完善和健全中医健康管理工作，并将其与家庭医生制度相结合，从而为高血压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关键词：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需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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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ＴＣＭ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ｉ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Ｚｈａｂｅ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ＴＣ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ｓｎｏｔｈｉｇｈｎｏｗ．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ｔｈｅＴＣＭ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ｉ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ｄｏｃ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ｅｍ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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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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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１］。本研究通过对该

社区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状况以及中医健康管理服务的

利用情况与需求度进行调查，旨在了解试点成果，为制

定更具有针对性的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方案提供参考。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闸
北区９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高血压健康管理对象中选
取１０００名知情同意的患者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回收９９３份，有效问卷９７７份，有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２
Ｇ０１４Ａ）；上海市闸北区科委卫生重大课题资助项目
（２０１２ｚｄｋｔ０２）；上海市闸北区卫生系统优秀青年人
才培养计划（ｑｙ２０１２８７）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７２上海市闸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潘毅
慧，曹海涛，沈芸，刘登）；２０００７１上海市闸北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王志泉，张勤）；４７５００４河南大
学护理学院（于晓静）

通讯作者：刘登，Ｅｍａｉｌ：ｚｂｑｇｌｚｘ＠１６３．ｃｏｍ

效回收率９８．４％。
１２　调查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２５］自行设计调查问

卷，调查内容包括４部分：①一般资料；②疾病相关信
息；③中医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利用情况；④中医健康管
理服务的需求度。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调

查，调查前向调查对象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需

时间，采用统一指导语对调查表的内容及填写方法进

行指导。

１３　判定标准　高血压诊断标准采用《中国高血压防
治指南２０１０》中的标准［６］，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者。高血
压患者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参照《上海市中医病症诊疗

常规》［７］，分为气血亏虚、肝肾阴虚、痰浊上蒙、风阳上

扰四种类型。各症型适宜的饮食、茶饮、药膳及体穴按

压点均参照《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技术规范》（上海市

闸北区试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
录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１１　性别与年龄　本次调查对象中，男性 ４０２人
（４１．１％），女性５７５人（５８．９％）；年龄２５～９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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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岁２８人（２．９％），５１～６０岁１８１人（１８．５％），６１～
７０岁３２３人（３３．１％），７１～８０岁 ２６９人（２７．５％），
８１～９０岁１６６人（１７．０％），≥９１岁１０人（１．０％）。
２１２　文化程度　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初高
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２４４人（２５．０％）；初中３２９人
（３３．７％）；高中２７３人（２７．９％）；大专７５人（７．７％）；
本科及以上５６人（５．７％）。
２１３　职业类别（含退休前）　９７７名高血压患者中，
工人３９０人（３９．９％），农民３３人（３．４％），专业技术
人员１４７人（１５．０％），行政管理人员９０（９．２％），企业
家６４人（６．６％），商业服务业员工６７人（６．９％），其
他１７８人（１９．０％）。
２１４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调查对象中，９４９人
（９７．２％）具有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社区
门诊的主要就诊者。其他患者中，使用公费医疗的有

８人（０．８％），自费 ６人（０．６％），贫困救助 ５人
（０．５％），其他支付方式９人（０．９％）
２２　疾病相关信息
２２１　高血压病程　９７７名高血压患者中，２２０人
（２２．５％）病程≤５年，２５５人（２６．１％）病程为 ６～１０
年，１９５人 （２０．０％）病程为 １１～１５年，１０４人
（１０．６％）病程为１６～２０年，２０３人（２０．８％）病程超过
２０年。
２２２　血压控制情况　８０９人（８２．８％）近半年内血
压波动在正常范围内，另有１６８人（１７．２％）近半年内
血压波动幅度较大、超过正常范围。

２２３　健康自评情况　自觉健康状况很好的有３７人
（３．８％），较 好 ３０２人 （３０．９％），一 般 ４７４人
（４８．５％），较差１３７人（１４．０％），很差２７人（２．８％）。
２３　中医健康管理利用情况
２３１　主动选择中医就诊　本次调查对象中，４４６名
患者社区就诊时会主动选择中医门诊，占４５．６％。对
于该人群的中医门诊就诊频率，１６５名患者就诊频率
＞２次／月，占３７．０％；１１６名患者就诊频率为（１～２）
次／月，占２６．０％；其余 １６５名患者就诊频率 ＜１次／
月，占３７．０％。
２３２　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接受度　本次调查对象
中，４２３名高血压患者表示愿意接受高血压中医健康
管理服务，占４３．２％；２３４名患者表示愿意接受部分中
医健康管理服务，占２４．０％；另有３２０名患者不愿意
接受中医健康管理服务，占３２．８％。
２３３　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知晓情况　调查对象中，
５２８名患者知道高血压的临界值为 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
（５４．０％，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其余 ４４９名患者
（４６．０％）回答错误或表示不清楚；１７７名患者（１８．
１％）知道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的范畴，其余８００名患
者（７１．９％）回答错误或表示不清楚；仅有８９名患者
（９．１％）能正确说出自己的中医辨证分型，其余 ８８８
名患者（９０．９％）回答错误或表示不清楚。

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各项服务的相关知识调查结

果表明，５５６名患者（５７．９％）知道适宜于自己的饮食，
３１１名患者（３１．８％）知道适宜茶饮，１８３名患者
（１８．７％）知道适宜药膳，１３４名患者（１３．７％）知道正
确的穴位按压点。

２４　中医健康管理需求度　将选择“非常需要”、“需
要”的人数合计后即可获得综合健康管理各服务项目

的需求情况，按需求度排序后依次为饮食调养

（６４．７％）、生活起居（６２．１％）、养生锻炼（６１．１％）、适
宜技术服务（５８．８％）、中药指导（５８．０％）、穴位按摩
（５７．８％）、心理疏导（４７．９％）。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高血压患者对中医健康管理具体内容的需求（ｎ，％）

服务项目 非常需要 需要 无所谓 不需要 非常不需要

饮食调养 １６５（１６．９） ４６７（４７．８） ２３４（２４．０） １０９（１１．１） ２（０．２）
生活起居 １６８（１７．２） ４３９（４４．９） ２５１（２５．７） １１８（１２．１） １（０．１）
养生锻炼 １８６（１９．０） ４１１（４２．１） ２６５（２７．１） １１４（１１．７） １（０．１）
穴位按摩 １６３（１６．７） ４０２（４１．１） ２８７（２９．４） １２４（１２．７） １（０．１）
心理疏导 １３７（１４．０） ３３１（３３．９） ３３６（３４．４） １７１（１７．５） ２（０．２）
适宜技术 １７５（１７．９） ３９９（４０．９） ２７４（２８．０） １２８（１３．１） １（０．１）
中药指导 １７３（１７．７） ３９４（４０．３） ２８１（２８．８） １２８（１３．１） １（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需求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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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中医

健康管理的提出为开展社区高血压人群防治工作提供

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９］。本次调查发现，高血压患者

对中医健康管理需求度较高，除心理疏导外，其他服务

项目的需求度均超过５０％。另外，５７．９％患者已掌握
了一定的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知识，６７．２％患者表示
能够接受全部或部分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相关服务，

这均有利于中医健康管理工作在社区高血压患病人群

中的进一步推广和实施。

３２　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需求多样化　闸北区
卫生服务立足社区，将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融入社区

卫生服务体系，创建适宜于当地实际情况的社区高血

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９］，通过对高血压患者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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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适宜技术（如针灸、按摩、熏蒸

等干预措施）、中草药治疗七个方面着手，逐步实现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变后防复”的目的。由表１可
知，不同服务项目的需求度不同，患者对高血压中医健

康管理的需求呈多样化。

３３　现存问题及对策
３３１　高血压患者对中医诊疗接受度不高　虽然高
血压患者对中医健康管理有一定的需求，但调查发现，

了解和掌握自己中医辨证分型的患者比例较低，而且

社区就诊时主动选择中医门诊的患者仅有１６．９％，这
与对中医健康管理的需求度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

要与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的宣传力度不足、中草

药接受度低有关。目前，社区对于中医养生的宣传较

多，但对于中医诊疗（尤其是采用中医疗法防治高血

压）的宣传比较少。同时，适用于高血压患者的中成药

品种较少，中草药又存在熬制不便、味 （下转第１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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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腰围、臀围水平的分析
丁鸿娟，贾茹，佟伟军，布仁巴图，哈森高娃，林哲，张壮伟，陶淑琴

摘要：目的　了解蒙古族６～１８岁城乡男女学生腰围、臀围水平分布及年龄变化特征。方法　采用“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调研”蒙古族通辽市校点２０１０年的调查数据，共计有效人数６６０７人。分析比较城乡、不同年龄、不同性别
之间学生的腰围、臀围水平，对年龄和腰围、臀围进行双变量关联性分析，计算相关系数 ｒ并做 ｔ检验。结果　
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的腰围、臀围均数和年龄之间呈高度正相关，腰围和臀围水平随年龄的增长
而增大，其差别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论男、女，均为城市学生腰围、臀围水平比乡村稍高，部分年龄段差
别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城男的腰围、臀围水平较高。结论　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腰围、
臀围水平总体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性别间存在着差别，符合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多数组别腰围和臀围

水平城乡间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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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肥胖也日益成为严
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全世界估计有 １１亿的成年人超
重，其中 ３．１２亿为肥胖，有 １．５５亿儿童超重或肥
胖［１］；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大中城市青少

年单纯性肥胖症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２］。肥胖

可分为中心性肥胖和皮下脂肪性肥胖，腰围（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Ｃ）、臀围（ｈｉｐ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Ｃ）均是
评价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最基本的形态学指标，ＷＣ
能很好地评估腹部脂肪堆积的程度［３］，而 ＨＣ是表示
盆腔容积、臀部肌肉和皮下脂肪堆积的重要指标之一。

关于我国儿童青少年 ＷＣ、ＨＣ规律的研究日渐深入，
但大多数以汉族学生为主，蒙古族学生的较少。为此，

我们对２０１０年内蒙古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的
ＷＣ和ＨＣ水平的分布及其特点进行分析，为以后进一
步建立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 ＷＣ、ＨＣ参考值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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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依据，继而筛查青少年的中心性肥胖，制订学校卫

生工作方针政策，提高儿童青少年体质水平，减少成年

后慢性病的发生均具有重要意义。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由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卫生局、科
委、体委、民委组成的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于２０１０年
参加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按经济水平好、

中、差三个等级抽取点校，对学生父母双方均为蒙古族

者作为调查研究对象。按照《２０１０年全国学生体质健
康调研实施方案》规定，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

法。调查的６～１８岁蒙古族学生按城、乡、男、女分４
个类别，每岁一组，共计５２个年龄组，每类每个年龄组
样本含量为１００人以上。在剔除了非纯蒙古族学生、
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及缺、遗、漏项等不合格对象后，调

查实获符合要求的有效人数６６０７人。
１２　调查指标与测量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指标是
ＷＣ与ＨＣ，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根据《２０１０年全国
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检测细则》［４］进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的调研检测卡片进行核对、
编号和整理，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进行双人双机录入，录入
后的资料经逻辑核查无误后统一转化为ＳＰＳＳ数据库。
分别计算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城乡、男女学
生ＷＣ、ＨＣ水平的均数及标准差，采用两样本 Ｚ检验
比较均数；对年龄和ＷＣ、ＨＣ进行双变量关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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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相关系数ｒ并对相关系数做ｔ检验。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以Ｐ＜０．０５为差别存在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一般情况　
将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按城、乡、男、女
分为４个类别，即城男、城女、乡男、乡女，每岁一组，共
计５２个年龄组。共计有效人数为６６０７人，其中城市
学生３２０４人，城男１６５７人，城女１５４７人，其构成比分
别为５１．７％与 ４８．３％；农村学生 ３４０３人，乡男 １７１２
人，乡女１６９１人，其构成比分别为５０．３％与４９．７％。
调查人数均满足方案要求。

２２　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不同城乡、
性别腰围水平的分布　为了解２０１０年蒙古族６～１８
岁学生不同城乡、性别 ＷＣ水平的分布，进行统计分
析，其结果显示，城男６岁时 ＷＣ均数为５３．９５ｃｍ，１８
岁时为７２．５２ｃｍ，总体增加１８．５７ｃｍ，平均年增长值
１．４３ｃｍ；城女６岁、１８岁时ＷＣ均数分别为５３．０７ｃｍ
和６７．１０ｃｍ，总体增加１４．０３ｃｍ，平均年增长值１．０８
ｃｍ；乡男６岁时ＷＣ均数为５３．３９ｃｍ，１８岁时为７１．７５
ｃｍ，总体增加１８．３６ｃｍ，平均年增长值１．４１ｃｍ；乡女６
岁、１８岁时ＷＣ均数分别为５０．６０ｃｍ、６８．２９ｃｍ，总体
增加１７．６９ｃｍ，平均年增长值１．３６ｃｍ（见表１）。

分别对不同性别、城乡学生的年龄和 ＷＣ均数进
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为２０１０年城乡男女学生的
ＷＣ均数和年龄的相关系数 ｒ值均大于 ０．９，均 Ｐ＜
０．０１，说明２０１０年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的ＷＣ均数和
年龄之间呈高度正相关，ＷＣ水平均随年龄的增长而
增大，符合生长发育一般规律（见表１）。

为了解２０１０年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不同城乡、性
别ＷＣ水平的差别，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显示，城男
与城女的 ＷＣ均数比较时，除６岁、１４～１５岁年龄组
外，其余各年龄组间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在乡男与乡女的ＷＣ均数比较时，只有６岁、１１
岁、１６～１８岁年龄组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其余各年龄组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见表１）。

在城男与乡男的 ＷＣ均数比较时，除６岁、７岁、
１４～１８岁年龄组外，其余各年龄组间的差别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１）；在城女与乡女的 ＷＣ均数比较
时，只有６岁、１０岁、１１岁和１６岁年龄组间的差别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其余各年龄组间的差别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不同城乡、
性别臀围水平的分布　为了解２０１０年蒙古族６～１８
岁学生不同城乡、性别 ＨＣ水平的分布，进行统计分
析，其结果显示，城男６岁时 ＨＣ均数为６３．２８ｃｍ，１８
岁时为８９．１２ｃｍ，总体增加２５．８４ｃｍ，平均年增长值
１．９９ｃｍ；城女６岁、１８岁时 ＨＣ均数分别为６３．６３ｃｍ
和８７．９０ｃｍ，总体增加２４．２７ｃｍ，平均年增长值１．８７
ｃｍ；乡男６岁时ＨＣ均数为６３．５１ｃｍ，１８岁时为８８．１３
ｃｍ，总体增加２４．６２ｃｍ，平均年增长值１．８９ｃｍ；乡女６
岁、１８岁时ＨＣ均数分别为６１．８１ｃｍ、８８．９３ｃｍ，总体
增加２７．１２ｃｍ，平均年增长值２．０９ｃｍ（见表２）。

分别对不同城乡、性别学生的年龄和 ＨＣ均数进
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为２０１０年城乡男女学生的
ＨＣ均数和年龄的相关系数 ｒ值均大于０．９，均 Ｐ＜０．
０１，说明２０１０年蒙古族６～８岁学生的 ＨＣ均数和年
龄之间呈高度正相关，ＨＣ水平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
大，符合生长发育一般规律（见表２）。

为了解２０１０年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不同城乡、性
别ＨＣ水平的差别，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显示，城男
与城女的ＨＣ均数比较时，只有９岁、１２岁、１４岁年龄
组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其余各年龄
组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在乡男与
乡女的ＨＣ均数比较时，除７～８岁、１６～１８岁年龄组
外，其余各年龄组间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１０年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不同城乡、性别腰围水平的分布（ｘ±ｓ，ｃｍ）

年龄（岁）
城市

例数 城男 例数 城女

乡村

例数 乡男 例数 乡女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６ １３１ ５３．９５±５．２０ １３４ ５３．０７±６．４４ １２５ ５３．３９±４．１５ １２９ ５０．６０±３．４６ １．２２５２ ５．８１０２ａ ０．９５４５ ３．８９４２ａ

７ １２２ ５５．６９±７．６２ １３１ ５３．８２±７．０１ １２８ ５５．６８±４．８６ １２８ ５４．３±４．７３ ２．０２７０ｂ ２．３０２２ｂ ０．０１２３ －０．６４７３
８ １２４ ５８．９４±８．２８ １３５ ５６．３５±７．８７ １１５ ５５．１３±４．４４ １２５ ５５．２４±７．０２ ２．５７５０ｂ －０．１４６３ ４．４７６７ａ １．２０１８
９ １３２ ６０．７７±１０．３２ １３５ ５６．３１±７．４２ １２０ ５５．８５±５．８０ １２６ ５６．８８±６．５４ ４．０４６８ａ －１．３０８３ ４．７１８６ａ －０．６５９４
１０ １３５ ６２．４９±１０．５０ １２６ ５９．１１±８．０３ ９７ ５８．２８±６．４８ １００ ５７．２５±６．０４ ２．９３２６ａ １．１５３２ ３．７６６２ａ １．９８６６ｂ

１１ １１７ ６４．９３±１１．４９ １１８ ６２．０４±９．７２ ９９ ５７．１８±５．５２ １１５ ５９．１４±７．０１ ２．０８０８ｂ －２．２８６１ｂ ６．４６６９ａ ２．６１７０ａ

１２ １５８ ６６．４３±１１．２１ １５７ ６３．８２±７．４７ １２２ ６２．９０±７．９３ １４４ ６２．８１±６．２２ ２．４３３０ｂ ０．１０１６ ３．０８３２ａ １．２７８５
１３ １６３ ６８．６５±１０．３５ １６９ ６５．４９±７．０８ １２１ ６５．５７±６．８２ １３１ ６６．９６±７．４９ ３．２３５６ａ －１．５４１９ ３．０１７９ａ －１．７２６６
１４ １２７ ６７．４３±６．９１ １３７ ６７．４３±７．３３ １３１ ６６．５９±６．６７ １４３ ６６．２９±６．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８６ ０．９９３０ １．３８２０
１５ １３１ ６８．５７±７．５３ １２２ ６７．３０±５．８８ １２３ ６８．１０±６．６４ １５５ ６７．７９±６．６３ １．５００７ ０．３８６９ ０．５２８４ －０．６５０７
１６ １３６ ７２．８２±７．５０ １３９ ６７．０８±６．０６ １４７ ７１．９４±６．００ １３２ ６８．９５±６．２２ ６．９７２１ａ ４．０７６５ａ １．０８４４ －２．５０５０ｂ

１７ １０９ ７３．２２±８．１５ １１４ ７０．１６±８．６４ １２７ ７１．６６±５．８６ １３３ ６８．８６±６．４３ ２．７２１５ａ ３．６７２６ａ １．６６３２ １．３２２９
１８ １０６ ７２．５２±７．２７ ９５ ６７．１±５．４５ ９２ ７１．７５±６．７１ ９６ ６８．２９±５．１７ ６．０１７５ａ ３．９４８６ａ ０．７７４７ －１．５４７８
ｒ值 ０．９５６ａ ０．９１９ａ ０．９４８ａ ０．９３３ａ ５．８１０２ａ

　　注：Ｚ１：为城市男女腰围比较；Ｚ２：为乡村男女腰围比较；Ｚ３：为城男与乡男腰围比较；Ｚ４：为城女与乡女腰围比较；ａＰ＜０．０１，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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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男与乡男的 ＨＣ均数比较时，只有８～１３岁
年龄组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其余各
年龄组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城女与乡女的ＨＣ
均数比较时，只有６岁、１２岁年龄组间的差别有统计学
意义（均 Ｐ＜０．０５），其余各年龄组间的差别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 ＷＣ、ＨＣ的
年增长幅度特点和规律　为了解２０１０年通辽市蒙古
族６～１８岁学生城男、城女、乡男、乡女各组的ＷＣ、ＨＣ
年增长幅度，对调查所得的 ＷＣ、ＨＣ资料以逐年环比
的方式，作进一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２０１０年通辽
市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ＷＣ年增长值变化，除城男１４、
１８岁年龄组、城女９、１５、１６、１８岁年龄组、乡男８、１１、
１７岁年龄组、乡女１４、１７、１８岁年龄组呈负增长外，其
余年龄组均呈正增长。其中城男ＷＣ水平增长量较大
的年龄组为８、１１、１３、１６岁组；而城女为 ８、１０、１１、１７
岁年龄组；乡男为７、１０、１２、１３、１６岁年龄组；乡女为７、
１２、１３岁年龄组。城男ＷＣ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在８和
１６岁出现 ＷＣ增长最大值，分别为 ３．２５ｃｍ和 ４．２５

ｃｍ；同样的，乡男在１２岁和１６岁达到最大增长值，分
别为５．７２ｃｍ和３．８４ｃｍ；城女在１１岁、１７岁出现最大
增长值，分别为２．９３ｃｍ和３．０８ｃｍ；乡女在７岁、１３岁
出现最大增长值，分别为 ３．７０ｃｍ和 ４．１５ｃｍ（见表
１）。

ＨＣ的增长值变化，除城男１４、１８岁年龄组、城女
１８岁年龄组、乡男１１、１７、１８岁年龄组、乡女１７岁年龄
组呈负增长外，其余年龄组均呈正增长。其中城男ＨＣ
水平除１７岁增长量不明显，其余１０年增长明显。而
城女ＨＣ除９、１４、１５、１７岁水平增长不明显外，其余７
年都增长明显；乡男除８、９岁增长量不明显，其余７年
增长量明显；乡女除８、１４、１６、１８岁增长不明显外，其
余７年增长明显。城男 ＨＣ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在１３
和１６岁出现ＨＣ增长最大值，分别为４．０４ｃｍ和３．９２
ｃｍ；同样的，乡男在１２岁和１６岁达到最大增长值，分
别为５．７８ｃｍ和４．４１ｃｍ；城女在１０岁、１３岁出现最大
增长值，分别为３．８４ｃｍ和５．４５ｃｍ；乡女在７岁、１３岁
出现最大增长值，分别为 ４．５５ｃｍ和 ５．０１ｃｍ（见表
２）。

表２　２０１０年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城乡、不同性别臀围水平的分布（ｘ±ｓ，ｃｍ）

年龄（岁）
城市

例数 城男 例数 城女

乡村

例数 乡男 例数 乡女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６ １３１ ６３．２８±５．０３ １３４ ６３．６３±５．６４ １２５ ６３．５１±４．４７ １２９ ６１．８１±４．４８ －０．５３３４ ３．０２６９ａ －０．３８７１ ２．９０３３ａ

７ １２２ ６６．３４±６．６８ １３１ ６６．４３±６．０４ １２８ ６６．０６±５．２４ １２８ ６６．３６±５．３１ －０．１１２１－０．４５４９ ０．３６７６ ０．０９９１
８ １２４ ６９．７９±７．０６ １３５ ６８．９５±６．９５ １１５ ６７．１１±４．９５ １２５ ６８．３４±６．３５ ０．９６３７－１．６８０６ ３．４１７３ａ ０．７３９５
９ １３２ ７２．６７±８．９９ １３５ ７０．４３±６．３５ １２０ ６７．６８±６．１４ １２６ ７０．５５±６．４２ ２．３４６９ｂ－３．５８３９ａ ５．１８４３ａ－０．１５１７
１０ １３５ ７５．３７±８．２０ １２６ ７４．２７±８．５３ ９７ ７１．１１±６．５６ １００ ７３．０１±６．６０ １．０６０７－２．０２６３ｂ ４．３８９８ａ １．２５１９
１１ １１７ ７７．５６±９．４３ １１８ ７６．６３±９．９９ ９９ ７０．５１±５．４３ １１５ ７５．２８±８．２４ ０．７３３９－５．０６１２ａ ６．８５４５ａ １．１２６５
１２ １５８ ７９．８６±９．５２ １５７ ８２．０８±７．１３ １２２ ７６．２９±６．９３ １４４ ７９．２６±５．３７ －２．３４３５ｂ－３．８５３９ａ ３．６２９９ａ ３．８９５５ａ

１３ １６３ ８３．９０±９．６７ １６９ ８４．８９±６．２５ １２１ ７９．７２±５．７９ １３１ ８４．２７±６．２７ －１．１０３５－５．９８９１ａ ４．５３１９ａ ０．８５０６
１４ １２７ ８３．０５±６．６２ １３７ ８５．６９±６．６７ １３１ ８２．３３±５．８３ １４３ ８５．１９±５．１８ －３．２２５７ａ－４．２７７３ａ ０．９２６０ ０．６９８５
１５ １３１ ８５．０８±６．７９ １２２ ８６．００±８．５８ １２３ ８４．８２±５．６７ １５５ ８７．３４±５．５９ －０．９４１３－３．７０３６ａ ０．３３２０－１．４９３５
１６ １３６ ８９．００±５．７２ １３９ ８８．１８±４．９７ １４７ ８９．２３±４．９５ １３２ ８９．２９±４．７０ １．２６７９－０．１０３８ －０．３６０４－１．８８９６
１７ １０９ ８９．３４±５．８４ １１４ ８８．７８±５．８４ １２７ ８８．２０±４．６０ １３３ ８８．４３±５．１４ ０．７１５８－０．３８０６ １．６４６３ ０．４９６１
１８ １０６ ８９．１２±５．４０ ９５ ８７．９０±４．８５ ９２ ８８．１３±５．０２ ９６ ８８．９３±４．５８ １．６８７５－１．１４００ １．３３６１－１．５０８７
ｒ值 ０．９８３ａ ０．９６８ａ ０．９８１ａ ０．９７９ａ

　　注：Ｚ１：为城市男女臀围比较；Ｚ２：为乡村男女臀围比较；Ｚ３：为城男与乡男臀围比较；Ｚ４：为城女与乡女臀围比较；ａＰ＜０．０１，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２０年，由于运动的减少和
饮食习惯的西式化，发展中国家学龄期儿童青少年的

肥胖率上升迅速［１，５］，超重的比率从１０％上升到２５％，
肥胖的比率从２％上升到１０％，已成为本世纪中国最
有威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

视，令人遗憾的是对我国蒙古族的此类研究尚处于初

级阶段，值得进一步关注。明确肥胖的界定指标意义

重要，目前体质指数是学龄期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最

核心的形态学指标，但体质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
ＢＭＩ）代表的是总体脂，甚至有观点认为，ＢＭＩ是对过
多体重的测量而非过多脂肪的测量，因此，不适用于肥

胖治疗效果的监测，儿童个体的脂肪预测，它的价值在

于对不同人群流行病学的比较研究［６７］，故本次研究采

用腰围、臀围指标分析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的分布特
点和规律，为进一步明确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ＷＣ、ＨＣ

参考值和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 ＷＣ、ＨＣ与超重或肥胖
的关系打下基础。

本研究结果显示，蒙古族 ６～１８岁学生 ＷＣ、ＨＣ
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步增长，符合生长发育的一

般规律，与既往部分少数民族学龄期儿童青少年身体

形态发育趋势研究结果相同［８］。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

育水平和生活习惯、经济状况、营养条件、体育锻炼等

多方面因素相关，均衡、适量、健康的饮食和合理的体

育锻炼对 ＷＣ、ＨＣ等形态学指标有重要的影响。由于
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信息与商品交流快捷便利，

农民生活水平大有改善，加之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卫生

工作的政策倾斜，使农民健康知识水平和总体营养状

况得到普遍提高［９］，缩小了城镇和乡村学生差别，在本

次研究里多数组别 ＷＣ和 ＨＣ城乡差别无统计学意
义，与近期研究发现蒙古族６～１８岁学生身高、体重城
乡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相符合［１０］。 （下转第１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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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流水线劳务工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覃秋旺，方彩琼，沈惠玲

摘要：目的　分析了解流水线劳务工焦虑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为促进流水线劳务工人员的心
理健康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国际通用的医院焦虑抑郁量表（ＨＡＤ）对１００例流水线劳务工的心理状态进行调
查研究，采用ＨＡＤ评分标准，大于或等于９分为阳性，分析流水线劳务工焦虑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危险因
素。结果　不同年龄段的流水线劳务工人员焦虑抑郁程度不同，其中≥４０岁年龄段人群的ＨＡＤ评分最高，焦虑
评分为（１４．８０±３．４４）分，焦虑发生率为１００％（２０／２０），抑郁评分为（１３．４３±３．２１）分，抑郁发生率为８０％（１６／
２０），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员工（Ｐ＜０．０５）；不同性别员工焦虑抑郁程度不同，其中男性焦虑评分为（１０．１２±
４．８１）分，发生率为６２．６９％（４２／６７），明显高于女性的（４．７５±３．１６）分（Ｐ＜０．０５）；该组人群焦虑发生率为４４％
（４４／１００），抑郁发生率为４０％（４０／１００），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的１２．２％和７．８％。结论　流水线劳务工的焦虑
抑郁发生率较普通人群高；其焦虑抑郁情况的发生与务工人员的年龄和性别密切相关。应对流水线劳务工人员

适时进行心理疏导，促进其心理处于健康状态。

关键词：流水线劳务工；焦虑抑郁；相关因素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９．４　Ｒ１９５．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１００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ｏｒｋｅｒｓ　ＱＩＮＱｉｕ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Ｃａｉｑｉｏｎｇ，ＳＨＥＮ
Ｈｕｉｌｉｎｇ．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Ｘｉｘｉ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ａｏ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５１８１０２，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
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１００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ＨＡＤｓｃｏｒｅｅｑｕａｌｔｏ
ｏ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９ｗａ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ｈａ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ＨＡＤ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ｈｏｏｌｄｅｒｔｈａｎ４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ｄｅｒａｌｓｏｈａ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４４％ ａｎｄ４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ｈａｄａ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

　　流水线劳务工是指没有城市常住户口而被单位招
用的工人。为了解掌握流水线劳务工这一特殊群体的

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和完善劳务工管理

提供依据。据文献报道劳务工文化程度低，初中以下

的文化程度占总数的７５％ ～１００％［１］；８４％患者为农
民，不到５％的患者享有工伤保险［２］。这些特点显示

了该群体有其特殊性，其中大部分还处于青春期，心理

状态不稳定。有研究表明青春期心理状态与成人相比

明显易焦虑敏感，易出现心理问题［３４］。使我国职业安

全健康方面面临重大挑战。鉴于此，本文对深圳市劳

务工的心理状态进行抽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对户籍不在深圳市的，有组织依托的
劳务工，采用随机抽样法，从深圳市随机抽取 ５个企
业，再按工厂规模和劳务工配合程度，在这５个企业中
随机抽取１００个劳务工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 ６８人，女 ３２人，年龄 １８～４６岁，平均年龄为
３０．８４岁，已婚７２人，未婚２８人，初中及以下文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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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３６人，所调查对象均能清楚
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愿意参与调查。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调查量表的选择　采用国际通用的医院焦虑
抑郁量表（ＨＡＤ量表）［５］，本量表共由１４个条目组成，
其中７个条目评定焦虑（Ａ），７个条目评定抑郁（Ｄ）。
每个条目给出４个不同级别的回答，分值分别是０、１、
２、３分，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中最适合自
己的一个答案。ＨＡＤ的判定标准：用 ９分作为临界
值，Ａ或Ｄ大于或等于９分即为阳性，存在焦虑抑郁症
状。同时还调查了解他们的一般信息，包括：年龄、性

别、婚姻、工作单位性质规模、文化程度、上岗前培训与

家庭经济状况等。

１２２　调查过程　由２名经过培训的人员向调查对
象讲解一般情况调查内容和ＨＡＤ量表，然后发放给其
自行填写或协助填写调查，量表当场填写当场回收，回

收的同时注意表格填写完整性。最后对回收的量表进

行统计学处理（一共是发放了１００份调查表，回收了
１００份，有效率为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调查表编号，然后录入 Ｅｘｃｅｌ电
子表格，进行分类，并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分别对计数资料进行 χ２检验，计量资料进行 ｔ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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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调查结果见表１，２。焦虑抑郁发生情况为：≤２０
岁均为８人（３２％），２１～３９岁均为１６人（２９．０９％），
≥４０岁焦虑２０人（１００％），抑郁１６人（８０％）。焦虑
人数为４４人（４４％），抑郁人数为４０人（４０％）；男性
焦虑４２人（６２．６９％），抑郁２７人（４０．３０％），女性焦

虑２人（６．０６％），抑郁１１人（３３．３３％）。
表１　焦虑抑郁评分与年龄关系的方差分析（ｎ＝１００）

年龄 例数 焦虑评分（分） Ｆ值 Ｐ值 抑郁评分（分） Ｆ值 Ｐ值

≤２０岁 ２５ ７．００±３．１６ ６．６７±４．１１
２１～３９岁 ５５ ６．１７１±３．０１ ７．５５ ＜０．０１ ６．４３±２．９０ ７．７７ ＜０．０１
≥４０岁 ２０ １４．８０±３．４４ １３．４３±３．２１

表２　各相关因素对劳务工焦虑抑郁评分影响的比较（ｎ＝１００）

因素 类别 例数
焦虑评分（分）

ｘ±ｓ ｔ值 Ｐ值
抑郁评分（分）

ｘ±ｓ ｔ值 Ｐ值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６３ ７．８７±３．８９ ０．６８ ０．５１ ８．３８±３．１８ ０．３９ ０．７０

高中、中专及以上 ３７ ９．３３±４．５７ ７．５６±４．９２
企业规模 小企业 ４８ ８．６７±４．５７ ０．４７ ０．８１ ８．５９±５．２３ ０．４７ ０．６４

中企业 ５２ ８．１５±４．２５ ７．６１±４．４７
上岗培训情况 有培训 ５６ ８．８６±４．６７ ０．４４９ ０．６４ ８．２１±３．７０ ０．７５ ０．８９

未培训 ４４ ７．８２±４．５２ ７．９１±４．８９
性别 男性 ６７ １０．１２±４．８１ ３．２４ ０．００４ ８．９４±５．１０ １．５１ ０．１５

女性 ３３ ４．７５±３．１６ ６．２５±３．２０
经济状况 一般 ７５ ８．６３±４．０３ ０．４０ ０．７０ ８．７４±４．１５ １．１７ ０．２５

差 ２５ ７．６７±４．０４ ６．００±３．１６
婚姻状况 已婚 ７１ ９．００±４．０５ １．２８ ０．２２ ６．７９±３．４３ １．２７ ０．２３

未婚 ２９ ６．８６±２．６１ ８．７８±４．４９
受伤经历 无 ６７ ７．１７±４．０９ ２．０２ ０．０４ ７．７１±４．４３ ０．５７ ０．５８

有 ３３ １１．００±３．４１ ８．８８±３．４９

　　注：①本研究中小企业是指全厂员工数＜５００人及以下；中企业是指全厂员工数≥５００人；②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准：本次调查时有关家庭经济状
况的判断分为好、一般、差三个等级，是由被调查对象自我感觉而做出的选择，并不以被调查者家庭人均收入或个人工资收入为标准，结果均选择差

和一般，无选择好的调查对象。

３　讨　论
３１　劳务工焦虑抑郁的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　本研
究在结果分析中发现该组在工厂从事流水线作业的健

康人群其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正常普通人群，

分别为４４％和４０％，而普通正常人群的焦虑抑郁发生
率为１２．２％和７．８％［６］，尽管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在

人群中并不多见，但是不同的地区，不同人群焦虑抑郁

的发生率有很大差异［７９］。成都地区５５周岁以及上人
群中抑郁症的患病率为２．２５％［１０］；杨丽等调查的１６０
例高血压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５３．０％和 ４２．
２％，明显高于对照的健康自愿者［１１１３］。由此可以看出

劳务工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普通正常人群，与

高血压人群接近。而这个群体存在心态不稳定性，可

能与其流水线工作高度的精力集中，枯躁的作业，工作

环境条件差，缺乏心理的相互理解和调节有关，处于城

市社会的较低层次，致使其焦虑抑郁的分值明显高出

正常人群，是一群需要心理帮助的特殊阶层。

３２　劳务工焦虑抑郁发生与年龄相关　调查结果显
示≥４０岁年龄段几乎１００％存在焦虑与抑郁，焦虑抑
郁评分分别为（１４．８０±３．４４）分和（１３．４３±３．２１）分，
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龄组。几乎１００％存在焦虑抑郁
心理。可能与其需要承担更多来自家庭、社会的责任

有关，心理压力明星高于其他人群，该人群往往是家中

的主要劳动力，上有需要孝顺的长辈，下有未成年孩

子，流水线的低水平工资，使其对前途失去信心。

３３　其他影响因素　性别因素和有无受伤经历影响
劳务工焦虑情绪，对抑郁情绪无影响。劳务工的焦虑

与性别和有无受伤经历相关（Ｐ均 ＜０．０５），其中男性
和有受伤经历人群其焦虑程度及焦虑发生率明显高于

女性和无受伤经历的群体。可能是由于焦虑是一种情

绪状态，调查对象的基本内心体验是害怕，是担心，这

种情绪趋向于对眼前状况的担忧，但不至于对未来失

去信心。而抑郁的主要表现是心情的低落，而且作为

精神病理状态，抑郁的程度必须达到使其心理功能下

降或社会功能受损害。或者说抑郁是一种兴趣的减退

甚至消失，表现为对前途悲观失望，对未来失去了信

心。通常情况下抑郁的危害性更大。本研究显示，劳

务工群体中工作现状更多影响的是其眼前的焦虑情

绪，而不是抑郁情绪。说明他们的情绪还存在于对目

前状况的担忧，但并不影响其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劳务工的焦虑抑郁发生率高；焦虑抑郁情况的发

生与劳务工与年龄相关；性别因素和有无受伤经历影

响劳务工焦虑情绪，对抑郁情绪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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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０，２６（４）：４２９４３１．
［７］　贺建华，张娜，龚云涛．焦虑抑郁共病研究概述［Ｊ］．精神医学杂

志，２０１０，２３（６）：４６８４７１．
［８］　龙本栋，区丽明，陈剑，等．原发性高血压合并焦虑抑郁障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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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Ｊ］．临床心身疾病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２）：１４４１４５．
［９］　区丽明，叶瑞繁，陈剑，等．广州地区综合医院门诊抑郁／焦虑障碍

流行病学调查［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７（１）：６１６３．
［１０］　唐牟尼，刘协和．成都地区５５周岁以上人群中抑郁症患病率调

查［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１，１５（２）：１０３１０５．
［１１］　杨丽，刘南平，沙彦妮，等．１６６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伴发焦虑抑

郁的临床分析［Ｊ］．宁夏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１（１２）：１１６５．
［１２］　蒋美媛．综合治疗高血压伴焦虑抑郁症效果观察［Ｊ］．内科，

２０１３，８（４）：３５８３５９．
［１３］　杨利英．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伴焦虑抑郁症状的临床分析［Ｊ］．中

国校医，２０１０，２４（１２）：９２２９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４

（上接第１０９２页）
组女职工子宫肌瘤患病率逐渐下降，不同年龄组间子

宫肌瘤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０８．１４，Ｐ＜
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妇科常见疾病的患病情况　１３５９例被检已婚女
职工中，妇科疾病患病率第一、二位的是宫颈疾病

（３２．８１％）、阴道疾病（１６．５６％），这与国内相关研究
报道的我国宫颈炎的患病率 ２１％ ～６７％相符合［３］。

本次普查人群为各大银行的已婚女职工，文化水平较

高，近几年每年都进行妇科普查，但妇科常见病的患病

率仍高，可能与生殖道感染，女职工的生活、工作紧张，

压力大，难以进行系统的治疗有关［４］。子宫肌瘤的患

病率为１４．７２％，高于文献报道４％ ～１１％［５］，可能与

近几年将妇科Ｂ超纳入普查常规提高子宫肌瘤的检出
率［６］及外源性雌激素含量增加（如化妆品、营养品、肉

食品中雌激素含量高）有关。因此，不但要重视已婚女

职工妇科疾病普查工作，更应重视普查后的普治工作，

发现疾病进行及时、规范的治疗，才能降低已婚女职工

妇科疾病的患病率。

３２　宫颈疾病的患病情况　从普查结果来看，宫颈疾
病已成为最常见的妇科疾病，是造成妇科患病率升高

的主要原因。本次宫颈疾病的患病率为３２．８１％，其
中位于前３位的分别为宫颈轻糜、肥大、纳氏囊肿，宫
颈中糜、重糜患病率较低。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及医

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宫颈中度、重度糜烂的防治较为

重视，但对宫颈轻度糜烂、肥大、纳氏囊肿自觉症状不

明显，患者一般到病情特别严重时才接受治疗。早期

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常没有特别的临床表现，据报道有

宫颈糜烂患的妇女，其宫颈癌的发病率比无糜烂者高

１０倍［７］。因此，对这类慢性宫颈炎人群应开展有针对

性的健康教育，对慢性宫颈炎者重视进行细胞学普查，

普查后对这类患者进行系统规范化治疗、积极干预，防

止宫颈轻度糜烂向中、重度糜烂发展，降低宫颈癌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

３３　不同年龄组子宫肌瘤的患病情况　子宫肌瘤是
女性生殖器官最为常见的良性肿瘤，在育龄妇女的发

病率高达２５．５％，尤其多发于中年女性，４０～５０岁是
发病高峰，约占发病数的 ５０％ ～６０％［８］。本资料显

示，４０～４９岁已婚女职工子宫肌瘤患病率最高，为
３５．５８％，高于或低于此年龄组已婚女职工子宫肌瘤患
病率逐渐下降。目前子宫肌瘤发病原因尚未明确，但

经典的研究证实子宫平滑肌瘤是一种卵巢性激素依赖

良性肿瘤，女性激素在其发生中起关键作用［９］。传统

的观点认为雌激素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重要因素，

而近几年来也发现孕激素在促进子宫肌瘤生长中亦发

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１０］。

３４　健康指导　健康是人类最大的财富，关注人类健
康，尤其是关注女性健康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幸福家

庭的共同话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

的提高，宫颈细胞学常规检查可以发现早期宫颈病变

的重要作用已引起了人们的日益关注。妇科疾病不仅

影响女职工自身的生存质量，还影响其工作和学习。

首先，要更新保健工作者的服务理念，重视健康教育对

普查普治工作的促进作用，使之很好地结合起来。其

次，应加强与各大体检单位主管负责人的沟通，提高他

们的健康意识，加强妇科疾病相关医学知识和女性健

康保健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提高女职工的自我保健意

识，采取良好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的个人卫生习惯，

增强防病意识。再次，更新和完善妇科病检测手段辅

助诊疗的设备，确保妇科病的早诊断、早治疗。对部分

精神压力大的女职工适当减压，定期进行妇科疾病普

查，对５０岁以下的女职工进行重点干预，强调宫颈疾
病和子宫肌瘤的危害性及系统规范化治疗的重要性，

努力减少妇科疾病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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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广西肺结核病疫情变化趋势分析
林定文，黄敏莹

摘要：目的　分析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广西肺结核病疫情态势，评价广西结核病发现工作质量。方法　利用２００２—
２０１３年广西结核病网络专报系统及对容县、兴业县、富川县、昭平县、苍梧县、藤县等６县结核病防治工作现场督
导资料，统计分析各年活动性肺结核登记率、新涂阳登记率及其占同期活动性肺结核登记率的比例和各年发现

率，现场抽检６县结核患者痰检率、痰检阳性率、痰检合格率等，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应用 Ｃｏｘ
Ｓｔｕａｒｔ显著性检验进行变化趋势的统计学处理，分析疫情变化趋势及原因。结果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登记率呈下降趋势，新涂阳患者登记率无升降趋势；新涂阳肺结核患者占活动性肺结核的比例范围为

２２．７５％～３７．００％，无升降趋势；各年新涂阳发现率无升降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登记率年均
下降３．７％，新涂阳患者登记率年均下降２４．４％；新涂阳肺结核患者占活动性肺结核的比例范围年均递降２１．
５８％；新涂阳发现率年均递降２４．４％；新涂阳患者构成比年均递降１．３％，复治涂阳患者构成比年均递升１３．９％。
６县总痰检率为７２．６２％，痰涂片不合格率４４．９４％，初诊涂阳患者检出率为７．９６％。结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广西
活动性肺结核疫情持续缓慢下降，但１０年来新涂阳疫情依旧。２０１１年以来，新涂阳患者发现急剧下滑，下行压
力加大，治疗管理质量滑坡。对结核病防控行政推动减弱，对痰涂片检查工作督查不力，是导致质量下降的主因。

关键词：结核，肺；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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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是广西结核病防治活动最活跃的
时期。２００２年广西以机构改革和实施卫十项目为契
机，全面推行 ＤＯＴＳ策略，历经２００４年健全覆盖，２００９
年项目结束。２０１１年“十二五”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
以来，广西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登记率逐年下降，尤其是

新涂阳患者登记率的连续大幅下降引起高度关注。本

文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广西结核病疫情态势进行研判，评
价广西结核病发现工作质量，以期为防治措施的制定

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单位：５３００２８南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林定文，Ｅｍａｉｌ：ｄｒｌｄｗ＠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广西结核病网络专报
系统及２０１３年末对玉林市容县、兴业县；贺州市富川
县、昭平县；梧州市苍梧县、藤县等６县结核病防治工
作督查资料。

１２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应用ＣｏｘＳｔｕａｒｔ进行变化趋势的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肺结核患者登记情况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随着
ＤＯＴＳ策略的逐步全覆盖，活动性和新涂阳肺结核患者
数及其登记率同步迅速攀升。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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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患者登记率有下降趋势（Ｋ＝０，Ｐ＜０．０５），新涂
阳患者登记率无升降趋势（Ｋ＝２，Ｐ＞０．０５）。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登记率年均下降３．７％，新
涂阳患者登记率年均下降２４．４％。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新涂阳肺结核患者占活动性肺结

核的比例范围为２２．７５％～３７．００％，无升降趋势（Ｋ＝

１，Ｐ＞０．０５）。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两者比例逐年下降，年递
降率２１．５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活动性和新涂阳肺结核患者登记

数环比分别下降１．２％、２３．３％和４．５％、２４．３％。新
涂阳患者下降率均明显高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下降

率。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广西活动性、新涂阳肺结核患者登记情况

年份 人口数 覆盖人口数
ＤＯＴＳ累计
覆盖县数

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登记数

新涂阳肺结核

患者登记数

登记率（１／１０万）
活动性 新涂阳

新涂阳肺结核占活动性

肺结核患者的比率（％）
２００２ ４７５７９５２３ １６７８２３３７ ２０ ６２８０ １０５０ １３．２ ２．２１ １６．７２
２００３ ４７８８９３４７ ３３９５８２３７ ６０ １８１３４ ３９１３ ３７．８７ ８．１７ ２１．５８
２００４ ４８３００５３５ ４８３００５３５ ９２ ４４８９９ １２７１６ ９２．９６ ２６．３３ ２８．３２
２００５ ４８８８９９８９ ４８８８９９８９ ９２ ４６４４９ １４９４９ ９５．０１ ３０．５８ ３２．１８
２００６ ４６５９９９８７ ４６５９９９８７ ９２ ４９６１４ １４７２０ １０６．４７ ３１．５９ ２９．６７
２００７ ４７１９００２７ ４７１９００２７ ９２ ５２５４０ １４５３１ １１１．３４ ３０．７９ ２７．６６
２００８ ４７６８０００４ ４７６８０００４ ９２ ５１０１０ １４６９７ １０６．９８ ３０．８２ ２８．８１
２００９ ４８１６０００１ ４８１６０００１ ９２ ４２５８４ １４５４８ ８８．４２ ３０．２１ ３４．１６
２０１０ ４８５６００２０ ４８５６００２０ ９２ ４１８０５ １４１９５ ８６．０９ ２９．２３ ３３．９６
２０１１ ４６０２６５３６ ４６０２６５３６ ９２ ３９３１２ １４５４４ ８５．４１ ３１．６０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２ ４６４５００２５ ４６４５００２５ ９２ ３８８５７ １１１５８ ８３．６５ ２４．０２ ２８．７２
２０１３ ４６８２００９４ ４６８２００９４ ９２ ３７１２０ ８４４５ ７９．２８ １８．０４ ２２．７５

２２　新涂阳患者构成及发现情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新
涂阳患者构成比有上升趋势（Ｋ＝０，Ｐ＜０．０５），复治涂
阳患者构成比有下降趋势（Ｋ＝０，Ｐ＜０．０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新涂阳患者构成比逐年下降，年递

降１．３％；复治涂阳患者构成比逐年上升，年递升
１３．９％。

２０００年我国涂阳肺结核发病率为４７．４／１０万，按
平均年递降率１％，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估算发病率［１］，除

相应新发涂阳患者登记率，计算每年新涂阳患者发现

率。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新涂阳发现率无升降趋势（Ｋ＝２，Ｐ
＞０．０５）。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新涂阳发现率逐年下降，年
递降２４．４％。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 年广西新涂阳患者构成比及发现率

年份 合计 新涂阳（ｎ，％） 复治涂阳（ｎ，％） 新涂阳发现率（％）

２００４ １７６０１ １２７１６（７２．２） ４８８５（２７．８） ４８．８
２００５ １８１４４ １４９４９（８２．４） ３１９５（１７．６） ６７．４
２００６ １７５４４ １４７２０（８３．９） ２８２４（１６．１） ７０．２
２００７ １６８７１ １４５３１（８６．１） ２３４０（１３．９） ６８．９
２００８ １６５１８ １４６９７（８９．０） １８２１（１１．０） ６９．７
２００９ １６１３１ １４５４８（９０．２） １５８３（９．８） ６９．０
２０１０ １５６９５ １４１９５（９０．４） １５００（９．６） ６７．５
２０１１ １５８２２ １４５４４（９１．９） １２７８（８．１） ７３．０
２０１２ １２２９０ １１１５８（９０．８） １１３２（９．２） ５５．５
２０１３ ９４３５ ８４４５（８９．５） ９９０（１０．５） ４１．７

２３　就诊患者痰检情况　对容县等６县 ＣＤＣ结核门
诊２０１３年初诊患者的复核和对１～２月痰涂片室间质
控，６县总痰检率７２．６２％，痰涂片不合格率４４．９４％，
初诊涂阳患者检出率７．９６％。见表３。

３　讨　论
３１　新发涂阳疫情仍维持高发态势　肺结核疫情稳
步下降，新发涂阳疫情仍维持高发态势。肺结核患者

登记率能反映结核病疫情的动态变化轨迹和评价结核

病防治效果；新涂阳患者登记率反映新涂阳患者的掌

握水平，估算涂阳患者的发现率［２］。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广
西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登记率呈下降趋势，涂阳新登记

率无升降趋势，新涂阳患者与复治涂阳患者构成比有

上升趋势，根据患病率与发病率、恢复及及死亡的“蓄

水池”关系［３］，表明这一时期广西新发肺结核患者得到

及时治愈而恢复，积累的慢性传染源也得以治愈或死

亡，往患病率“蓄水池”里流入的肺结核发病率持续减

少，必将导致患病率“水位”下降，结核病流行态势得到

持续有效控制，疫情稳步下降。新涂阳患者发现率、登

记率、占活动性患者比例未呈升降趋势，表明这一时期

我区新涂阳疫情仍居高向上，１０年来并无二致，广西
每年新发生的传染源饱有量并未减少，查病治病的任

务依然严峻而长期。结核病病程稳定，根据患病率 ＝
发病率×病程［３］，２０１０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涂阳和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较２０００年分别
下降６１％和１．５％［４５］，推测前者的下降主要是发病率

下降导致，后者的下降主要是规范疗程后病程缩短有

关。广西活动性肺结核登记率登顶后持续多年下降背

后，必然以患病率的明显下降为结果，新涂阳肺结核疫

情未呈下降趋势，均有别于全国的疫情态势。

表３　２０１３年１—９月６县就诊患者痰检情况（ｎ，％）

县份 初诊 查痰（ｎ，％） 涂阳（ｎ，％） １～２月口水痰（％，口水痰／抽检数）

容县 １１８０ ４９１（４１．６１） １００（２０．３７） ７４．７９（３６２／４８３）
兴业 １７１５ １１２７（６５．７１） ５３（４．７） ５３．８０（５６６／１０５２）
苍梧 １１１７ １００６（９０．０６） ３８（３．７８） １７．５（３３／１８９）
藤县 １９１１ １９１１（１００．００） ８２（４．２９） ７１．６９（１１４／１５９）
富川 ５８２ ５７９（９９．４８） ８６（１４．８５） ０（０／５１０）
昭平 １２３７ ５０８（４１．０７） ８９（１７．５２） ４５．４５（３０／６６）
合计 ７７４２ ５６２２（７２．６２） ４４８（７．９６） ４４．９４（１１０５／２４５９）

３２　新涂阳患者发现、登记率稳中向差　广西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年新涂阳患者发现率稳中向差，２０１１年以来发现
率和登记率双双大幅下滑，下行压力加（下转第１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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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枣庄市≥５０岁人群白内障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刘勇

摘要：目的　探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５０岁人群白内障患病率，并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加强白
内障的防治工作，提高防盲、治盲工作。方法　调查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年龄≥５０岁具有本地户籍或在本地生
活时间≥５年的非本地户籍人员，依据晶状体混浊分类系统Ⅲ（ＬＯＣＳⅢ）对白内障进行诊断。采用单因素 χ２分
析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应查 ２５００例，实查 ２４２５例，应答率为
９７．００％。共诊断白内障３１８例，患病率为１３．１１％。单因素χ２检验显示白内障患病率与年龄、性别、长期日光照
射史、吸烟史、糖尿病和高血压有关（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长期日光照射史、吸烟史、糖尿
病和高血压是白内障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论　本地区的白内障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并且与年龄（ＯＲ＝
３．１７５，９５％ＣＩ１．５５８～６．４７０）、性别（ＯＲ＝１．９８７，９５％ＣＩ１．６８７～２．３４０）、长期日光照射史（ＯＲ＝３．６５１，９５％ＣＩ
１．５５８～６．４７０）、吸烟史（ＯＲ＝２．３６１，９５％ＣＩ１．８２７～３．０５１）、糖尿病（ＯＲ＝４．１１２，９５％ＣＩ２．４８２～６．８１２）和高血
压（ＯＲ＝２．８４６，９５％ＣＩ１．９４６～４．１６２）有关。应根据长期日光照射史、吸烟史、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可控因素进行
干预，以减少白内障发生的风险。

关键词：白内障；流行病学调查；糖尿病；晶状体混浊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７６．１　Ｒ１９５．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１５０３

　　白内障一般是指中老年开始发生的晶状体混浊，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患病率逐渐增加，随着人口逐

渐进入老龄化，老年人群基数增大，白内障已经成为我

国当前必须面对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在世界范

围内，白内障是致盲的主要病因。白内障的治疗目前

尚无特效药物，治疗多以手术摘除为主，尽管现代有超

声乳化吸除术、人工晶体植入术等，但仍无法找到一种

可以适合任何白内障摘除的手术方法，存在且术后视

力下降、并发症多等［１３］，给白内障的治疗造成了极大

困难，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故

而，依据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从病因学入手，分析白内

障发生的相关因素，并有针对性的对相关可控因素进

行干预，是降低白内障发生、防盲、治盲的工作重点。

为此，笔者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对所在的山东省
枣庄市薛城区≥５０岁人群的白内障患病率进行了调
查，并根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相关危险因
素。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研究对象来源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３
年６月在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体检的薛城区居民，
要求年龄≥５０岁，具有本地户籍或在本地生活时间≥
５年的非本地户籍人员。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设计统一的问卷调查表，由经过专
业培训的临床医师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者

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工作史、吸

烟史、患病史（糖尿病、高血压）。

１２２　临床检查　测量患者的静息血压，连续测量２
次取平均值；采集空腹静脉血，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检测空腹血糖（ＦＰＧ）。
１２３　眼部检查　采用Ｅ型国际视力表检查视力；使
用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受检者的结膜、角膜、前房深度、

作者单位：２７７０００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眼科

虹膜、晶状体混浊程度，仪器为苏州六六视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的 ＹＺ５Ｅ型裂隙灯显微镜；采用直接
检眼镜检查受检者的玻璃体、眼底，或散瞳后采用前置

镜或双目间接镜检查。

１３　白内障诊断标准　白内障诊断标准依据晶状体
混浊分类系统Ⅲ（ＬＯＣＳⅢ），使用一组标准彩色裂隙
灯和后照明照片，将晶状体核混浊（Ｎ）、皮质混浊
（Ｃ）、后囊膜下混浊（Ｐ）和晶状体核颜色（ＮＣ）分成标
准等级。然后以患者白内障的照片与之比较，从而确

定白内障程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包对
结果进行分析，首先调查本地区白内障的发生率，不同

因素之间白内障的发生率比较采用单因素χ２分析；多
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以优势比（ＯＲ）
进而９５％置信区间（９５％ＣＩ）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应查 ２５００例，实查
２４２５例，应答率为 ９７．００％。包括 ５０～６０岁 ６９８例
（２８．７８％）、６１～７０岁１３２３例（５４．５６％）、＞７０岁４０４
例（１６．６６％），男性１２７８例（５２．７０％）、女性 １１４７例
（４７．３０％），文化程度为文盲５２８例（２１．７７％）、小学
６３８例（２６．３１％）、中学９８３例（４０．５４％）、大专及以上
２７６例（１１．３８％）。共诊断为白内障３１８例，患病率为
１３．１１％。
２２　白内障在不同因素之间患病率的单因素 χ２检
验　单因素χ２检验显示白内障患病率与年龄、性别、
长期日光照射史、吸烟史、糖尿病和高血压有关（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赋值　将单因素 χ２

检验结果显示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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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发生与否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模型，赋值见表２。
表１　白内障在不同因素之间患病率的单因素χ２检验

影响因素 类别 例数 确诊例数 患病率（％） Ｐ值

年龄（岁） ５０～６０ ６９８ ６１ ８．７４ ０．０１２
６１～７０ １３２３ １５４ １１．６４
＞７０ ４０４ １０３ ２５．５０

性别 男 １２７８ １４５ １１．３５ ０．０３７
女 １１４７ １７３ １５．０８

文化程度 文盲 ５２８ ７１ １３．４５ ０．３５２
小学 ６３８ ９２ １４．４２
中学 ９８３ １２１ １２．３１
大专及以上 ２７６ ３４ １２．３２

家庭月收入（元） ＜２０００ １２１４ １６２ １３．３４ ０．６２１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８４３ １０８ １２．８１
＞４０００ ３６８ ４８ １３．０４

长期日光照射史 有 ４２８ ９８ ２２．９０ ０．０００
无 １９９７ ２２０ １１．０２

吸烟史 有 ７７５ １６２ ２０．９０ ０．０００
无 １６５０ １５６ ９．４５

糖尿病 有 ３６２ ８７ ２４．０３ ０．０００
无 ２０６３ ２３１ １１．２０

高血压 有 ６５２ １２２ １８．７１ ０．０００
无 １７７３ １９６ １１．０５

表２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赋值

变量 相关因素 赋值

Ｙ 白内障 有＝１；无＝０
Ｘ１ 年龄 ５０～６０岁＝０；６１～７０岁＝１；＞７０岁＝２
Ｘ２ 性别 男性＝０；女性＝１
Ｘ３ 长期日光照射史 有＝１；无＝０
Ｘ４ 吸烟史 有＝１；无＝０
Ｘ５ 糖尿病 有＝１；无＝０
Ｘ６ 高血压 有＝１；无＝０

２４　白内障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长期日光照射史、吸烟史、糖

尿病和高血压是白内障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
３。

表１　白内障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β ９５％ ＣＩｆｏｒＯＲ ＯＲ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１．１５５ １．５５８～６．４７０ ３．１７５ １１．２０ ０．０００
性别 ０．６８７ １．６８７～２．３４０ １．９８７ ４．３８ ０．０２７
长期日光照射史 １．２９５ ２．１２３～６．２７９ ３．６５１ １４．２７ ０．０００
吸烟史 ０．８５９ １．８２７～３．０５１ ２．３６１ ５．８７ ０．０１２
糖尿病 １．４１４ ２．４８２～６．８１２ ４．１１２ １８．３５ ０．０００
高血压 １．０４６ １．９４６～４．１６２ ２．８４６ ６．９７ ０．００３

３　讨　论
　　笔者对本地区≥５０岁人群的白内障调查分析显
示，白内障的现患率为１３．１１％。管怀进等［４］对江苏

省农村≥５０岁１２０５３例受检者进行白内障调查，确诊
白内障２２０８例，患病率为１８．３％，高于本研究结果；罗
荣等［５］对我国九省眼病调查中江西省吉安县≥５０岁
的５０１０例受检者，诊断白内障 １１５８例，患病率为
２３．１１％；亦高于本研究结果；蔡宁等［６］对云南省泸西

县５１５１例受检者检查，发现白内障患病率为２２．４０％，

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笔者认为本研究中５０～６０岁
人群所占比重较大，可能是造成白内障患病率降低的

主要原因。

通过单因素 χ２检验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共
筛选出于白内障有关的６个独立危险因素，分别为年
龄、性别、长期日光照射史、吸烟史、糖尿病和高血压。

年龄被认为是白内障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老年性白

内障，即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一般见于４０岁以上尤其
是６０岁以上人群，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多，与多因素相
关，如老年人代谢缓慢发生退行性病变有关，也有人认

为与日光长期照射、内分泌紊乱、代谢障碍等因素有

关。结果显示女性是白内障的独立危险因素，管怀进

等［７］对我国九省眼病调查中江苏省启东市≥５０岁人
群调查显示女性的白内障患病率更高，而在同课题中

李凤荣等［８］对北京市顺义区≥５０岁人群的调查亦支
持此结果。这一情况被认为与女性年龄比男性偏长或

绝经后女性的性激素表达降低有关，随后的研究［９１０］

显示雌激素均可以有效阻止白内障的发生。长期日光

照射史发生白内障的ＯＲ为３．６５１，这与患者的职业和
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刘巨平等［１１］研究显示，白内障

患病率在中国南部低纬度地区，尤其是海拔高、日照时

间长的云南高海拔地区的白内障患病率明显提高。晶

状体内的抗氧化物的含量与活性和晶状体混浊具有密

切关系，烟草产生的烟雾可以损害抗氧化剂的防护结

构，也可以直接改变晶状体蛋白，导致晶状体的氧化强

度下降，而增加核性白内障发生风险［１２］。糖尿病性白

内障属于代谢性白内障，主要是皮质和后囊膜下混浊，

其产生的原因与晶状体的代谢有关，糖尿病患者处于

高浓度血糖状态，是晶状体的葡萄糖浓度上升，导致醛

糖还原酶的活性相应增加，葡萄糖被转化为山梨醇，而

后者堆积在晶状体内，令渗透压增加，水分进入晶状

体，引起纤维肿胀和变性而产生混浊［１３１４］。高血压导

致白内障的机制与血房水屏障功能失调有关，但目前
尚无法确定是高血压还是高血压患者服用的降压药物

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地区的白内障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并

且与年龄、性别、长期日光照射史、吸烟史、糖尿病和高

血压有关。而年龄和性别属于不可抗因素，应改变日

常生活习惯，有条件的可以改变工作环境，减少紫外线

照射，而对于糖尿病和高血压，则应积极加强基础疾病

的治疗，以减少白内障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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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涂阳患者发现率从２０１１年７３．０％下降到２０１３
年４１．７％，年递降２４．４％，新涂阳患者发现力度持续
滑落，渐行渐远于国家大于 ７０％的要求［６］。与此对

应，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广西新涂阳登记率大幅快速下降，
年均递降２４．４％；新涂阳肺结核患者占活动性肺结核
的比例年均递降２１．５８％。这一状况如不遏制，将对
广西的疫情产生严重影响。

３３　痰涂片检查质量不高　对结核病防控行政推动
减弱，痰涂片检查质量不高，是导致新涂阳发现率和登

记率下降的主要原因。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我们对广西玉
林、贺州、梧州３个地级市中６个县随机进行督查。６
县总痰检率７２．６２％，痰涂片合格率５５．０６％，均远离
国家对二者大于９５％的要求［６］；初诊涂阳患者检出率

７．９６％，远小于３０％的要求［７］。根据 ＷＨＯ推荐盲法
复检的抽样涂片样本量，本次抽查的涂片样本量可保

证盲法复检在统计学意义上可以代表评估实验室的实

际水平［８］。传染源发现的综合效果为 ７２．６２％ ×
５５．０６％×７．９６％＝３．１８％，远低于理论上１００个初诊
患者可以找出２７个涂阳患者的标准。２０１３年我国新
涂阳患者占活动性患者的比例为 ３７％［９］，广西为

２２．７５％，差距较大。２０１１年随着“卫十”项目的结束
和国家不再下达肺结核患者和新发涂阳任务指标，并

要求逐步将病例诊断、治疗和登记任务转移到定点医

疗机构承担［１０］，松懈和观望情绪蔓延，发现涂阳患者

的意愿淡化。ＤＯＴＳ策略覆盖水平和实施质量提高、疫
情下降和患者的早期发现增加是全国涂阳患者登记率

下降的主因［７］，但精神懈怠，疏于痰检，质量下降等原

因，我们更要明辨督查。低结核病患者发现率是新世

纪我国结核病的流行特点之一［１１］，２／３的活动性结核
病患者和３／５的涂阳结核病患者未被发现。抓好痰涂
片检查质量是破解这一流行特点的关键措施。

３４　患者治疗质量有滑坡迹象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复治
涂阳构成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新涂阳

患者年递降１．３％，复治涂阳患者年递增１３．９％，表明
２０１１年后产生的复治患者在增加，治疗质量有滑坡倾
向。通过早期发现和治愈患者控制传染源，实施“治疗

即预防策略”是我国成功的结核病控制策略［１２］。发现

和治疗不可偏颇，高发现率，高治愈率是遏制结核病流

行的必然要求，不断提高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与管理工

作水平仍是应当坚持的重要策略，也是降低和控制疫

情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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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弹性成像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临床分析
李星云

摘要：目的　对超声弹性成像诊断的甲状腺结节患者的良恶性结果进行临床研究，并分析影响弹性成像诊断的
因素。方法　首先，分别对１６９例患者进行超声及病理检查，得到患者的超声及病理诊断结果。其次，将患者的
超声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比较，评价超声弹性成像诊断的价值，并比较不同大小病灶对弹性成像诊断的

影响。结果　通过病理诊断确诊为良性的患者中弹性成像诊断良性的６２例，占７５．６％，而常规超声成像诊断良
性的７２例，占８７．８％；在病理诊断恶性中诊断相同的为７４例，占８５．０％，常规超声成像诊断为恶性的６１例，占
７０．１％。弹性成像的灵敏性高于常规的超声检查，而特异性低于后者，在误诊率分别为１９．５％和２１．９％，准确率
分别为８０．５％和７８．１％，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当病灶为２～３ｃｍ时，其病灶的超声弹性成像误诊
率最低为１４．８％，准确率为８５．２％，有很好的诊断结果。结论　超声弹性成像对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病变有
重要临床价值，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甲状腺结节大小对超声弹性成像诊断具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超声弹性成像；甲状腺结节；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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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ｎｏｄｕｌｅ
ｓｉｚｅｈａｄ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ｍｐ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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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结节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其多是甲状
腺内出现一些肿块，并且伴随着吞咽动作可以上下移

动。甲状腺性的病变常伴随结节出现，如甲状腺退行

性病变，甲状腺炎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１］。甲状腺

结节可以单一发生，也可以伴随多个发生，多个发生的

结节比单个发生结节的发病率高，但单发的结节甲状

腺癌的发病率较高［２３］。在临床上甲状腺结节病因及

形态较为复杂，超声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的诊断

比较困难，经常出现异病同像或者同病异像的情况出

现。以往检测多采用外科触诊的方式，但由于甲状腺

位置比较隐蔽，一般较小的甲状腺结节容易被忽视。

近年来出现的超声弹性成像技术，采用人体组织在压

力下不同组织的变化不同，超声设备对组织变形前后

的射频信号进行分析成像。不仅可以提供患者组织间

硬度差异，还可以反映病变的硬度特性，为鉴别甲状腺

结节的良恶性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４］。本研究对我院

１６９例超声弹性成像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的患者
进行临床统计分析。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超声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于
我院接受超声弹性成像技术行患者，经手术及病理证

实为甲状腺结节患者１６９例，其中男性６７例，女性１０２
例，年龄１８～８３岁，平均年龄（４５．６±３．２）岁。其中，
结节性甲状腺肿６３例，腺瘤１６例，桥本氏炎伴结节３
例，乳头状癌７９例，滤泡癌６例，Ｂ型淋巴瘤２例，详
细一般资料见表１。
１２　研究方法　首先，分别对１６９例患者进行超声及
病理检查，从而得到患者的超声及病理诊断结果。其

次，将２种超声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比较，以病理诊断
为标准，应用四格表法，计算超声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评价超声弹性成像诊断的价值。弹性评分标准［４］

分为５级，结节部位多为红色达到９０％以上为Ⅳ级；
结节部位主要为红色分布均匀或红绿相间杂乱分布为

Ⅲ级；结节部位主要为紫色分布均匀为Ⅱ级；结节与周
围组织为单一紫色为Ⅰ级；结节部位呈现紫绿红三色
相间为０级。
１３　评价标准　以０～Ⅱ级为判断甲状腺良性结节
的诊断标准，以Ⅲ ～Ⅳ级为判断甲状腺恶性结节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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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对超声弹性成像在甲状腺良、恶性肿瘤诊断

中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进行分析，以及对甲状腺

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弹性成像评分进行比较。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分别进行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
示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病理诊断结果　１６９例患者通过手术病理结果
进行确诊，其中良性结节为８２例，恶性结节为８７例，
分别甲状腺结节肿６３例，腺瘤１６例，桥本氏炎伴结节
３例，乳头状癌７９例，滤泡癌６例，Ｂ型淋巴瘤２例，其
相对的超声弹性分级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１６９例患者的诊断结果及超声弹性分级情况（ｎ）

项目 病理诊断 例数
超声弹性分级

０～Ⅱ级 Ⅲ～Ⅳ级
良性 结节性甲状腺肿 ６３ ４９ １４

腺瘤 １６ １３ ３
桥本氏炎伴结节 ３ ３ ０

恶性 乳头状癌 ７９ ４ ７５
滤泡癌 ６ ２ ４
Ｂ型淋巴瘤 ２ ０ ２

２２　诊断结果比较　分别对１６９例患者采用常规与
弹性成像超声检查，常规诊断结果为良性９７例，恶性
７２例，同时使用弹性成像的诊断结果为良性７５例，恶
性９４例，将其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统计，结果见表２，
在病理确诊的良性中，弹性成像诊断良性的６２例，占
７５．６％，常规超声成像诊断良性的７２例，占８７．８％；在
病理诊断恶性中诊断相同的为７４例，占８５．０％，常规
超声成像诊断为恶性的６１例，占７０．１％。
表２　病理结果与常规超声和超声弹性成像的诊断结果（ｎ）
超声检查

方法
超声诊断

病理诊断

良性 恶性

弹性成像　　 良性 ６２ １３
恶性 ２０ ７４

常规成像　　 良性 ７１ ２６
恶性 １１ ６１

２３　诊断对比结果　通过对２种诊断方法进行统计
学比较，结果见表３，弹性成像的灵敏性高于常规的超
声检查，而特异性低于后者，误诊率分别为１９．５％和
２１．９％，准确率分别为８０．５％和７８．１％，两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２种超声的诊断结果对比（％）

超声检查方法 灵敏性 特异性 误诊率 准确率

弹性成像 ８６．１ ７４．２ １９．５ ８０．５
常规超声 ７３．３ ８７．６ ２１．９ ７８．１

２４　诊断结果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肿块大小将结节
进行弹性成像诊断，将结果与术后病理比较，结果见表

４，由结果可知当病灶为２～３ｃｍ时，其病灶的误诊率
最低为１４．８％，准确率为８５．２％，有很好的诊断结果。

３　讨　论
　　临床上对于患者甲状腺结节性质的诊断具有一定
的难度，由于甲状腺结节具有多源性和多病灶的特点，

超声结果常出现异病同像或同病异像，使得传统的超

声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的诊断比较困难［６７］。早

期的甲状腺结节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且多发病于患者

的青壮年时期，一般甲状腺结节的良性率可以达到

９０％以上，如果能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尽早的诊断，从而
对患者进行早期治疗临床预后效果较好［８］，因此，对于

甲状腺结节早期性质的诊断就尤为重要。

表４　不同大小的甲状腺结节的超声弹性成像的诊断结果

病灶大小（ｃｍ） 病灶个数（ｎ） 灵敏度（％） 特异性（％） 误诊率（％） 准确率（％）

病灶＜１ ５７ ９２．５ ５７．３ ２１．２ ７８．８
１≤病灶＜２ ６１ ８７．３ ６７．２ ２２．９ ７７．１
２≤病灶＜３ ３０ ６２．３ ９０．４ １４．８ ８５．２
病灶≥３ ２１ ５６．４ ８４．３ ２３．２ ７６．８

　　超声对甲状腺占位病灶的诊断较其他方法诊断具
有优势，其可以避免细胞抽吸活检以及外科手术切除

等，发展其对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鉴别相关技术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９］。超声弹性成像技术是采用人体组织

在压力下不同组织的变化不同，超声设备对组织变形

前后的射频信号进行分析成像。较软的组织受压易变

形，而较硬的组织受压不易变形，超声设备对应组织内

部的结构变化情况分布，并对其进行彩色编码，从而形

成彩色弹性成像［１０］。而常规超声是采用二维及彩色

多普勒成像对患者的病灶的良恶性进行诊断。当患者

的病灶呈现实性的低回声，并且组织形态出现不规则

且边界不清，伴随纵横比１以上，内部出现微粒或者簇
状钙化点，并且血流的信号为高速高阻型的动脉血流

频谱，则诊断为恶性，但对于患者无法获得其组织的软

硬信息［１１］。本研究通过分别患者进行超声及病理检

查，得到患者的超声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发

现弹性成像的灵敏性高于常规的超声检查，而特异性

低于后者，在误诊率分别为１９．５％和２１．９％，准确率
分别为８０．５％和７８．１％，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相对常规的超声检查，弹性成像对于恶性结
节的诊断更为准确占８５．０％，而常规检查为７０．１％，
临床意义更为明显。超声弹性成像可以弥补常规超声

的不足，提高结节良恶性诊断的准确性，对鉴别甲状腺

结节良恶性病变有重要临床价值。通过对不同大小病

灶进行超声弹性成像分析，可知病灶越大其灵敏度相

对变低，故在临床上需要谨防一些大结节病灶中存在

局部癌变［４］。当病灶为２～３ｃｍ时，其病灶的误诊率
最低为１４．８％，准确率为８５．２％，有很好的诊断结果。

综上所述，超声弹性成像对甲状腺结节临床诊断

良恶性病变有重要价值，可以提高恶性病变的检出率，

由结果可知甲状腺结节大小对超声弹性成像诊断有一

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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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声学造影结合腺苷试验检测存活心肌的研究
李超，巩雷，郝骥，冯建启，祁春梅，武维恒，彭城

摘要：目的　探讨在小剂量腺苷负荷（ＬＤＡＳＥ）状态下实时心肌声学造影（ＲＴＭＣＥ）检测冠心病患者存活心肌的
临床价值。方法　３５例经超声心动图检查存在左室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和左室收缩功能障碍（左室射血分数＜
５０％）的冠心病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之前进行ＲＴＭＣＥ联合ＬＤＡＳＥ的检查。所有患者在ＲＴＭＣＥ
联合ＬＤＡＳＥ的检查后１周内进行ＰＣＩ。应用美国心脏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ＨＡ）推荐的左室１７节段
分法获得异常节段显影，图像采用目测半定量法。术后１、３、６个月时分别复查超声心动图，ＰＣＩ术后室壁运动改
善作为判定存活心肌的金标准。结果　ＲＴＭＣＥ目测半定量法检测存活心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
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７０．７％、７０．６％、７０．７％、７３．１％和６８．１％；ＲＴＭＣＥ联合 ＬＤＡＳＥ目测半定量法检测存
活心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８２．１％、８４．４％、８３．２％、８５．６％和８０．７％均
较ＲＴＭＣＥ有统计学差异（χ２＝４．４２、５．９２、１０．２２、５．６３和４．７１；Ｐ均 ＜０．０５）。结论　ＲＴＭＣＥ在检测存活心肌
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ＲＴＭＣＥ联合ＬＤＡＳＥ可显著提高其临床价值。
关键词：心肌声学造影；小剂量腺苷负荷试验；冠心病；存活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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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ＤＡＳＥ）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ａｂｌ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ｕｍ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ｉｒｔｙｆ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ｌｌｍｏｔｉｏ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ＲＷＭＡ）ａｎｄ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５０％）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ｏｕｒｓｔｕｄｙ．
Ｂｅｆｏｒｅ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ＣＩ），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ＲＴＭ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ＬＤＡＳＥ
ｂｙ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Ｅ３３．Ｅｖｅｒｙ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ｍａｇｅｗａ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１７ｓｅｇ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ＣＩ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ｏｎｅ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ＲＴＭ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ＬＤＡＳＥｉ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ＲＴＭＣＥ
ｗｅｒｅｓｅｍ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ｇｍｅｎｔ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ｒｏｕｔｉｎｅ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ｆｔｅｒ１，３，６
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ＰＣＩ，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ａｇｏｌ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ｖｉａｂｌ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ｕｍ．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ｎｓｉ
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ＴＭＣＥｆｏ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ａｂｌｅｍｙｏｃａｒ
ｄｉｕｍｗｅｒｅ７０．７％，７０．６％，７０．７％，７３．１％ ａｎｄ６８．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ｏｓｅｏｆＲＴＭ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ＬＤＡＳＥｔｏ
ＲＴＭＣ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ｉｓｉｎｇｔｏ８２．１％，８４．４％，８３．２％，８５．６％ ａｎｄ８０．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χ２＝４．４２，
５．９２，１０．２２，５．６３ａｎｄ４．７１；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ＴＭ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ａｂｌｅｍｙｏ
ｃａｒｄｉｕｍｉｓｓｕｒｅ；ＲＴＭ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ＤＡ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ｏｗｄｏｓｅ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心肌细胞在缺血或梗死后出现３种不同的形式：

作者单位：２２１０００江苏省徐州电力医院心血管内科（李超）；
２２１００６江苏省徐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巩雷，郝骥，冯建启，祁春梅，武维恒，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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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死心肌、冬眠心肌和顿抑心肌，其中冬眠心肌和顿抑

心肌属于存活心肌［１］。存活心肌的特点是在冠状动脉

血运重建之后其功能可部分或完全恢复，逆转左室功

能，改善患者预后。

目前评价存活心肌的方法很多，其中超声心动图

［５］　许永波，王华，周琦，等．超声造影和弹性成像鉴别良恶性甲状腺
结节作用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Ｊ］．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２０１３，４８（６）：４９５４９８．

［６］　俞清，王文平，李超伦，等．超声弹性成像技术诊断甲状腺结节的
影响因素探讨［Ｊ］．上海医学影像，２０１０，１９（３）：１６５１６７．

［７］　鄢曹鑫，罗志艳，刘学明，等．常规超声与超声弹性成像联合评分
诊断甲状腺良恶性占位的探讨［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９３（２１）：
１６３０１６３３．

［８］　李红宇，丁红宇．灰阶超声结合超声结合弹性成像改良评分法在
甲状腺实性结节中的应用［Ｊ］．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５）：

６４８６５１．
［９］　ＣｏｓｇｒｏｖｅＤ，ＰｉｓｃａｇｌｉａＦ，ＢａｍｂｅｒＪ，ｅｔａｌ．ＥＦＳＵＭＢ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ｕｓｅ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ｒｔ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ＵｌｔｒａｓｃｈａｌｌＭｅｄ，２０１３，３４（３）：２３８２５３．

［１０］　赵秀娜，吴凤霞，李玉宏．超声弹性成像对甲状腺良恶性肿瘤的
鉴别诊断［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０，３１（２０）：２６７２２６７４．

［１１］　郑雅兰．超声弹性成像在甲状腺结节诊断中的价值及影响因素
［Ｄ］．浙江大学，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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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方便、价廉、无创等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在超声

心动图检测中，实时心肌声学造影（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
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ＴＭＣＥ）技术可以评估心
肌循环的灌注功能，是识别存活心肌的理想方法［２］。

腺苷作为心脏负荷试验的药物具有半衰期极短的

优点，既往曾有应用小剂量腺苷负荷超声心动图（ｌｏｗ
ｄｏｓｅ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ＤＡＳＥ）检测存
活心肌取得良好的效果［３］。本试验探讨运用 ＲＴＭＣＥ
结合ＬＤＡＳＥ检测存活心肌的临床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我科收治的冠心病
患者３５例，经超声心动图检查存在左室室壁节段运动
障碍，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３例；平均年龄（５３．１±
７．６）岁。入选标准：临床诊断冠心病，超声心动图示左
室室壁节段运动障碍，左室收缩功能不全（ｌｅｆｔｖｅｎｔｒｉｃ
ｕｌａ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５０％），冠状动脉病变完全
可行血运重建。排除标准：严重的心律失常；肥厚型心

肌病；心包积液；心脏瓣膜病；严重的阻塞性肺疾病；不

能配合检查；超声检查透声条件差不能获取满意图像

者。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常规超声心动图　采用美国 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Ｅ３３彩色
多普勒超声成像仪，Ｓ５１探头，频率１～３ＭＨｚ。观察
患者心腔大小、心功能及室壁运动情况。应用美国心

脏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ＨＡ）推荐的左室
１７节段分法，以心内膜运动和室壁增厚率为室壁运动
评分。心内膜运动幅度≥５ｍｍ或室壁收缩增厚率≥
２５％为运动正常，记为１分；心内膜运动幅度 ＜５ｍｍ
或增厚率＜２５％为运动减弱，记为２分；心内膜运动和
室壁收缩期增厚率消失为无运动，记为３分；收缩期室
壁变薄，向外运动为反常运动记为４分。其中运动减
弱、无运动及反常运动均为室壁运动异常（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ｌｌｍｏｔｉｏ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ＲＷＭＡ），选取ＲＷＭＡ作为研
究对象，计算ＲＷＭＡ节段数及评分。
１２２１　ＲＴＭＣＥ　选择 ＭＣＥ实时造影模式，“ＡＮ
ＧＩＯ”能量显示方式，机械指数调整 ０．１，闪烁帧频为
１４帧／ｓ，调整彩色增益至５０％，余设置按仪器默认值。
本设置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变。采用六氟化硫微泡造

影剂（ＳｏｎｏＶｕｅ，５９ｍｇ／支，Ｂｒａｃｃｏ公司，意大利）以５ｍｌ
生理盐水稀释。建立静脉通路，抽取２．５ｍｌ造影剂静
脉推注，推注速度根据患者图像的显像质量进行调整。

待心肌内有充分造影剂充填后，触发高能量脉冲（１０
帧，机械指数１．７）发放以破坏心肌内的造影剂微泡，
观察心肌显影情况，记录并存储心尖两腔、四腔及长轴

切面心肌造影微泡再充填过程，供脱机分析。图像分

析采用目测半定量法：通过观察不同节段的造影增强

程度而评分分级，其评分标准如下：０分，无造影剂增
强；１分，轻度造影剂增强；２分，中度造影剂增强；３
分，高度造影剂增强。存活心肌检测标准：室壁运动异

常但ＭＣＥ评分≥２分的节段。

１２２２　ＬＤＡＳＥ　进行ＲＴＭＣＥ图像采集完毕后，微
量注射泵（ＴＥ３３１型，泰尔茂，日本）静脉输注１００μｇ／
（ｋｇ·ｍｉｎ）腺苷（９０ｍｇ／支，沈阳光大制药有限公司）５
ｍｉｎ，按前述ＲＴＭＣＥ方案进行存储并采集图像。图像
分析：目测半定量法分析同 ＲＴＭＣＥ，存活心肌检测标
准为血流灌注评分改善≥１分。
１３　血运重建治疗　患者在实施 ＲＴＭＣＥ联合
ＬＤＡＳＥ后２～７ｄ（平均３．４ｄ）进行血运重建。经股动
脉或桡动脉途径，对患者的冠状动脉进行血运重建经
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ＰＣＩ）［４］。ＰＣＩ成功标准［５］：术后即刻造影显示冠

状动脉有效开通，无明显残余狭窄，术中未出现严重并

发症和死亡。

１４　室壁运动评价标准　存活心肌判断的金标准：
ＰＣＩ术后１、３、６个月复查超声心动图，评价室壁运动
积分变化，对应节段室壁运动评分有１次减少１分以
上即判定为存活心肌；但反常运动（４分）转为无运动
（３分）不判定为运动改善［６］。

１５　结果判读　图像分析和判读由２位超声医师不
知患者临床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结果不一致时由协商

确定。

１６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检测
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

测值采用百分比表示。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统计学处理。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

值和阴性预测值比较采用配对设计两样本率的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实验，仅１例患
者出现偶发室性期前收缩，未见恶性心律失常，病变血

管进行完全血运重建。所有患者平均年龄（５３．１±
７．６）岁，左室射血分数（４０．８±５．６）％，其中高血压１８
例（占５１．４％），糖尿病１５例（占４２．９％），单支血管
病变２３例，２支血管病变９例，３支血管病变３例。
２２　超声心动图检测结果　３５例患者共获得５９５个
可分析节段，其中２３２个 ＲＷＭＡ，根据室壁运动评分，
运动减低（２分）为１７５个节段，无运动（３分）５１个，矛
盾运动（４分）６个。ＰＣＩ术后１、３、６个月复查超声心
动图，１２３个节段（其中运动减低 １０８个，无运动 １４
个，矛盾运动仅１个）室壁运动评分改善≥１分，判定
为存活心肌；１０９个节段运动无明显改善，判定为非存
活心肌。

２３　ＲＴＭＣＥ检测结果　在 ＰＣＩ术后超声心动图检
测的１２３个节段存活心肌中，ＲＴＭＣＥ检出８７个节段
为存活心肌，３６个未检出；１０９个节段非存活心肌中，
ＲＴＭＣＥ检出７７个为非存活心肌，３２个未检出。ＲＴ
ＭＣＥ检测存活心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
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为 ７０．７％（８７／１２３）、７０．６％（７７／
１０９）、７０．７％［（８７＋７７）／（１２３＋１０９）］、７３．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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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３２）］和６８．１％［７７／（７７＋３６）］。
２４　ＲＴＭＣＥ联合ＬＤＡＳＥ检测结果　在 ＰＣＩ术后超
声心动图检测的１２３个节段存活心肌中，ＲＴＭＣＥ联
合ＬＤＡＳＥ检出１０１个节段为存活心肌，２２个未检出；
１０９个节段非存活心肌中，ＲＴＭＣＥ联合 ＬＤＡＳＥ检出
９２个为非存活心肌，１７个未检出。ＲＴＭＣＥ联合
ＬＤＡＳＥ检测存活心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
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为 ８２．１％（１０１／１２３）、８４．４％
（９２／１０９）、８３．２％［（１０１＋９２）／（１２３＋１０９）］、８５．６％
［１０１／（１０１＋１７）］和８０．７％［９２／（９２＋２２）］。
２５　结果比较　ＲＴＭＣＥ联合 ＬＤＡＳＥ检测存活心肌
与ＲＴＭＣＥ相比敏感度（８２．１％ ｖｓ．７０．７％）、特异度
（８４．４％ ｖｓ．７０．６％）、准确性（８３．２％ ｖｓ．７０．７％）、阳
性预测值（８５．６％ ｖｓ．７３．１％）和阴性预测值（８０．７％
ｖｓ．６８．１％）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４２、
５．９２、１０．２２、５．６３和４．７１；Ｐ均＜０．０５）。

３　讨　论
　　冠心病患者发生心肌缺血导致心室重塑，严重影
响心功能，如能及时进行血运重建将有效改善患者预

后，存活心肌的检测对冠心病患者是否选择血运重建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７］。目前检测存活心肌公认的

“金标准”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Ｔ），但 ＰＥＴ对设备要求太高、价格
昂贵等因素导致其在临床的应用中受有很大限制［６］。

本研究中采用判断存活心肌的金标准是血运重建后室

壁运动改善，此标准更具有临床意义［８］。

超声技术的发展，使超声心动图在检测存活心肌

方面具有价格便宜、简单易行等独特的优势。在负荷

超声心动图中以腺苷负荷和多巴酚丁胺负荷最为常

用，而在检测心肌血流灌注方面腺苷负荷优于多巴酚

丁胺负荷。腺苷是由嘌呤碱和核苷核酸组成，是一种

内源性嘌呤核苷，具有很强的扩血管作用，血浆半衰期

短约１０ｓ［９］。小剂量腺苷可使运动异常心肌节段收缩
改善和增厚来达到检测存活心肌的目的。既往曾有研

究ＬＤＡＳＥ检测陈旧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存活心肌，但采
用的是１６节段模型，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冠心病患者
且采用最新的左室１７节段分法。近年来，方理刚教授
等［１０］开展应用小剂量腺苷负荷超声心动图试验检测

存活心肌的研究，敏感度为９０．３％，特异度为８０．８％，
准确性为 ８６．０％，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８４．８％和８７．５％。本研究结果与其相似。

在临床工作中，ＲＴＭＣＥ由于其安全、可靠、可直
接观察心肌微循环状态而逐渐成为检测存活心肌的一

种常用方法［１１］。ＲＴＭＣＥ结合 ＬＤＡＳＥ进行检测存活
心肌能够更为准确的观察心内膜边界、室壁运动，并能

同时评估心肌灌注，还可评估存活心肌的收缩功能及

血流储备情况［１２］。本研究结果显示，ＲＴＭＣＥ检测存
活心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

预测值分别为 ７０．７％、７０．６％、７０．７％、７３．１％和
６８．１％，均有较高的临床意义。ＲＴＭＣＥ联合 ＬＤＡＳＥ
检测存活心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

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８２．１％、８４．４％、８３．２％、８５．６％
和８０．７％，较 ＲＴＭＣＥ均有统计学差异的提高，考虑
与腺苷增加室壁血流量，改善运动异常节段的功能，提

高声学造影充盈有关。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和左室节段

分法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但同样具有较好的敏感度、

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与相关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０］。ＲＴＭＣＥ联合 ＬＡＤＳＥ是一种
安全、准确的检测存活心肌的方法，无放射性损伤，适

用于存活心肌的临床评价。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样

本例数偏少，宜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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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经颅超声在诊断早产儿颅脑损伤中的临床应用
徐媛，段云友，刘禧，王佳，李俏颖

摘要：目的　通过对２１８例早产儿经颅超声声像图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经颅超声检查在早产儿颅脑损伤中的
应用价值。方法　因早产需儿科住院的早产儿２１８例，使用开立公司ＳｏｎｏＳｃａｐｅＳ８超声诊断仪Ｃ６１１Ｓ凸阵探头，
以前囟为主要透声窗，多切面扫查观察患儿颅内结构、脑室宽度及回声改变等超声表现。结果　所有患儿经颅超
声图像显示清晰，２１８例患儿中发现各种类型及不同程度的脑损伤共９８例（发生率４４．９５％），其中单纯室管膜下
出血３２例，脑室内出血８例，脑室周围白质损伤２５例，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合并脑室周围白质受损２９例；脑实
质出血３例，脑发育不良１例。结论　①早产儿发生颅脑损伤的可能性较高，主要类型为脑出血和脑室周围白质
损伤；②经颅超声检查安全、方便，可重复性强，可作为早产儿颅脑损伤早期筛查的首选手段。
关键词：经颅超声；早产儿；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脑室周围白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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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ａｇｅ（ＰＶＩＶ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ＷＭＩ，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ｎｄ１ｃａｓｅｏｆｂｒａｉｎ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①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ａｎｔ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ｒｅＩＣＨａｎｄＰＷＭＩ；②ｔｒａｎ
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ｅａｒｌ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ｐｒｅｔｅｒｍ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ａｎｔｓ；Ｐｅｒｉ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ＰＶＩＶＨ）；
ｐｅｒｉ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ｗｈｉ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ｊｕｒｙ（ＰＷＭＩ）

　　随着新生儿急救技术及重症监护技术的飞速发
展，各种高危儿的存活率不断提高，部分存活患儿遗留

神经系统后遗症，如何早期能对新生儿颅脑损伤情况

进行判定和及时治疗成为了儿科的热门课题。本文通

过对２１８例早产儿的经颅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回顾分
析，探讨经颅超声技术在诊断早产儿脑损伤中的应用

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１年６月我院
因早产需儿科住院的早产儿２１８例，胎龄３０～３６周，
平均（２２９．６±１２．７）ｄ，其中男１３６例，女８２例，８例患
儿出生后囟门饱满、频发抽搐，余均无明显异常临床症

状。

１２　检查方法　使用深圳开立科技有限公司
ＳｏｎｏＳｃａｐｅＳ８超声诊断仪，Ｃ６１１Ｓ凸阵探头，频率５～
９．９ＭＨＺ，探查深度为１０．１ｃｍ。所有患儿均在出生后
２ｄ内进行经颅超声检查，必要时则多次复查。受检患
儿在安静状态下，充分暴露头颅，尽量避开输液贴遮

挡，在患儿前囟处均匀涂抹预热的耦合剂，探头标示朝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３８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超声
诊断科

通讯作者：段云友，Ｅｍａｉｌ：ｄｕａｎｙｙ＠ｆｍｍｕ．ｅｄｕ．ｃｎ

向受检儿右侧，放置于前囟依次进行冠状面、矢状面的

连续扇扫，清晰显示各切面，观察颅内组织结构，脑组

织回声强弱、脑室内及周边情况。部分患儿行 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

２　结　果
　　所有患儿经颅超声图像显示清晰，２１８例患儿中
发现各种类型的脑损伤共９８例，发生率为４４．９５％，
其中单纯室管膜下出血３２例，脑室周围白质受损２５
例，脑室内出血８例，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合并脑室
周围白质受损２９例；脑实质出血３例，脑发育不良１
例。其中经ＣＴ或ＭＲＩ证实为２３例，其中包括单纯室
管膜下出血６例，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合并白质损伤
１３例，脑实质出血３例，脑发育不良１例。
２１　室管膜下出血超声表现　可在尾状核沟区见到
强回声出血灶向侧脑室内凸出，未破入侧脑室的出血

灶边缘光滑，回声增强；出血量较多破入脑室时可见出

血灶边缘不清晰，侧脑室内见稍强回声光点沉积。３２
例单纯室管膜下出血病灶随访中６例出现液化，呈厚
壁囊腔样改变。

２２　脑室周围白质受损超声表现　探及侧脑室周围
白质区域光点增粗、回声增强，强度类似于脉络丛回声

强度，以侧脑室前角、后角周围最多见。

２３　脑室内出血超声表现　侧脑室是否增宽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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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室内出血量的多少，出血量较少时仅可探及患侧脉

络丛增宽，并见斑块状强回声附着；当出血量较多时，

侧脑室增宽并内可见稍强回声光点沉积于后角。

２４　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超声表现　脑室周围脑
室内出血包括了室管膜下出血和脑室内出血。２９个
病例中有４例由于出血量大，出现梗阻性脑积水，其中
３例由于家庭原因放弃治疗，经颅超声显示脑积水持
续加重，脑室明显增宽，脑实质受压，白质软化，白质区

域出现数个小囊性暗区（见图１）；１例患儿于 ＣＴ引导
下行侧脑室置管引流，２ｄ后出现脑积水引流不畅症
状，经颅超声探查发现由于脑积水减少，引流管位置发

生偏移，在超声引导下适当调整引流管位置，使其引流

通畅（见图２），随后多次复查脑积水未见继续加重，患
儿临床症状渐趋于好转。

　　注：脑室明显扩张，脑室周
围可见多个囊腔形成（箭头所

示）。

图１　梗阻性脑积水并脑室
周围白质软化

注：　　脑室内可见引流管强回
声（箭头所示）。

图２　经前囟侧脑室置管引
流

２５　脑实质出血超声表现　出血灶呈团块状强回声，
脑中线可出现不同程度向健侧偏移。本组３例脑实质
出血病灶均经ＭＲＩ证实，其中１例出血量较多且合并
脑结构异常，脑中线明显偏移（见图３）。

　　注：图３Ａ示经颅超声可见脑中线向左侧偏移，颅内可见多处强回
声出血团（箭头所示）；图３Ｂ示 ＭＲＩＴ１ＷＩ显示脑出血灶位置（箭头所
示）；图３Ｃ示ＭＲＩＴ２ＷＩ显示患儿右侧颞叶侧脑室后角区合并脑发育畸
形（箭头所示）。

图３　脑实质内出血
２６　脑发育不良超声表现　本组１例脑发育不良患
儿肢体外观发育未见明显异常，但头围小，前额塌陷，

囟门细窄，骨缝重叠。超声检查可见脑回宽大，脑沟较

浅，由于脑白质发育不良造成侧脑室增宽、变形（见图

４）。

　　注：图４Ａ示经前囟矢状面超声图像，可见脑白质容积小致脑室增
宽变形；图４Ｂ示该患儿ＭＲＩ图像显示脑外间隙增宽，证实脑发育不良。

图４　脑发育不良

３　讨　论
　　早产儿的脑损伤增加了患儿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
的风险［１２］，极大影响了患儿及家人的生存质量，尽早

诊断并合理治疗，是改善患儿后遗症状的关键。本组

数据中仅有８例患儿出生后表现出囟门饱满、频发抽
搐的临床症状，这是由于新生儿颅缝未闭合，大脑皮层

呈抑制状态，因而大多数早产儿脑损伤无明显症状［３］，

因此需要影像检查帮助早期诊断。ＣＴ和 ＭＲＩ由于具
有较高的分辨力和对比度，目前仍是诊断颅内病变最

常用的手段，但由于其仪器庞大，无法实现床旁检测，

且具有检查时间长、噪音大，具有放射性、价格昂贵等

不足，对于不宜搬动的高危患儿，不能早期检查，因此

临床急需一种能实现床旁、无创、可重复和简便的检查

方法。经颅超声检查以新生儿未闭合的囟门和骨缝为

良好的透声窗，图像清晰，可以经床旁、多角度、多层面

的对颅内结构、回声进行探查［４］，有效地解决了新生儿

颅脑损伤的早期诊断问题，有利于尽早的临床干预。

脑出血是早产儿脑损伤的主要形式，本研究诊断

发现的９８例脑损伤早产儿中，发生脑出血的患儿为
６９例，发生率３１．７％（６９／２１８），占所有发生脑损伤患
儿的７０％（６９／９８），患儿是否出现神经系统后遗症及
程度如何，取决于出血的范围和部位。早产儿的颅内

出血大多发生在室管膜下区，与生发基质血管床的不

成熟有很大关系［５］，出血量大时可以破入脑室，若无及

时进行临床干预，可由于脑脊液蛋白水平高，红细胞增

多等原因造成脑室系统梗阻，导致脑脊液循环通路不

畅，造成梗阻性脑积水［６］。有研究表明［７］，超声在诊

断颅内出血中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优于 ＣＴ检
查，与本组数据相符。此外我们诊断脑室周围白质受

损患儿共５４例，脑室周围白质损伤是早产儿特征性脑
损伤形式之一［８］，主要是由于早产儿的分支血管发育

不成熟，加上该区域处于相对高代谢状态，缺氧缺血后

易对该区白质造成损伤［９］。经颅超声是诊断早期白质

损伤的特异性诊断手段之一［１０］，我们研究发现早期白

质受损仅表现为白质回声增强、增粗，接近脉络丛回声

强度，考虑为损伤早期轴突水肿所致，在诊断中应注意

与早产儿含水量较多的正常白质相鉴别，应两侧对照、

动态观察，以免将白质损伤的诊断扩大化。出现白质

损伤的患儿应动态随访，部分较轻的损伤可自行好转，

若出现大面积白质软化，提示预后不佳，当损伤进一步

发展，可造成受损白质局部凝固坏死并液化，造成细胞

的缺失，经颅超声检查表现为典型的囊（下转第１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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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高血压患者的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结果分析
张艳

摘要：目的　应用经颅多普勒超声（ＴＣＤ）探讨高血压病各期患者颅内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评价经颅多普勒对
高血压病的诊断价值。方法　利用ＴＣＤ技术检测１９６例高血压患者的脑动脉（颈内动脉系统及椎基底动脉系
统）血流的改变及频谱的形态，分析其脑动脉血流各项指标变化。结果　１９６例高血压患者中１８０例可见一支或
数支血管的改变，高血压各组 ＴＣＤ总异常率９１．８％。１９６例高血压患者中脑血管痉挛病例９３例，占总病例数
４７．４％；脑供血不足病例６９例，占总病例数３５．２％；１８例脑血管狭窄，占总病例数９．２％；脑动脉硬化１１８例，占
总病例数６０．２％。Ⅱ期和Ⅲ期高血压患者的脑血流异常率（分别为９３．４％，１００％）显著高于Ⅰ期高血压病例
（８３．０％，Ｐ均＜０．０１）；Ⅱ期和Ⅲ期高血压脑血流异常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异常血流变化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１）。结论　ＴＣＤ可反映高血压患者颅内动脉病变程度，判断血管弹性及血流动力学变
化，为临床提供有价值诊断依据。

关键词：经颅多普勒超声；高血压；脑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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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ｉｎｓｔａｇｅＩＩａｎｄＩＩ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９３．４％，１０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ｓｔａｇｅ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８３．０％，Ｐ＜０．０１）；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ｉｏ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ｇｅⅡ ａｎｄⅢ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
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ＣＤｃ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ｌａｓ
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ｓｔａｔｕ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Ｄｏｐｐｌｅ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ｅｓ

　　高血压病是我国人群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首位危
险因素。该病是临床常见病，近年来发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切可引起严重的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威胁人

类健康和生命。脑动脉是最早、最易受累的血管［１２］，

早期患者由于缺乏明确的神经系统体征，ＣＴ或 ＭＲＩ
检查多无异常发现。经颅多普勒（ＴＣＤ）能客观反映高
血压病各期颅内血管血流动力学状态。本文通过对

１９６例高血压病患者检测资料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经ＴＣＤ检测并同时做 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的高血压患者
１９６例，其中男性１３２例，女性６４例，年龄３０～８２岁，
平均５５岁，病史６个月 ～３０年不等。高血压诊断标
准采用国际统一标准，动脉血压≥１８．７０ｋＰａ／１２．００
ｋＰａ，高血压Ⅰ期６５例，Ⅱ期７６例，Ⅲ期５５例。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德国 ＤＷＬＴＣＤ双通道诊断仪，
２ＭＨｚ探头经颞窗探测双侧大脑中动脉（ＭＣＡ）、大脑
前动脉（ＡＣＡ）、大脑后动脉（ＰＣＡ），经枕窗检测椎动
脉（ＶＡ）、基底动脉（ＢＡ），获得最佳多普勒信号，储存
并记录血流速度、脉动指数（ＰＩ）、阻力指数（ＲＩ）、Ｓ／Ｄ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功能科ＴＣＤ室

值及频谱形态，进行统计学处理。

１３　诊断标准　采用深度及血流速度参照华扬《实用
颈动脉与颅脑血管超声诊断学》和顾慎为《经颅多普

勒检测与临床》。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组间比较用χ２检验和ｔ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１９６例高血压患者ＴＣＤ检测有１８０例可见一支或
多支血管血流速度改变或伴有频谱形态、ＰＩ等改变，
总异常率达９１．８％，详见表１。
２１　脑血管痉挛　１９６例高血压患者中有９３例，占
４７．４％。ＴＣＤ主要表现多支或单支血管血流速度增
高，声调高尖，频窗缩小，收缩峰顶正常或园钝，ＰＩ、ＲＩ、
Ｓ／Ｄ值均在正常范围，以大脑中动脉发生率最高，以双
侧血管痉挛为主，年轻患者比较多见。血流速度增高

依次为ＭＣＡ＞ＡＣＡ＞ＢＡ＞ＰＣＡ＞ＶＡ，可能是高血压早
期的病理改变，多属于高血压病Ⅰ～Ⅱ期。
２２　脑供血不足　１９６例中有 ６９例，占 ３５．２％。
ＴＣＤ主要表现为多支或单支血管出现血流速度减低，
波形低平，频窗增大，声调低沉，多数伴有脑动脉硬化

的波形。最常见于椎基底动脉系统，高龄、高危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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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多支或广泛脑供血不足。

２３　脑动脉硬化　１９６例中有１１８例出现脑动脉硬
化频谱形态改变，峰时后移或高阻力波形，ＰＩ、ＲＩ、Ｓ／Ｄ
增高，占总病例数６０．２％，脑动脉硬化与病程与年龄
呈正相关［２３］。

２４　脑动脉狭窄　１８例出现异常高流速，脑动脉硬
化波形，频谱充填伴频谱紊乱，基线两侧对称性分布吹

风样或踏雪样杂音，有节段性血流变化。

表１　１９６例高血压患者的ＴＣＤ检测结果（ｎ，％）

分期 例数 脑动脉痉挛 脑供血不足 脑动脉硬化 脑动脉狭窄 正常

Ⅰ期 ６５ ４６（７０．７） ８（１２．３） ０ ０ １１（１６．９）
Ⅱ期 ７６ ３５（４６．１）ａｂ ３１（４０．７）ａｂ ６３（８２．８）ａｂ ５（６．６）ａｂ ５（６．６）ａｂ

Ⅲ期 ５５ １２（２１．８）ａ ３０（５４．５）ａ ５５（１００．０）ａ １３（２３．６）ａ ０ａ

总计 １９６ ９３（４７．４） ６９（３５．２） １１８（６０．２） １８（９．２） １６（８．２）

　　注：Ⅱ、Ⅲ期高血压患者与Ⅰ期比较，ａＰ＜０．０１，Ⅱ期与Ⅲ期比
较，ｂ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自从ＴＣＤ问世以来，脑血管的无创检查手段已得
到改进，ＴＣＤ得以进入颅内直接获得脑血管多普勒信
号，为高血压患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血流动力学资料。

高血压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周围动脉阻力与心排血量间

平衡失调，全身小动脉痉挛引起周围血管阻力增高，或

周围血管阻力虽正常，但对增高的心排血量来说在相

对增加的情况下发生高血压。所以高血压的主要病理

变化是动脉的病变，脑血管是最早、最易受累的血管之

一。

高血压的病变发展分３个时期：机能紊乱期，动脉
病变期（细动脉硬化、肌型小动脉硬化、大动脉硬化）

及内脏病变期［４］。而不同时期的高血压患者其脑血管

的病理变化不同，血流动力学也不同，脑部神经系统症

状亦不同。ＴＣＤ检查结果与高血压病的临床病期密切
相关［５］。高血压初期引起的动脉病变是全身小动脉痉

挛，常无明显病理形态变化。以高血压病程短，年龄较

轻者为主。ＴＣＤ检测主要表现为多支或单支血管的高
流速，其他参数均正常。此时是一种功能性改变，往往

是可逆的。通过采取合理的治疗措施（使用钙离子拮

抗剂或阻断 α受体，以及５羟色胺阻滞剂类药物，扩
张血管），使周围血管痉挛解除，病情得到好转。因此

影响脑血流因素不仅取决于血管痉挛的程度和范围，

也取决于脑血管的自动调节能力及循环情况。如果血

压持续增高，全身小动脉特别是脑血管持续痉挛，造成

小动脉内皮下平滑肌纤维发生玻璃样变，或小动脉内

皮下出现纤维素样变形，动脉内膜增厚、变硬、管腔狭

窄，引起脑部血管血流动力学改变，产生缺血性或出血

性脑血管疾病。ＴＣＤ检测表现为血流速度减低伴有频
谱形态改变（峰时后移或高阻力波形），ＴＣＤ一般诊断
为脑动脉硬化和脑供血不足。随着脑动脉硬化的加

重，脑血流量和脑代谢率相应的递减［６］。这多见于高

血压病中年龄偏大、病程较长、血压中度升高及血压控

制不理想的患者，此时患者已达到高血压Ⅲ期。高阻
力波形是此期高血压重度脑动脉硬化特有的 ＴＣＤ特
征。研究表明血压水平与脑血管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异

常变化密切相关，高血压可导致血管功能和结构的变

化［７］。高血压引起的结构损害主要发生于阻力血管，

持续的血压升高，使脑血管阻力增加，脑血流量减少，

进一步证实了脑动脉硬化及损害的严重程度［８］。

ＴＣＤ检测示单支血管血流速度明显增高，频谱形
态改变伴有涡流或湍流，出现节段性血流变化，提示血

管狭窄，严重狭窄病例由于Ｗｉｌｌｉｓ环已不存在，可测得
ＡＣＡ和／或ＰＣＡ出现反向血流。许多脑血管病发病前
期血管血流动力学参数的改变常早见影像学上的改

变［９］。特别是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诊断，ＴＣＤ明显优
于ＣＴ，它可以及时准确地判断某一动脉的高度狭窄和
闭塞，同时可以反映出动脉硬化的程度，ＴＣＤ对脑动脉
硬化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为１００％，可以代替临床上
依靠患者的症状、体征、脑部 ＣＴ及眼底检查等为脑动
脉硬化的诊断提供客观依据。本文１９６例患者 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结果示：Ⅰ期高血压 ＣＴ或 ＭＲＩ异常率为０，
Ⅱ期异常率为６．６％，Ⅲ期异常率高达２３．６％。由于
各支动脉硬化的程度不一，通常椎基底动脉硬化发生
早于颈内动脉系统，动脉硬化导致深穿支动脉梗死，头

颅ＣＴ或ＭＲＩ多表现为基底节区腔隙性梗塞，其次为
放射冠区、枕叶、顶叶、颞叶、额叶区，往往呈多发性。

少数患者行ＭＲＡ检查提示有血管局限性狭窄，与ＴＣＤ
诊断相符。

ＴＣＤ具有无创伤性、简单易行、可重复操作等优
点，既科学又经济，病员易接受，直接探测可靠的血管

参数［１０］，是ＣＴ、ＭＲＩ、ＤＳＡ、ＰＥＴ、ＳＰＥＴ无法替代的检测
手段，成为影像诊断的重要佐证。并对能引起血流动

力学变化情况的因素进行分析［１１］。ＴＣＤ可早期发现
高血压病患者脑血流动力学情况，确定血流异常程度，

及早明确诊断、合理治疗，预防并发症中风的发生。
同时亦可预测全身血管血流动力学情况，间接了解其

它靶器官———心、肾、眼的血供情况，指导高血压的综

合治疗，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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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影像·

ＭＳＣＴＰ与内镜检查诊断肝硬化合并
食管胃静脉曲张的比较

郑盛，唐映梅，杨晋辉，尤丽英

摘要：目的　探讨经多层螺旋ＣＴ门静脉成像（ＭＳＣＴＰ）与消化内镜检查评估肝硬化并食管胃静脉曲张有无、分
型、分级的一致性。方法　前瞻性分析临床诊断为肝硬化的患者１８４例，４周内先后行消化道内镜及腹部ＭＳＣＴＰ
检查，观察食管、胃有无静脉曲张并进行分型、分级。以内镜结果作为金标准，对 ＭＳＣＴＰ与内镜判断食管胃静脉
曲张的有无、分型、分级行Ｋａｐｐａ一致性检验，并计算ＭＳＣＴＰ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ＥＧＶ）的敏感度、特异度、一致
率、Ｙｏｕｄｅｎ指数。结果　内镜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阴性５４例，阳性１３０例；食管胃静脉曲张分型为：ＧＯＶ１型９０
例、ＧＯＶ２型３８例、ＩＧＶ１型２例。ＭＳＣＴＰ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阴性５０例，阳性１３４例；食管胃静脉曲张分型为：
ＧＯＶ１型９２例、ＧＯＶ２型３６例、ＩＧＶ１型６例。ＭＳＣＴＰ发现内镜未诊断的４例ＩＧＶ１型静脉曲张，其ＭＳＣＴＰ表现为
胃黏膜下孤立存在的胃静脉曲张。ＭＳＣＴＰ与内镜ＥＧＶ诊断结果一致性较高，Ｋａｐｐａ＝０．７３２，Ｐ＜０．０１；ＭＳＣＴＰ诊
断ＥＧＶ的敏感度９３．８％，特异度７７．８％，一致率８９．１％，Ｙｏｕｄｅｎ指数７１．６％。ＭＳＣＴＰ与内镜 ＥＧＶ的分型及分
级结果一致性均较高，Ｋａｐｐａ值分别为０．７４３和０．７６３，Ｐ值均 ＜０．０１。结论　ＭＳＣＴＰ诊断肝硬化合并食管胃静
脉曲张的有无、分型、分级，与消化内镜有较高的一致性。对于诊断胃静脉曲张，ＭＳＣＴＰ优于内镜。
关键词：肝硬化；食管和胃静脉曲张；体层摄影术；Ｘ线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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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内镜被认为是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ｅｓｏｐｈ
ａｇｅａｌａｎｄｇａｓｔｒｉｃｖａｒｉｃｅｓ，ＥＧＶ）的金标准［１］，但其只能

用于观察黏膜层静脉曲张，而对于食管或胃周围静脉

曲张则无法观察，并且内镜检查为侵入性检查，患者较

为痛苦［２］。多层螺旋 ＣＴ门静脉成像（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ＣＴ
ｐｏ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ＳＣＴＰ）及其后处理技术不仅能清楚地显
示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食管及其主要侧枝血管的部

位、形态、程度及空间毗邻关系，还可以发现黏膜下静

脉曲张、食管及胃周静脉曲张，减少内镜检查的痛苦及

医源性上消化道出血概率［３］。但目前这２种方法对静
脉曲张显示效果的对比观察资料比较少见［４］。本研究

旨在通过对比 ＭＳＣＴＰ与内镜诊断肝硬化并食管胃静
脉曲张有无、分型、分级的一致性，探讨ＭＳＣＴＰ诊断肝
硬化并食管胃静脉曲张的临床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期间，
在本院就诊经临床症状、体检、实验室检查、彩色多普

勒超声或病理检查等诊断为肝硬化的１８４例患者纳入
研究，其中，男性１４６例，女性３８例；年龄３４～８０岁，
平均（５１±１２）岁。其中肝炎后肝硬化１５６例，酒精性
肝硬化２４例，胰源性肝硬化２例，胆汁淤级积性肝硬
化２例。肝功能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Ａ级６６例，Ｂ级８８
例，Ｃ级３０例。患者于４周内先后行消化道内镜及腹
部６４层螺旋ＣＴ平扫、增强检查及三维重建。排除标
准：ＣＴ检查前已经做过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内镜下
或介入曲张静脉胶体栓塞术、脾切除或行食管、胃部分

切除的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内镜检查　检查前禁饮食８ｈ以上。设备采用

作者单位：６５００１１昆明市，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郑
盛）；６５００００昆明市，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
病中心（唐映梅，尤丽英，杨晋辉）

通讯作者：郑盛，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５２３＠１６３．ｃｏｍ

日本ＯｌｍｐｕｓＧＩＦＩＴ２４０胃镜，观察食管、胃有无静脉曲
张并分型（Ｓａｒｉｎ分型）［５］、分级（参照２００４年中华医学
会消化内镜分会制定的有关食管静脉曲张分级的标

准）［６］。

１３　ＣＴ检查　检查前患者禁饮食６～８ｈ。扫描前口
服白开水６００～１０００ｍｌ作为阴性对比剂，充盈胃肠
道。设备采用 ＧＥ６４层扫描仪，从气管分叉至髂骨翼
上缘水平进行扫描。由高压注射器经前臂静脉以

３．０～３．５ｍｌ／ｓ注射对比剂碘普胺（３００ｍｇＩ／ｍｌ）１．５
ｍｌ／ｋｇ体质量，总量为８０～１００ｍｌ，延迟５５～６５ｓ行门
静脉期扫描。扫描参数：管电压 １２０ｋＶ，管电流 ３５０
ｍＡｓ，层厚５ｍｍ，螺距０．９８４，Ｘ线管旋转速度０．５ｓ／
周。重组层厚１．２５ｍｍ，重组间隔。将所得的图像传
至ＧＥＡＤＷ４．３图像后处理工作站，采用 ＭＰＲ、ＭＩＰ、
ＶＲ和多平面容积重建（ＭＰＶＲ）等后处理技术对门静
脉系统及曲张的食管胃静脉重建，然后观察有无食管

胃底静脉曲张，对阳性者进行分型（Ｓａｒｉｎ分型）和分级
（Ｋｉｍ分级）［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包，以
内镜结果作为金标准，对 ＭＳＣＴＰ与内镜 ＥＶＧ判断的
有无、分型、分级行 Ｋａｐｐａ一致性检验，Ｋａｐｐａ＞０．７０
时，认为一致性较高；并计算ＭＳＣＴＰ诊断 ＥＧＶ的敏感
度、特异度、一致率、Ｙｏｕｄｅｎ指数。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内镜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阴性 ５４例、阳性 １３０
例，ＭＳＣＴＰ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阴性５０例、阳性１３４
例。内镜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分型：ＧＯＶ１型９０例、
ＧＯＶ２型３８例、ＩＧＶ１型２例；检出红色征５８例，门静
脉高压性胃病７８例，慢性浅表性胃炎４８例，胃溃疡８
例。ＭＳＣＴＰ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分型为：ＧＯＶ１型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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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ＧＯＶ２型３６例、ＩＧＶ１型６例。ＭＳＣＴＰ发现内镜未
诊断的４例 ＩＧＶ１型静脉曲张，其 ＭＳＣＴＰ表现为胃黏
膜下孤立存在的胃静脉曲张（图１，见封三）。ＭＳＣＴＰ
与内镜ＥＧＶ诊断结果一致性较高，Ｋａｐｐａ＝０．７３２，Ｐ＜
０．０１；ＭＳＣＴＰ诊断 ＥＧＶ的敏感度 ９３．８％，特异度
７７．８％，一致率８９．１％，Ｙｏｕｄｅｎ指数７１．６％。ＭＳＣＴＰ
与内镜ＥＧＶ的分型及分级结果一致性较高，Ｋａｐｐａ值
分别为０．７４３和０．７６３，Ｐ值均＜０．０１（见表１、表２）。
表１　ＭＳＣＴＰ与内镜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分型结果比较（例）

内镜
ＭＳＣＴＰ

无 ＧＯＶ１型 ＧＯＶ２型 ＩＧＶ１型 ＩＧＶ２型 合计

无 ４２ ４ ４ ４ ０ ５４
ＧＯＶ１型 ８ ８０ ２ ０ ０ ９０
ＧＯＶ２型 ０ ８ ３０ ０ ０ ３８
ＩＧＶ１型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ＩＧＶ２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５０ ９２ ３６ ６ ０ １８４

表２　ＭＳＣＴＰ与内镜诊断食管胃静脉曲张分级结果比较（例）

内镜
ＭＳＣＴＰ

阴性 Ⅰ级 Ⅱ级 Ⅲ级 合计

阴性 ４８ ４ ４ ０ ５６
轻度 ４ １２ ２ ０ １８
中度 ４ ０ ２２ ８ ３４
重度 ０ ２ ２ ７２ ７６
合计 ５６ １８ ３０ ８０ １８４

３　讨　论
　　当门静脉高压发生时，门静脉回流障碍，胃左、胃
短静脉发生逆流，食管下段和胃底静脉产生扩张及扭

曲，可明显突出于腔内［８９］。内镜检查不仅能在直视下

发现食管胃底有无静脉曲张、出血部位、病变性质、黏

膜色泽等变化，也能了解静脉曲张的程度、范围、近期

有无出血的危险［１０］。ＭＳＣＴＰ检查是利用多层螺旋ＣＴ
扫描范围广、速度快、数据各向同性的特点，采集上腹

部及食管下段门静脉期薄层扫描数据并进行工作站的

重建，提供门静脉系统血管及侧支曲张血管走行、分

布、位置等详细信息。

本研究结果显示，ＭＳＣＴＰ与内镜诊断ＥＧＶ有较高
的一致性，Ｋａｐｐａ值＞０．７０。另外，ＭＳＣＴＰ与内镜诊断
ＥＧＶ的Ｓａｒｉｎ分型也具有较高的一致性（Ｋａｐｐａ＝０．
７４３）；同时，ＭＳＣＴＰ检查对 ＩＧＶ１的检出率（６／１８４）高
于胃镜（２／１８４），ＭＳＣＴＰ检出了内镜未发现的４例孤
立存在的胃底静脉曲张，此４例胃底静脉曲张发生在
胃黏膜下。因此，ＭＳＣＴＰ可以发现黏膜层以外的曲张
静脉，显示其与胃壁的关系，内镜则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此外ＭＳＣＴＰ与内镜在诊断 ＥＶ分级上一致性高
（Ｋａｐｐａ＝０．７６３），同时ＭＳＣＴＰ与胃镜ＥＶ分级检出率
有一定差异，阴性检出率（５６／１８４）和轻度检出率（１８／
１８４）二者相当，中度检出率内镜（３４／１８４）高于ＭＳＣＴＰ
（３０／１８４），重度检出率ＭＳＣＴＰ（８０／１８４）高于内镜（７６／
１８４）。造成检出率不同的原因可与内镜划分中度 ＥＶ
时以管径为３～６ｍｍ的范围有关；另外，内镜缺乏精
准的测量仪器区分食管静脉曲张中、重度分级。本研

究中，ＭＳＣＴＰ诊断假阳性８例，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黏
膜下静脉曲张程度较轻，未突入管腔导致胃镜未检出。

ＭＳＣＴＰ诊断假阴性者８例，原因可能为ＭＳＣＴＰ中观察
到的食管黏膜层点状影仅见于不连续的１～２个层面，
而未诊断为曲张静脉。

胃静脉曲张尤其是胃底静脉曲张出血是一种致命

的并发症，出血患者的病死率接近３０％［１１］。绝大多数

的胃底静脉曲张出血来自黏膜下曲张静脉，使区别黏

膜下和胃壁周的静脉曲张在临床上特别重要。内镜

下，轻度黏膜下静脉曲张颜色正常，并被正常黏膜所覆

盖，有时很难与增厚的胃皱襞鉴别。经脾门静脉造影、

经肝穿刺门静脉造影可以清楚地显示门静脉系统及侧

支血管，但均不能明确血管与黏膜之间的关系［１２］。

ＭＳＣＴＰ采集时间短，活动伪影少，空间分辨率高，可以
清晰显示小血管，在饮水充盈胃腔后，这些优势有助于

鉴别黏膜下和胃周静脉曲张。在 ＭＳＣＴＰ重建图像上
可以清楚地辨别累及不同胃壁层次的曲张静脉。

ＭＳＣＴＰ在胃部静脉曲张检查方法中更占优势的原因
还在于胃腔充盈以后体积较大，与食管相比图像更容

易观察，且胃曲张静脉离门静脉主干更近，便于观察曲

张静脉的走行和范围。此外 ＭＳＣＴＰ还可明确这些曲
张静脉的来源及引流血管，为外科手术的顺利实施提

供影像指导。

总之，在食管静脉曲张检查方面ＭＳＣＴＰ与内镜效
果相当，对于胃静脉曲张 ＭＳＣＴＰ效果略优于胃镜。
ＭＳＣＴＰ提供的曲张静脉形态、走行、位置等的详细信
息对临床治疗手段的选择及治疗效果的评价很有帮

助。ＭＳＣＴＰ结合内镜检查对门静脉高压患者的诊断
和治疗将提供更详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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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述·

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中的研究新进展
叶柳青，丁金旺，王增，潘姿女，徐笑红

关键词：人附睾蛋白４；子宫内膜肿瘤；肿瘤标记物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３３　Ｒ７３０．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２９０３

　　子宫内膜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ＥＣ）又称为子
宫体癌，病变来源于子宫内膜腺体，是女性生殖系统三

大恶性肿瘤之一，占所有妇科恶性肿瘤的 ２０％ ～
３０％，近２０年来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１］。据美国

统计资料显示，大约７０％的子宫内膜癌可以在早期阶
段就能得到诊断，因而预后良好，但是晚期发现则预后

十分不理想［２］。目前诊断或监测子宫内膜癌的主要根

据依旧是临床症状（如子宫出血、阴道排液）及影像学

检查（如盆腔超声及 ＣＴ），但这些手段均不敏感，往往
发现时已为中晚期。分段诊刮是临床上确诊子宫内膜

癌最常用、最有价值的方法，但该法属有创操作，存在

一定风险。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能为子宫内膜癌

患者提供疾病早期诊断、预后评估及复发监测的可靠

标志物。癌抗原１２５（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是目
前子宫内膜癌患者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但仅有１１％ ～
３３％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表现为癌抗原１２５水平升高，
并且在许多良性妇科疾病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升高［３］，

因而在子宫内膜癌的临床应用中受到了限制。人附睾

蛋白４（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是近年发现
的一种新型肿瘤标志物，在正常组织及良性肿瘤中不

表达或低表达，但在妇科恶性肿瘤中呈高表达，目前已

被ＦＤＡ批准广泛应用于卵巢癌的早期筛查及鉴别诊
断［４６］。近年来有文献报道，人附睾蛋白４也可有效地
用于子宫内膜癌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价、预后判断及复

发转移监测等方面［３４，７］，本文将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

最新成果进行综述。

１　人附睾蛋白４基因及表达产物
　　人附睾蛋白 ４基因最早是在 １９９１年由德国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等学者通过ｃＤＮＡ筛查方法从人的附睾中克
隆发现的，基因定位在染色体２０ｑ１２ｑ１３．１，全长１２ｋｂ
左右，由５个外显子和４个内含子组成［２］。

人附睾蛋白４基因编码一种酸性小分子分泌型糖
蛋白，该蛋白富含半胱氨酸，属于乳清酸蛋白（ｗｈｅｙａ
ｃｉｄ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ＷＡＰ）基因家族，其分子结构中包含特征
性ＷＡＰ结构域，该结构域是以８个半胱氨酸为特点的
４个二硫键为核心的（ｆｏｕｒｄｉｓｕｌｐｈｉｄｅｃｏｒｅ，４ＤＳＣ）近５０
个氨基酸组成的保守序列，与细胞外蛋白酶抑制剂有

很高的同源性，因此，人附睾蛋白４又称为 ＷＡＰ４二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２２杭州市，浙江省肿瘤医院检验科（叶柳青，徐
笑红）；药剂科（王增）；３１００２２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肿瘤外科（丁金旺）；３２３４００浙江省松阳县人
民医院妇产科（潘姿女）

通讯作者：徐笑红，Ｅｍａｉｌ：ｚｊｈｚｘｘｈ＠１６３．ｃｏｍ

硫化物核心结构域 ２（ＷＡＰｆｏｕｒ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ｃｏｒｅｄｏｍａｉｎ
２，ＷＦＤＣ２）［２，８］。

应用实时定量 ＰＣＲ技术研究发现，生理状态下，
人附睾蛋白４主要在附睾、气管及肺组织中高表达，在
前列腺、子宫内膜及乳腺组织中呈中等表达，但在结

肠、卵巢、肝脏、外周血细胞及骨骼肌系统中不表达或

少量表达［２］。对于健康人群而言，血清人附睾蛋白４
表达水平随年龄增高而逐渐升高，与年龄呈显著正相

关［９］。

２　人附睾蛋白４的功能与作用机制
　　目前还未完全明确人附睾蛋白４的生理功能。在
ＷＡＰ结构域中有一个抑制性的环结构，该环结构可以
通过插入到蛋白酶活性结构以达到抑制蛋白酶的功

能，人附睾蛋白４虽然含有类似的结构，但是至今仍未
能证实其有蛋白酶抑制的功能。早前有研究发现，人

附睾蛋白４与泌尿生殖道系统分泌物中的细胞外蛋白
酶抑制剂极为相似，且在男性生殖系统上皮细胞的内

质网中合成，因此推断人附睾蛋白４可能与精子成熟
密切相关［８］。分泌性白细胞蛋白酶抑制剂（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ｐｒｏｔｅ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ＬＰＩ）和肺弹性蛋白酶抑制
剂（ｅｌａｆｉｎ）是ＷＡＰ家族中研究最多的２种蛋白酶抑制
剂，它们分别包含了 ２个和 １个 ＷＡＰ结构域。Ｓｃｏｔｔ
等［１０］研究认为，ｅｌａｆｉｎ和 ＳＬＰＩ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抑制
炎性细胞分泌的蛋白酶，并参与呼吸系统的固有免疫

机制，而人附睾蛋白４包含２个 ＷＡＰ结构域，推测人
附睾蛋白４可能发挥免疫调节的作用［８］，但目前尚缺

乏相关的直接证据。

在肿瘤形成方面，有文献报道［１１］人附睾蛋白４在
多种恶性肿瘤如浆液性卵巢癌、支气管肺（腺）癌、子

宫内膜癌、乳腺癌、胃癌等组织中高表达，随后通过基

因杂交技术的研究发现，人附睾蛋白４与这些部位肿
瘤的发生发展存在相关性。有学者通过免疫印记技术

发现女性苗勒上皮细胞中的人附睾蛋白４高表达，而
苗勒化生极可能是演变为卵巢癌的重要一步。Ｚｏｕ
等［１２］通过 ＲＮＡ干扰技术阻止卵巢癌 ＣａｏＶ３和 ＳＫ
ＯＶ３．ｉｐｌ细胞系中人附睾蛋白４基因表达，结果发现，
人附睾蛋白４基因不表达后可阻止细胞周期的进程，
阻止细胞从 Ｇ０／Ｇ１期发展为 Ｓ期，并抑制细胞的增
殖、迁移和入侵。相反，Ｌｉ等［８］利用转染及克隆技术

构建人附睾蛋白４子宫内膜癌细胞系及大鼠模型，通
过研究发现，扩增的人附睾蛋白４不仅显著增强了细
胞增殖、基质浸润及肿瘤克隆形成的能力，而且明显促

进了大鼠移植瘤的生长。因此，人附睾蛋白４基因的
异常表达可能在肿瘤的演变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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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附睾蛋白４参与肿瘤形成的具体通路目前仍不
甚明确，研究初步显示可能与其激活核转录因子ｋａｐ
ｐａＢ（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ｋａｐｐａＢ，ＮＦκＢ）的信号转导通路、
促进 ＥＧＦＲ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ＭＡＰＫ）信号转导通路中的磷酸化有
关［１３］。

３　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中的价值
３１　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状况　目
前已有大量文献报道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组织
及血清中高表达。Ｇａｌｇａｎｏ等［１１］在２００６年就通过芯
片技术及免疫组化方法分析发现，１６例子宫内膜癌组
织中接近９０％存在人附睾蛋白４的表达，其中１１例高
表达，３例弱表达，仅２例不表达。Ｌｉ等人［８］的研究则

显示，人附睾蛋白４不仅在子宫内膜癌细胞系中高表
达，而且还可促进癌细胞的增殖、浸润。Ｂｉｇｎｏｔｔｉ等［１４］

联合应用实时定量 ＰＣＲ及组织芯片技术，通过研究
１９９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和５５例健康对照组的人附睾
蛋白４表达状况后发现，子宫内膜癌组织中人附睾蛋
白４ｍＲＮＡ和人附睾蛋白４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Ｐ＜０．０００１，Ｐ＜０．０３），研究还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了
１３８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和７６例正常对照组血清中人
附睾蛋白４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两组血清中人附睾
蛋白４中位水平分别为８３ｐｍｏｌ／Ｌ和３８ｐｍｏｌ／Ｌ，且不
论临床期别和分化级别，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００１）。国内杨彩虹等［１５］进一步研究子宫内膜

癌患者组织和血清中人附睾蛋白４表达的相关性，结
果表明，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组织及血清中的
表达水平均较正常或良性对照组显著升高（Ｐ＜
０．００１），而且子宫内膜癌组织中人附睾蛋白４的表达
与血清人附睾蛋白４水平呈显著正相关（ｒｓ＝０．６８６，Ｐ
＜０．００１），说明血清人附睾蛋白４水平能代表子宫内
膜癌组织中人附睾蛋白４的表达状况。随后的大量研
究也进一步证实，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患
者中显著高表达，并且其表达水平能有效反映子宫内

膜癌临床进展情况［３４，７］。上述研究提示血清人附睾蛋

白４可以作为子宫内膜癌的标志物。这也进一步证实
人附睾蛋白４参与了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和发展。
３２　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诊断中的临床
意义　人附睾蛋白４是一种小分子分泌性蛋白，其相
对分子质量仅为 ２５ＫＤａ，远小于相对分子质量为
２００～１０００ＫＤａ的癌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１６］，因此推测
人附睾蛋白４在妇科早期恶性肿瘤中比癌抗原１２５更
容易分泌进入外周血。文献也报道［１４１５］，子宫内膜癌

患者血清人附睾蛋白４水平与组织人附睾蛋白４表达
状况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并且血清采集相对于组织获

取而言更加便捷有效，因此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
内膜癌中的诊断价值便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Ｂｉｇｎｏｔｔｉ等［１４］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了
１２７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和７１例正常健康对照人群的
血清后发现，在特异性同为９５％时，人附睾蛋白４和
癌抗原１２５单独检测对子宫内膜癌的诊断敏感性分别
为６７％和３０％，两者联合检测仅能少许提高敏感性达

６８％。Ｏｍｅｒ等［７］应用颗粒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研究

子宫内膜癌患者血清人附睾蛋白４表达状况，设定界
值为５９．７ｐｍｏｌ／Ｌ时，人附睾蛋白４对子宫内膜癌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７５％、６５．５％，显著高于其他
肿瘤指标（如 ＣＡ１２５、ＣＥＡ及 ＳＡＡ等），四者联合诊
断则能将敏感性提高到８４％。与此类似，Ａｎｇｉｏｌｉ［１７］采
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血清人附睾蛋白４水平，并将血清人
附睾蛋白４设定为７０ｐｍｏｌ／Ｌ和 １５０ｐｍｏｌ／Ｌ两个界
值，统计发现其敏感性分别为５９．４％和３５．６％，特异
度均为１００％，而血清癌抗原１２５对子宫内膜癌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只有１９．８％、６２．１４％，两者联合诊断并
未比单用人附睾蛋白４明显增加敏感性（６０．４％ ｖｓ．
５９．４％），因此Ａｎｇｉｏｌｉ推荐人附睾蛋白４的界值为７０
ｐｍｏｌ／Ｌ。国内赵灵琴［１８］等进一步采用受试者特征曲

线下面积（ＲＯＣＡＵＣ）的研究显示，人附睾蛋白４和癌
抗原１２５单项检测的 ＲＯＣＡＵＣ值分别为 ０．７３１和
０．５０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两项指标联合
检测的ＲＯＣＡＵＣ值为 ０．７５８，与各单项指标检测相
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此外，Ｌｉ等［２］

研究不同临床ＦＩＧＯ分期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血清人附
睾蛋白４的表达差异后发现，人附睾蛋白４对Ⅰ期和
Ⅱ、Ⅳ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敏感性分别为４８．４％、７１．
４％，ＲＯＣＡＵＣ值分别为０．７６７、０．８３６；对Ⅱ、Ⅳ期子宫
内膜癌患者，联合人附睾蛋白４和癌抗原１２５检测比
单用应用人附睾蛋白４提高ＲＯＣＡＵＣ值（０．８６．６ｖｓ．
０．８３６），而对于Ⅰ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两者联合检测的
ＲＯＣＡＵＣ值并不高于人附睾蛋白４单独检测（０．７６７
ｖｓ．０．７６７）。上述研究表明，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在子
宫内膜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明显优于其他传统肿瘤指

标（如癌抗原１２５、癌胚抗原等），尤其在临床 ＦＩＧＯ分
期偏晚的子宫内膜癌中更具价值。

３３　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疗效观察、预后
判断及复发转移监测中的作用　有研究证实，人附睾
蛋白４水平在卵巢癌治疗后可明显降低。国内杨彩虹
等［１５］应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子宫内膜癌患者血清人附睾
蛋白４在手术前后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子宫内膜癌
组术后血清人附睾蛋白 ４的中位水平明显低于术前
（２３．５２ｐｍｏｌ／Ｌｖｓ．１０５．６７ｐｍｏｌ／Ｌ，Ｐ＜０．０５），随后汤
希凡等［１９］采用更敏感的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人附

睾蛋白４，结果与之类似。这些研究成果均提示血清
人附睾蛋白４的变化有助于判断手术效果及检测病情
是否进展。

目前有大量研究探讨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
膜癌患者预后评估中的价值。国内杨彩虹等［１５］采用

免疫组织化学法和ＥＬＩＳＡ法分别检测子宫内膜癌组织
和血清中的人附睾蛋白４表达状况后发现，人附睾蛋
白４表达与ＦＩＧＯ分期显著正相关。Ｌｉ的研究则认为
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反映子宫内膜癌肌层浸润的深度及
肿瘤的大小。２０１３年发表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
（ＥＮＤＯＭＥＴ）［２０］显示，通过分析３５２例子宫内膜疾病
患者（子宫内膜癌与不典型子宫内膜增生）血清肿瘤

指标（人附睾蛋白４和癌抗原１２５）与子宫内膜癌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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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危预后因素的关系，人附睾蛋白４和癌抗原１２５
均与子宫内膜癌的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肌层浸润

及宫颈受累正相关，而且人附睾蛋白４和癌抗原１２５
表达水平随着ＦＩＧＯ分期增加而不断升高。而肿瘤大
小、肌层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宫颈受累程度及ＦＩＧＯ
分期均与子宫内膜癌的预后密切相关。Ｂｉｇｎｏｔｔｉ等［１４］

及 Ｚａｎｏｔｔｉ等［３］通过多因素分析人附睾蛋白４与预后
的直接关系后发现，高水平的血清人附睾蛋白４是子
宫内膜癌患者较低的总生存、无瘤生存以及肿瘤无进

展生存等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最新发表的一项

研究［２１］也证实，血清人附睾蛋白４不仅能反映子宫内
膜癌患者的预后因子（如ＦＩＧＯ分期、肌层浸润深度），
而且能独立预测无复发生存状况，尤其适用于子宫内

膜样癌亚型。上述研究强烈提示血清人附睾蛋白４水
平可以反映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进展情况和预后。

在对卵巢癌复发及转移监测的研究中，Ａｎａｓｔａｓｉ
等［２２］发现血清人附睾蛋白４比癌抗原１２５提前５～８
个月出现异常表达，提示人附睾蛋白４可作为很好的
预测卵巢癌复发的指标。Ｓａａｒｅｌａｉｎｅｎ等［２３］随后对１４
例转移性子宫内膜癌开展类似研究，多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联合检测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和癌抗原１２５是预
测子宫内膜癌转移的独立因素，其敏感性、特异性、阳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达 ７１．４％、８９．５％、５５．
６％、９４．４％，这说明血清人附睾蛋白４在预测子宫内
膜癌复发或转移方面同样能够具有潜在价值。

４　总结与展望
　　人附睾蛋白４作为一种新型的肿瘤标志物，不仅
是卵巢癌早期筛查及疾病随访的可靠指标，而且也是

子宫内膜癌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价、预后判断及复发转

移监测的潜在血清标记物，具有很大的临床应用前

景［２４２５］。随着后续大规模研究的开展，必将促使人附

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中的临床价值得到更加充分的
论证，同时人附睾蛋白４在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及机制将会得到进一步阐释，这也将为

子宫内膜癌的生物治疗开辟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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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Ａｍ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３，２０９
（２）：１４２．ｅ１６．

［２４］　ＰｒｅｓｌＪ，ＮｏｖｏｔｎｙＺ，ＴｏｐｏｌｃａｎＯ，ｅｔａｌ．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ＨＥ４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ａ
Ｃｚｅｃｈｆｅｍａ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ｐｒｅ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４，３４（１）：３２７３３１．

［２５］　ＪｉａｎｇＳＷ，ＣｈｅｎＨ，ＤｏｗｄｙＳ，ｅｔａｌ．ＨＥ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ｌｉｃｅｖａ
ｒｉａｎｔ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Ｊ］．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２０１３，１４（１１）：２２６５５２２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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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综述·

ＲｈｏＣ、ＩＱＧＡＰ１在肿瘤研究中的进展
唐秋燕，王子安

关键词：ＲｈｏＣ；ＩＱＧＡＰ１；肿瘤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　Ｒ７３０．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３２０３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多种
基因突变积累的复杂过程，是由多个激活的原癌基因、

失活的抑癌基因、变化的有关融合基因，以及一系列信

号转导通路参与完成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

可以引起细胞增殖和凋亡失去控制从而导致肿瘤的发

生。癌细胞的无限增殖和转移是最重要的肿瘤恶性生

物学行为，且血管、淋巴管形成是癌细胞增殖和转移的

基础，大多数癌症患者死于肿瘤的复发和转移，导致死

亡的原因主要是肿瘤转移直接侵犯器官，副肿瘤综合

征，和或治疗引起的并发症，因此明确肿瘤的复发，尤

其是转移机制，可以为肿瘤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一些新

的思考方向和治疗策略。Ｒｈｏ蛋白家族作为小 Ｇ蛋
白，是Ｒａｓ蛋白超家族的一员，具有 ＧＴＰ酶活性，其参
与多种重要的细胞生命活动，如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

重构、细胞的粘附和迁移，细胞周期的调控等［１］。

ＲｈｏＣ作为Ｒｈｏ家族的一员，被称为“分子开关”，在细
胞的信号转导通路中调控细胞的生命活动。ＩＱＧＡＰ１
是一个作为 Ｒｈｏ家族的 ＧＴＰａｓｅｓ成员 Ｒａｃ１及 ｃｄｃ４２
的关键的影响因素，ＩＱＧＡＰ１作为一个分子骨架，可以
将许多细胞骨架的成分链接并相互结合在一起，又能

与细胞内复杂的信号转导网络中许多信号转导分子相

结合，其在细胞黏附及迁移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是因为其能与有关黏附成分和细胞骨架相互结合广

泛［２］。现就ＲｈｏＣ与 ＩＱＧＡＰ１生物学机制和在肿瘤研
究中的进展做一综述。

１　ＲｈｏＣ的功能和在肿瘤中的进展
１１　ＲｈｏＣ的功能　Ｒａｓ同源基因 Ｃ（Ｒａｓ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
Ｃ，ＲｈｏＣ）作为Ｒａｓ蛋白超家族的一员，具有小 ＧＴＰ结
合蛋白活性，在与ＧＴＰ结合的活性状态和与ＧＤＰ结合
的失活状态之间循环实现细胞内外信号的转导。其对

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是通过

调控细胞的骨架成分，调节细胞迁移、黏附及血管生成

等实现。Ｒｈｏ蛋白家族共包含 ６个亚家族，分别是
Ｒｈｏ、Ｒａｃ、Ｃｄｃ４２、Ｒｎｄ、ＲｈｏＢＴＢ和 ＲｈｏＴ／Ｍｉｒ０，它们相
互之间具有高度同源性。ＲｈｏＣ是 Ｒｈｏ蛋白亚家族中
３个成员（ＲｈｏＡ，ＲｈｏＢ，ＲｈｏＣ）之一，ＲｈｏＣ在染色体上
位于ｌｐ２１ｐ１３，基因的全长为６７６８ｂｐ，包括腺嘌呤２１６
个、胞嘧啶３２３个、鸟嘌呤２９５个和胸腺嘧啶２２４个，
其中含有外显子６个以及内含子５个，可以编码氨基
酸１９３个。ＲｈｏＣ作为Ｒｈｏ家族的一员，具有一般 Ｒ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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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特征，即具有与ＧＴＰ结合的活性状态和与 ＧＤＰ
结合的失活状态，与ＧＴＰ结合的活性状态在细胞的信
号转导通路中作为信号转换器或分子开关，触发下级

激酶级联反应而产生多种生物效应。

ＲｈｏＣ蛋白主要是通过影响细胞周期来调节细胞
的生长和增殖。ＸｉｅＳ等［３］研究了 ＲｈｏＣ的表达在肝
癌细胞在体外生长和凋亡的影响发现，与父代 ｓｉＲＮＡ
转染的 ＢＬＥ７４０２细胞相比，ｓｉＲｈｏＣ转染的细胞表现
出细胞增殖，细胞生长和处于 ＳＧ２／Ｍ期的细胞比例
的显著下降；而在 ＢＬＥ７４０２细胞中敲除 ＲｈｏＣ表达，
明显增加了处于 Ｇ０／Ｇ１期的细胞比例和促进细胞的
凋亡。

肿瘤血管的形成是肿瘤生长、侵袭、转移的基础。

ＲｈｏＣ在调节血管生成的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Ｗａｎｇ
Ｗ等［４］在肝癌的研究中发现，通过 ｓｉＲＮＡ的方法在体
内和体外的新血管模型中有选择的敲除表达的ＲｈｏＣ，
结果表明，ＲｈｏＣ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血管内皮细胞
的下游调节器，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血管生成是

必不可少的。

ＲｈｏＣ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细胞的形态和极性，参
与细胞迁移，引起肿瘤的侵袭和转移。ＲｈｏＣ在肌动蛋
白聚合、肌动球蛋白收缩、微管运动等方面调节细胞运

动，可以通过ＲＯＣＫ信号转导通路调节肌动蛋白微丝
骨架的聚合，进而影响细胞的形态和极性，有研究发

现，通过ＲｈｏＧＥＦＴＥＭ４（Ｒｈｏ家族ＧＴＰ酶的激活剂）调
节细胞内皮细胞迁移的作用发现，ＴＥＭ４和 ＲｈｏＣ拮抗
依赖肌球蛋白Ⅱ细胞的收缩力和抑制肌球蛋白Ⅱ的活
性，救出ＴＥＭ４耗尽细胞的细胞迁移的持久性［５］，此

外，细胞外基质的破坏也是肿瘤转移的重要条件，这一

过程中，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
ＭＭＰｓ）的分泌必不可少，谢淑丽［６］从基因表达水平和

酶活性水平研究了 ＲｈｏＣ基因对 ＭＭＰｓ的影响，发现
ＭＭＰ２和 ＭＭＰ９基因的表达受 ＲｈｏＣ基因的控制，
ＲｈｏＣ基因有促进其表达的作用。以上说明，ＲｈｏＣ参
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在肿瘤转移方面的

作用，因此，明确 ＲｈｏＣ在肿瘤转移方面的机制显得尤
为重要。

１２　ＲｈｏＣ与肿瘤　ＲｈｏＣ参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和发
展，高博文和张印坡［７］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胃癌组织

的ＲｈｏＣ蛋白表达，发现ＲｈｏＣ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
达高于周围组织，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与胃癌浸

润程度淋巴结转移及临床分期均密切相关，与性别年

龄及分化无关。ＺｈａｏＹ等［８］在卵巢癌的研究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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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ｏＣ的表达上调可能会影响卵巢癌和卵巢癌的分化
和进展，应被视为一个良好的生物标志物，ＲｈｏＣ在调
节细胞凋亡的相关基因和下游 Ｐ７０Ｓ６Ｋ磷酸化中有重
要作用。ＸｉｅＳ等［９］发现 ＲｈｏＣ的表达在肝癌和正常
肝组织相比明显增高，将ＲｈｏＣ稳定转染到 ＨＬ７７０２细
胞系发现 ＲｈｏＣ的过表达显着促进 ＨＬ７７０２细胞在体
外迁移、侵袭和增殖，此外，ＲｈｏＣ转染的细胞在裸鼠体
内形成肿瘤。赵林等［１０］在乳腺癌的研究中发现，ＲｈｏＣ
和ＶＥＧＦ的表达呈正相关，提示 ＲｈｏＣ还可能通过提
高 ＶＥＧＦ等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促进肿瘤血管生成，
促进乳腺癌的侵袭转移。ＢｕＱ等［１１］在前列腺癌的研

究中发现，ＲｈｏＣ蛋白在前列腺癌的阳性表达率为
７２．６％（５３／７３）显着高于相应的癌旁组织的阳性表达
率３４．２％（２５／７３），ＲｈｏＣ的表达与远处转移有着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ＲｈｏＣ可能参与前列腺癌的发展、侵袭
和转移。多项研究发现，ＲｈｏＣ在多种肿瘤中过表达且
与肿瘤的侵袭转移密切相关。ＲｈｏＣ在肿瘤转移中起
着关键作用，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策略。

２　ＩＱＧＡＰ１的功能和在肿瘤中的进展
２１　ＩＱＧＡＰ１的功能　 ＩＱＧＡＰｓ（ＩＱｍｏｔｉ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ＧＴＰ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是一类进化保守的、多结构
域、具有支架蛋白称号的蛋白家族。ＩＱＧＡＰ家族包含
ＩＱＧＡＰ１，ＩＱＧＡＰ２和 ＩＱＧＡＰ３共有３个成员。ＩＱＧＡＰ１
与鼠类的ＩＱＧＡＰ１基因具有９４％的同源性，位于染色
体１５ｑ２６上，分子量约为１８９ｋＤａ，是１９９４年被发现的
一种支架蛋白，含有一个钙结合蛋白同源性结构域

（ＣＨＤ）、一个脯氨酸富集的蛋白蛋白结构域（ＷＷ）、
一个 ＲａｓＧＴＰ酶活化蛋白相关结构域（ＧＲＤ）、一个 Ｃ
末端ＲａｓＧＡＰ相关结构域（ＲＧＣＴ）及４个串联排列的
ＩＱ基序列。ＩＱＧＡＰ１蛋白调节多条信号转导通路，参
与细胞的基本生命活动，是通过其本身拥有的多种结

构域及与之相结合的多种受体蛋白实现的。

ＩＱＧＡＰ１蛋白是机体内细胞增殖的重要调节因子。
透明质酸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ＰＤＧＦ）ＢＢ介导的
成纤维细胞的增殖有赖于ＩＱＧＡＰ１，抑制 ＩＱＧＡＰ１可减
少透明质酸诱导活化Ｒａｃ１和提高了ＲｈｏＡ的活化［１２］。

刘志辉等［１３］在肝癌的研究中发现，ＩＱＧＡＰ１在 ＨｅｐＧ２
和Ｈｕｈ７细胞中均表达，ＩＱＧＡＰ１ｓｉＲＮＡ转染 ＨｅｐＧ２
细胞后，抑制细胞的增殖；ＤＮＡ合成前期（Ｇ０／Ｇ１期）
细胞比例上升，合成期（Ｓ期）细胞比例下降；ｍＴＯＲ表
达变化不明显，而 ｐｍＴＯＲ的表达下降，表明 ＩＱＧＡＰ１
在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中可能是通过ｍＴＯＲ信号通路
实现的。有研究表明，ＩＱＧＡＰ１在多发性骨髓瘤中通过
通过ＭＡＰ激酶（ＥＲＫ）途径在细胞增殖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１４］。

细胞粘附有赖于细胞间粘附分子的介导，ＹｕａｎＺ
等［１５］发现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可与肌动蛋白丝，从而稳定，但
ＩＱＧＡＰ１在细胞间不连接到肌动蛋白丝从而不稳定，敲
除内源性 ＩＱＧＡＰ１可增加 Ｐ１２０的 Ｖ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和 β

ｃａｔｅｎｉｎ的关联，增强人脐静脉内皮细胞间黏附，同时也
降低了 Ｐ１２０的 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和 βｃａｔｅｎｉｎ互动，表明不
稳定的ＩＱＧＡＰ１可拆卸细胞间的粘附链接，从而损害
血管内皮细胞与细胞间粘附。

ＩＱＧＡＰ１作为肌动蛋白动力系统的调节者，具有调
节细胞骨架的功能。ＣｈｏｉＳ等［１６］发现磷脂酰肌醇４，５
二磷酸（ＰＩＰ２）作为一个调节细胞迁移的关键的脂质信
使，可与ＩＱＧＡＰ１直接结合，激活ＩＱＧＡＰ１，促进肌动蛋
白聚合效应，ＩＱＧＡＰ１突变，缺乏与ＰＩＰ２结合导致失去
定向细胞迁移的控制能力。研究发现，ＩＱＧＡＰ１是大型
模块蛋白，在细胞迁移，黏附中作为支架蛋白耦合细胞

信号转导的肌动蛋白和微管细胞骨架［１７］。

２２　ＩＱＧＡＰ１与肿瘤　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发现，ＩＱ
ＧＡＰ１在许多肿瘤细胞中表达显著升高，如结肠癌，肺
癌，肝癌，恶性胶质瘤，卵巢癌，胃癌和子宫内膜癌

等［１８］。金宇飚等［１９］在乳腺癌的研究中发现，ＩＱＧＡＰ１
蛋白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良性

乳腺病变组织；其表达与分化程度有关，其在转移过程

中起促进作用。在鼻腔鼻窦内乳头状瘤（ＩＰ）和鼻腔鼻
窦鳞癌（ＳＣＣ）中发现，ＩＱＧＡＰ１在 ＩＰｃＳＣＣ，ＳＣＣ和 ＩＰ
相比显著增高，鳞状细胞癌远处转移的患者 ＩＱＧＡＰ１
表达显著增加，且与其分化程度有关［２０］。ＬｉｕＺ等［２１］

在甲状腺癌的研究中发现，ＩＱＧＡＰ１ｓｉＲＮＡ敲除显着抑
制甲状腺癌细胞入侵和菌落形成，免疫共沉淀实验表

明ＩＱＧＡＰ１可直接与已知的入侵抑制分子 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互动，当ＩＱＧＡＰ１被敲除，其表达上调。在大肠癌的研
究中发现，ＩＱＧＡＰ１的表达在大肠癌与正常黏膜相比大
幅上调，即使存在肝细胞生长因子（ＨＧＦ），通过ｓｉＲＮＡ
抑制 ＩＱＧＡＰ１的表达并没有改变 αｃａｔｅｎｉｎ的膜定位，
表明ＩＱＧＡＰ１在结肠癌细胞侵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２２］。ＯｕｙａｎｇＸ等［２３］在通过构建能够反映人类前列

腺癌发展阶段的基因改造小鼠模型，对前列腺肿瘤的

基因表达框架进行了研究，其中发现ＩＱＧＡＰｌ在肿瘤进
展期呈过表达。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和实时 ＲＴＰＣＲ检测
６０例胰腺癌结果显示，ＩＱＧＡＰ１蛋白和 ｍＲＮＡ的表达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水平与癌旁组织相比均显著增加，

在组织芯片免疫组化分析表明，ＩＱＧＡＰ１蛋白表达显著
高于胰腺癌（８０．０％，４８／６０）与癌旁组织（１８．３％，１１／
６０），Ｐ＜０．００１。此外，ＩＱＧＡＰ１的表达被证明是与肿
瘤分化的分级相关（Ｐ＜０．０５）［２４］。ＣｈｅｎＦ等［２５］在肝

癌的研究中发现，肝癌组织标本的 ＩＱＧＡＰ１的表达较
癌旁正常组织有所增加，过表达 ＩＱＧＡＰ１引发肝癌细
胞的体内致瘤性，和 ＩＱＧＡＰ１的过度表达在体外刺激
的细胞增殖，其可能是通过 ｍＴＯＲ和 Ａｋｔ蛋白的相互
作用引起的。由此可见，ＩＱＧＡＰ１在多种肿瘤中呈过表
达，特别是与肿瘤的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ＩＱＧＡＰ１在
肿瘤的转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并为肿瘤的治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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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３　结语
　　ＲｈｏＣ与ＩＱＧＡＰ１在调节肿瘤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有很多类似的功能，但两者之间的联合研究很少，Ｗｕ
Ｙ等［２６］在胃癌的研究中发现，ＲｈｏＣ和ＩＱＧＡＰ１在胃癌
组织和细胞中高表达，且呈正相关，两者都参与胃癌组

织的迁移活动，通过 ｓｉＲＮＡ敲除掉表达的 ＩＱＧＡＰ１可
以阻碍 ＲｈｏＣ刺激迁移的活动，但是敲除掉表达的
ＲｈｏＣ不影响 ＩＱＧＡＰ１刺激迁移的活动，综合结果表
明，ＲｈｏＣ和 ＩＱＧＡＰ１彼此结合，且在调节胃癌迁移活
动中，ＩＱＧＡＰ１是 ＲｈｏＣ的下游效应因子。ＣａｓｔｅｅｌＤＥ
等［２７］也得到相似结果，发现 ＩＱＧＡＰ１通过调节上下游
的ＲｈｏＡ／Ｃ的激活状态分别调节他们对乳腺癌增殖和
迁移的影响。范玉梅等［２８］在肝细胞性肝癌的研究中

也发现，两者在肝癌组织和细胞中均高表达，而且在肝

癌组织中的表达呈正相关，其表达水平也与肝癌组织

分化程度相关。通过 ＩＱＧＡＰ１自身的结构域 ＧＲＤ，参
与介导信号通路的转导，其主要是与 Ｃｄｃ４２以及 Ｒａｃ１
相互结合，相互作用而实现的，而 ＲｈｏＣ与 ＣＤＣ４２和
Ｒａｃ１相互之间具有高度的同源性，均属于Ｒｈｏ蛋白家
族，大多关于ＲｈｏＣ或ＩＱＧＡＰ１的研究均提到其对肿瘤
侵袭、转移的促进作用及可能的作用机制，但目前尚不

明确，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此，明确其确切作用机

制可以在基因和分子水平促进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发

展，为肿瘤的早期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等提供了新的

思考方向。

参考文献
［１］　姚志红，唐圣松．ＲｈｏＧＴＰａｓｅ在信号转导和细胞骨架中的作用

［Ｊ］．国际病理科学与临床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１）：２０２６．
［２］　ＬｉｕＺ，ＬｉｕＤ，ＢｏｊｄａｎｉＥ，ｅｔａｌ．ＩＱＧＡＰ１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０，１６（２４）：
６００９６０１８．

［３］　ＸｉｅＳ，ＺｈｕＭ，Ｌｖ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ｈｏＣ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Ｊ］．Ｍｅｄ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１，２８
（２）：４０１６５３．

［４］　ＷａｎｇＷ，ＷｕＦ，ＦａｎｇＦ，ｅｔａｌ．ＲｈｏＣ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
ｄｕｃｅｄｂｙ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ｖｉ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９９（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５］　ＭｉｔｉｎＮ，ＲｏｓｓｍａｎＫＬ，Ｃｕｒｒｉｎ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ｈｏＧＥＦＴＥＭ４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ｃｔｏｍｙｏ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ｉｔｙ
［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６）：ｅ６６２６０．

［６］　谢淑丽．ＲｈｏＣ基因对肝癌细胞生物学行为影响及机制的实验研
究［Ｄ］．长春：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２００９．

［７］　高博文，张印坡．胃癌组织中ＲｈｏＣ蛋白的表达及临床意义［Ｊ］．中
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０，５（４）：５７５８．

［８］　ＺｈａｏＹ，ＺｈｅｎｇＨＣ，Ｃｈｅｎ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ｈｏＣｉ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
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３０（３）：５７０５７８．

［９］　ＸｉｅＳ，ＺｈｕＭ，ＬｖＧ，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ａｓ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Ｃ
（ＲｈｏＣ）Ｉｎｄｕｃｅｓ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ｓＩｎ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ｉｎＮｕｄｅＭｏｕｓｅＸｅｎｏｇｒａｆｔ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１）：ｅ５４４９３．

［１０］　赵林，赵杨．ＲｈｏＣ和 ＶＥＧＦ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Ｊ］．

中国肿瘤，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８５５８５８．
［１１］　ＢｕＱ，ＴａｎｇＨＭ，ＴａｎＪ，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ＲｈｏＣａｎｄＲＯＣＫ１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ＭＡＰＫａｎｄＡｋ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３（３）：２０２２０６．

［１２］　ＫｏｚｌｏｖａＩ，ＲｕｕｓａｌａＡ，ＶｏｙｔｙｕｋＯ，ｅｔａｌ．ＩＱＧＡＰ１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ｈｙａｌｕｒｏ
ｎａ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ｉｇｎａｌ
ｌ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４（９）：１８５６１８６２．

［１３］　刘志辉，宋明旭，周希科，等．ＩＱＧＡＰ１通过 ｍＴＯＲ信号通路促进
肝癌细胞增殖［Ｊ］．中国肿瘤临床，２０１１，３８（２０）：１２４７１２５０．

［１４］　ＭａＹ，ＪｉｎＺ，Ｈｕ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ＩＱＧＡＰ１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
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ｙｅｌｏｍａｖｉａｔｈｅＭＡＰｋｉｎａｓｅ（ＥＲＫ）
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３，３０（６）：３０３２３０３８．

［１５］　ＹｕａｎＺ，ＺｈａｎｇＷ，ＴａｎＷ．ＡＬａｂｉｌｅＰｏｏｌｏｆＩＱＧＡＰ１Ｄｉｓ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ｓ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Ａｄｈｅｒｅｎ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１４（７）：１３３７７１３３９０．

［１６］　ＣｈｏｉＳ，ＴｈａｐａＮ，ＨｅｄｍａｎＡＣ，ｅｔａｌ．ＩＱＧＡＰ１ｉｓａｎｏｖｅｌ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
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４，５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ｌ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ＥＭＢ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３２（１９）：２６１７２６３０．

［１７］　ＰｅｌｉｋａｎＣｏｎｃｈａｕｄｒｏｎＡ，ＬｅＣｌａｉｎｃｈｅＣ，Ｄｉｄｒｙ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ＱＧＡＰ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ａ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ａｒｂｅｄＥｎｄＣａｐｐｅｒｏｆＡｃｔｉｎＦｉｌａ
ｍｅｎｔ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ＬＬＭＩ
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２８６（４０）：
３５１１９３５１２８．

［１８］　刘东阳，姜珊，杨磊．支架蛋白 ＩＱＧＡＰ１与肿瘤的研究进展［Ｊ］．
广东医学，２０１０，３１（６）：７８９７９１．

［１９］　金宇飚，田丹，吕秀红，等．支架蛋白 ＩＱＧＡＰ１在乳腺浸润性导管
癌中的表达及对肿瘤细胞迁移的影响［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３２（１２）：１６１５．

［２０］　ＪｉｎＪ，ＬｅｅＪＷ，ＲｈａＫＳ，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ＩＱＧＡＰ１ｉｎｓｉｎｏｎ
ａｓａｌ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ｓａｎｄ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Ｊ］．ＴｈｅＬａ
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２）：２６４０２６４６．

［２１］　ＬｉｕＺ，ＬｉｕＤ，ＢｏｊｄａｎｉＥ，ｅｔａｌ．ＩＱＧＡＰ１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
１６（２４）：６００９６０１８．

［２２］　ＨａｙａｓｈｉＨ，ＮａｂｅｓｈｉｍａＫ，ＡｏｋｉＭ，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ＱＧＡＰ１
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ｉｎｔｕｍｏｒ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０，１２６
（１１）：２５６３２５７４．

［２３］　ＯｎｙａｎｇＸ，ＪｅｓｓｅｎＷＪ，Ａ１ＡｈｍａｄｉｅＨ，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８，６８（７）：２１３２２１４４．

［２４］　ＷａｎｇＸＸ，ＬｉＸＺ，ＺｈａｉＬＱ，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ＱＧＡＰ１ｉｎｈｕ
ｍａｎ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Ｊ］．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３，１２（５）：５４０５４５．

［２５］　ＣｈｅｎＦ，ＺｈｕＨＨ，ＺｈｏｕＬＦ，ｅｔａｌ．ＩＱＧＡＰ１ｉｓ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ｈｅｐａｔｏ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ｋ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０，４２（７）：４７７４８３．

［２６］　ＷｕＹ，ＣｈｅｎＹＣ，ＳａｎｇＪＲ，ｅｔａｌ．Ｒｈｏ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ＱＧＡＰｌ
［Ｊ］．ＭｏｌＭｅｄ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ｌ，４（４）：６９７７０３．

［２７］　ＣａｓｔｅｅｌＤＥ，ＴｕｒｎｅｒＳ，ＳｃｈｗａｐｐａｃｈｅｒＲ，ｅｔａｌ．Ｒｈｏｉｓｏｆｏ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ＱＧＡＰ１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２８７（４５）：
３８３６７３８３７８．

［２８］　范玉梅，张连峰，赵媛，等．ＲｈｏＣ和ＩＱＧＡＰ１蛋白在原发性肝细胞
癌中的表达及意义［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２７）：２８４１
２８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１９

·４３１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２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全科医学教育研究·

社区导向全科医学课程实验教学模式探讨
张立威，王家骥，雷毅雄，李芳健，周志衡，练玉银，赵晶，张冬莹

摘要：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学知识教育是我国全科医学教育体系的基础环节，当前多数高等医学院校对全科医

学实验教学重视程度不够，忽视了学生社区卫生服务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满足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需要。社区

导向医学教育是一种针对社区人群卫生保健需求的医学教育制度，实施社区导向医学教育对于提高社区卫生服

务质量和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都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尝试将社区导向医学教育理论应用于全科医学

课程实验教学，在分析社区导向教学模式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从明确实验教学目标、合理设计实验项目、完善实

验教学支持要素、创新实验教学方法、科学评价实验教学效果五个方面阐述社区导向全科医学课程实验教学模

式，以期为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社区导向医学教育；全科医学；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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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学知识教育是我国全科医学
教育体系的基础环节，其目标是使医学生了解全科医

学思想、内容及全科医师工作任务和方式，并为将来成

为全科医师，或作为专科医师，与全科医师的沟通和协

作打下基础。然而当前我国多数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

学课程教学以理论授课为主，实践教学重视程度不够，

忽视了学生社区卫生服务实践能力的培养［１］，随着我

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对具有社区卫生服务

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医学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因此，

迫切需要建立符合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需求的全科

医学课程实验教学模式，通过多重途径和策略，提高医

学生的社区卫生服务意识和能力，引导其未来从事社

区卫生服务工作。本研究将社区导向医学教育理论引

入全科医学课程教学，探索建立社区导向全科医学课

程实验教学模式，以期为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学教育

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第二批立项课题

（１２Ａ０９５）；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医学教育研究课题

（２０１２ＱＫ２）；２０１２年广州医科大学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８２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
通讯作者：王家骥，Ｅｍａｉｌ：ｗｊｉａｊｉ＠１６３．ｃｏｍ

１　“社区导向”的基本内涵
　　社区导向医学教育（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Ｅ）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种为适应
和满足社区初级卫生保健需要，并致力于实现“人人享

有卫生保健”全球总目标的新型医学教育模式。所谓

“社区导向”，是指该教育教学模式立足于社区人群的

卫生保健需求和地方卫生服务发展现状，培养具有社

区卫生服务意识和临床诊疗技能，能提供生理、心理及

社会适应等多层次健康服务的卫生技术人才［２３］。

２　社区导向教学模式的特点
２１　以培养社区需求的卫生技术人才为目标　社区
导向教学模式将社区作为人才培养的环境，让学生通

过参与社区卫生保健的实践过程，掌握解决社区卫生

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社区导向教学模式培养的

是适应当地卫生保健需求的新型卫生技术人才，无论

是学生将来成为全科医生还是专科医生，都能够在当

地的卫生服务系统中有效解决社区人群存在的卫生保

健问题。

２２　以当地主要卫生保健问题为教育重点　社区导
向教学模式强调教学内容与社区需要相联系，因此教

学内容以当地主要卫生保健问题、常见病及多发病的

防治、妇幼保健、计划免疫、健康教育等社区卫生服务

技术项目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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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多学科交叉　社区卫生服务是融预防、医疗、保
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为一体的综

合性基层卫生服务，因此社区导向教学模式强调多学

科交叉，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多

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具体教学过程，改变以往

各学科的分割性教学，强化医学生的“大卫生”观念，

提高其运用整体医学思维来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

２４　让学生早期接触社区卫生实践　为学生提供早
期接触社区卫生服务的机会，促进学生将所学的理论

知识与实际问题的处理紧密结合，实践内容除包括社

区医疗保健以外，还应包含社区卫生诊断、流行病学调

查、慢性病随访管理等项目。通过社区卫生实践使学

生了解基层卫生服务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从社区的

自然和社会环境、人口构成、文化信仰等因素来综合分

析人群的卫生保健问题，提高学生开展群体健康管理

的能力。

２５　强调学生自主学习　社区导向教学模式力求改
变学生被动学习的传统模式，通过学生与教师、社区成

员以及其他部门成员共同参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科

研项目、实验教学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自

主学习能力。

３　社区导向全科医学课程实验教学模式的实施
３１　明确实验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一切教学活动
的出发点和归宿，根据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４］，

教学目标可分为认知、情感和操作技能三个领域，以往

教学中更注重认知领域的教学目标，而对于情感和操

作技能目标则重视不够。全科医生是具有综合服务能

力的防治结合型医学人才，除了具备医学专业知识以

外，还需具备处理个体常见健康问题和疾病的能力、服

务于家庭和社区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等，因此社区导向全科医学课程实

验教学应以提高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社区卫生服务实

践能力为核心目标，兼顾认知领域和情感领域的教学

目标。

３２　合理设计实验项目　科学设计的实验项目对于
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社区导向

全科医学课程实验项目设计应以主体教育理论为指

导，强调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坚持教师

的引导作用，构建多层次的实验项目体系。具体可包

括以下几类。

３２１　课内实验项目　课内实验项目是全科医学课
程实验的基础部分，应以综合性实验为主，力求锻炼学

生多方面的能力。应选择具有社区卫生服务特色的内

容，如家庭评估、病人教育、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社区卫

生服务中的人际沟通技巧等。

３２２　课外实验项目　主要是指基于科研项目的实
验教学，由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全科医学或社区卫生服

务相关科研工作，如社区诊断、流行病学调查、慢性病

综合干预等。通过参与科研工作，使学生在实践中验

证和应用所学的全科医学理论，提高分析和解决社区

健康问题的能力，提高其对全科医疗及社区卫生服务

的认知和兴趣。

３２３　校外实验项目　校外实验项目主要包括社区
见习、机构调研、社区志愿服务等。见习教学对于医学

生增加全科医学感性认识，加深和巩固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５］。社区见习可采用课间见

习、集中见习以及课余见习等多种方式，见习内容包括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慢性病健康管理、妇幼

保健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全科诊疗、家庭病

床、社区康复等基本医疗服务。为让学生熟悉全科医

疗及社区卫生服务现状，为将来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就业或进入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做好准备，可组

织学生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状调研。一般由３～
５名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到学校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观察法、关键知情人访谈、问

卷调查等方式了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行现状，分析

社区卫生服务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此外，医学

生可参与社区义诊、健康咨询、卫生监督等社区志愿服

务，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

能力，还可以促使其早期融入社会。

３３　完善实验教学支持要素　良好的教学支持要素
是实验教学取得良好效果的必要条件。这些支持要素

包括师资队伍、社区见习基地等。目前，我国医学院校

全科医学课程师资主要是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背景，

仅少数具有临床背景，且缺少全科医疗实践［６７］，这不

利于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和案例教学的开展。全科医

学教学师资应定期对国内外全科医学教育发展动向进

行研讨，及时更新全科医学知识和技能。通过参与社

区卫生服务实践活动以及开展全科医学研究等方式，

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医学院校应积极规范和完

善社区见习基地的教学管理和教学条件，在教学和科

研方面与社区见习基地建立紧密联系，定期对社区带

教师资进行培训，提高其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能力和

带教水平。

３４　创新实验教学方法　全科医学课程内容涉及较
广，概念抽象［８］，因此实施社区导向全科医学课程实验

教学要重视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应努力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具体可采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３４１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ＢＬ）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本素材，把学
生带入特定的事件情景中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并形成技能技巧的一种教学方

法［９］。通过以案例为基础的实验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采用

案例教学应注意案例的质量，案例应能反社区卫生服

务的特点，不仅要选择面向个体的全科诊疗案例，还应

选择面向群体的健康管理案例。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可收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真实案例，以增加学生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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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情景模拟教学　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将角
色扮演和情景演练融为一体的、能够将理论学习和实

践应用结合起来的仿真模拟演习教学法，具有体验性、

互动性、实践性等特点。在全科医学课程实验教学中

采用情景模拟教学，通过模拟社区卫生服务的真实场

景，使学生在真实的情景中体验全科医疗服务中的不

同角色，可以引导学生对全科医学知识和技能进行自

我追求和探索，有效提高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

作能力以及随机应变能力［１０］。

３４３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方法，引导学生通过自学、研究和讨论的方式解决问

题，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全科医学主要研

究解决各类社区常见健康问题所需的观念、方法和技

术，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采用以问题为导向

的教学方法可明显提高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１１］，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全科医学思维。

３４４　网络教学　网络教学是将计算机网络技术与
传统教学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网络教学突破了时

间、空间的界限，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且

可以实现师生的良好互动和交流，具有较好的灵活性

和实用性。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在我国尚属探索

和发展阶段，认知度不高，通过建立基于网络的集图

像、语音和数据为一体的网络教学平台，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全科医学的理解。

３４５　标准化病人（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教学　
标准化病人是指经过系统训练，能恒定、逼真地模拟病

人情况，在教学或临床能力测试中扮演病人、教师和评

估者等多重角色的正常人或病人［１２］。当前我国全科

医疗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生缺乏充足的实践资源，

应用标准化病人可以缓解实践教学资源相对不足的矛

盾。全科医学实验教学过程中应用标准化病人可以促

使学生快速建立全科医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的医

患沟通技巧以及临床操作技能［１３］。此外，标准化病人

作为评估者，可以及时反馈教学信息，有助于教学计划

的修订和完善。

上述几种教学方法均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

不足之处，如案例教学的有效实施必须以高质量的案

例为前提，而编制好的案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ＰＢＬ
教学对教师的数量、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实际教学

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实验项目的特点选择适宜的教学

方法，如“高血压病人健康管理”实验可采用案例教学

法，而“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人际沟通技巧”实验则采用

情景模拟教学法更为合适。此外，也可多种方法结合

使用，如将 ＰＢＬ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建立的网络式
ＰＢＬ教学法可促进学生对教学资源的利用，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１４］。

３５　科学评价实验教学效果　全科医学实验项目涉
及课内实验、课外实验以及校外实验，且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因此其教学效果评价也应该采用多种形式。可

通过案例分析总结、调研报告来考察学生对实验项目

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价社区

导向实验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全科医学认知水平、社

区卫生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和效果；

可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学生对该实验教学模式的态

度，并听取学生对于进一步改进教学效果的意见和建

议。此外，应该对学生毕业后是否愿意从事社区卫生

服务工作进行调查，评估该教学模式对于引导医学生

到基层就业的作用。

实验教学是全科医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巩固全科医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具有积极作用。社区导向全科医学课程实验

教学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的实验项目体系以及有针对

性的教学方法体系，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及教

师的引导作用，有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以及社区

卫生服务实践能力的提高。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于高素质社区卫生人才的需求

日益强烈，医学院校开展社区导向全科医学课程实验

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深入了解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

服务工作，掌握社区卫生服务实践技能，为将来成为全

科医师或与全科医师协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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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研究·

重症医学本科教学探讨
何先弟，汪华学

摘要：随着对重症医学的需求越来越大，需要建立完善的重症医学本科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高

等医学院校应加强重症医学本科教学，增设重症医学课程，在临床医学教育的整体体系中合理安排重症医学课程

的教学。除了理论课堂教学外，还应当保证学生有时间到重症医学科进行临床实习；应设置独立的重症医学教研

室，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担负起重症医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并结合学科特点，合理制定重症医学课程

教学大纲，做到“有纲可依”，目的明确；应积极探索重症医学的教学方式，注重对医学生进行重症医学“整体思

维”模式的培养，培养学生遵循循证医学的原则，加强重症医学科临床训练基地建设，注重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

操作的培训，为将后从事临床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重症医学；医学教育；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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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ａｋｅｏｎｔｈｅｔａｓｋ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ＣＣＭ，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Ｃ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ｏｕ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ＢＭ）．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ｗｈｏｃａｎｌａｙ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重症医学（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ＣＭ）是研究任
何损伤或疾病导致机体向死亡发展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性，并根据这些特点和规律性对重症患者进行治疗的

学科［１］。长期以来，重症患者因其原发病的不同而被

分散在不同的临床专科，缺乏对重症患者统一的认识

和理解，极大地影响到重症患者的治疗和预后。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日益更新和临床医疗的迫切需

求，重症医学显示着越来越活跃的生命力，在医疗卫生

体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的重症

医学事业也在蓬勃发展。２０００年在中国病理生理学
会下成立了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华
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成立；２００８年７月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批准重症医学建立学科代码：３２０．５８。２００９
年２月卫生部要求在医疗机构中增加“重症医学科”
为一级诊疗科目，代码２８［２］，并颁布了《重症医学科建
设与管理指南（试行）》，对重症医学科的基本条件、基

本设备、质量控制、医院感染管理以及医护人员的基本

技能和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做出基本要求［３］。由

此，重症医学在我国已然成为独立于传统专科之外的

新兴专业学科；是一门涉及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的综合

学科，其教学亦有别于一般的临床医学课程，更具有难

度和挑战性［４］。

基金项目：安徽省“十二五”临床重点培育专科建设项目

（０１Ｐ４４）；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１３０１０４２２２１）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讯作者：何先弟，ｂｙｙｆｙｈｘｄ＠１６３．ｃｏｍ

１　临床医学本科教学应当增设重症医学课程
　　尽管目前重症医学拥有自己的学科代码，在众多
三级甚至二级医院，重症医学科也作为临床专科独立

建制，但国内众多高等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教学尚未开设重症医学课程，统一的危重病医学教材

是由麻醉领域的专家编写，仅限于在麻醉专业的教学

中应用，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实习大纲中也多没有重症

医学科的实习内容［５］。即使是研究生层次的教育，目

前大多数医学院校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进行，学科教

育相对滞后。这与目前我国重症医学蓬勃发展需要大

量从事重症医学专科人才的现状很不相称［６］。实际

上，危重病医学教材建设的不规范和严重滞后也影响

着麻醉学高等教育［７］。而临床上各种危重症患者的抢

救并不仅限于重症医学科病房（ＩＣＵ），其他各临床专
科同样也会时时刻刻面临着突发危重症需要紧急救治

的情形。但现代医学高度精细化的专业分工，以及各

专科繁忙的工作节奏，致使专科医生只注重狭窄的自

身专业，思维和技能过于局限化，缺乏最基本的危重症

抢救的知识和技能。当面对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时，囿

于精细专业化的“管状视野”，常常不知所措，结果使

本来可以救治的患者往往丧失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因

此，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学中开设重症医学课程，让

学生熟悉重症患者的基本病情评估方法，学会认识患

者潜在风险的能力，掌握最基本的急救技能，熟悉危重

症脏器监测与支持的基本理论和常规技术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在医疗实践中抢救重症

患者的水平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整体综合业务素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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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症医学的特点，其课程安排应该置于临床

医学整体教学中去统筹考量。重症医学的理论教学可

以安排在各临床专科理论课程结束后，医学生即将进

入临床实习阶段前进行。考虑到重症医学与病理生理

学课程联系紧密，重症医学具体课程教学也可紧接着

病理生理学课程结束后开设。其他学科涉及重症医学

的相关内容，如一些重要器官（心、肺、肝、胃肠、肾、脑

等）功能不全或衰竭、酸碱平衡失调和水电解质紊乱，

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以及心肺脑复苏、多
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感染、营养、输血等内
容完全可以并入到重症医学课程讲授，除了理论授课

和见习之外，还应当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到重症医

学科进行临床实习。对医疗专业本科学生而言，有必

要安排至少２周时间到ＩＣＵ实习。让学生初步掌握心
肺脑复苏、深静脉穿刺置管、气管插管等急救技术，认

识和了解机械通气、持续血液净化、营养支持等ＩＣＵ常
规操作技能。

２　医学院校应当设置独立的重症医学教研室
　　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重症医学的学科建设日益规
范，人才梯队逐日壮大，在大中型医院或各种突发公共

卫生和重大灾害事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

此不相称的是，国内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并没有设置

独立的重症医学教研室，承担起重症医学课程的教学

任务［５］。即使是担任麻醉专业危重病医学课程教学的

教师也多是挂靠在急诊医学教研室。这种现状很不利

于重症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发展，教学内容边

缘化，知识点零碎，难成独立的整体系统，且常常与内、

外科学的部分内容重复，学生没兴趣，教师积极性也不

高，完全背离了重症医学学科内涵所强调的整体观念。

我国的重症医学发展起步较晚，师资相对缺乏。

目前国内从事重症医学科的高年资专业人员多来自其

他各个临床科室，除有短暂的进修学习外，并未受过正

规的重症医学教育，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难免会出现

脱离的现象。为了尽快发展重症医学，培养医学本科

生对重症医学的兴趣，激发专业热情，为将后培养从事

重症医学的专业人才打下基础，高等医学院校应当设

置独立的重症医学教研室，务必通过各种途径建立一

支既富有专业素质又热爱教学的教师队伍，担负起重

症医学课程的本科教学任务。教研室应当结合重症医

学的学科特点，合理制定教学大纲，做到“有纲可依”，

目的明确。医学本科生在重症医学科的临床实习宜安

排在学生整个实习计划的最后一站，实习内容不仅应

包括临床实践中体现的基本理论和抢救危重症的基本

操作技能。教研室还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相关临床

老师进行模拟操作演练或培训，结合抢救成功的典型

病例，向学生介绍重症医学的发展历史，树立学生对重

症医学的成就自豪感，更要注重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

奉献精神。安排学生进入 ＩＣＵ观摩学习，应注重强调
纪律性，对标准与规范的依从性。教研室应该制定严

格的标准化的进出ＩＣＵ的规范，控制每批次实习的规
模或人数，做好院内感染（ＨＡＰ）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ＶＡＰ）的防治教育，避免差错或事故。

３　应积极探索重症医学的教学方式
３１　重症医学教学应培养学生建立“整体思维”模
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重症医学实际上是高级的“全科
医学”。当患者病情发展到重症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某一个器官或系统的问题，各个器官或系统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此时，一个训练有素的重症医学

科医生会全面地思考机体整体的问题，注重机体的整

个病理生理过程，妥善处置病情，对各个器官进行全面

权衡，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不忽略次要矛盾，协调安排

好各个器官的处置顺序，兼顾平衡照顾好各个器官的

功能。而专科医生比较关注的是某一个专科疾病的问

题，虽然一个个专科疾病也是整体，但就其诊治而言，

主要还是局限在某一脏器或某一系统。所以，体现在

重症医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则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整体思维”能力。

重症医学不仅跨越各临床专科，而且还包含医学

物理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其教学内容也必然是跨学

科而丰富多彩的，是各种“零散”知识集中整合处理过

程和临床综合能力的具体展现。为实现临床整体思维

的教学目的，推荐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方法，以患者为中心，因“重”溯
“治”，就是追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什么策略紧急处

理，稳住患者的生命体征，控制住病情进一步继续恶化

发展？同时要考虑这些措施又应该如何发挥其最大效

应，避免其对机体产生不利影响？让学生理解这是“治

标”的过程；另一方面要因“症”溯“病”，就是追询导致

重症的原发病，针对原发病又应该如何做到有效控制？

这实际上就是“治本”的过程。抢救重症的“整体思

维”，就是在ＩＣＵ医疗实践中讲究“标本兼治”的综合
治疗，要在控制重症这个“标”的同时，也注重致重症

之疾病的这个“本”的治疗。譬如以严重脓毒症为例：

严重脓毒症（ｓｅｖｅｒｅｓｅｐｓｉｓ）可以诱发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ＳＩＲＳ），导致机体器官发生一系列损害，即并发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ＭＯＤＳ）：休克、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ＡＲＤＳ）、急性肾损伤（ＡＫＩ），以及发生肝、脑等
器官功能障碍，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因此，抢救严重

脓毒症患者在强调正确处理好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兼

顾全身各系统、脏器功能的监测与支持的同时，要积极

抗感染治疗，做好原发灶引流，追查致病微生物，尽早

有针对性的应用抗生素。在临床带教过程中采用ＰＢＬ
教学法，活生生的临床问题带出一个个理论问题，引导

学生努力作出思考，加深了理论学习的深度，学以致

用，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整体思维能力。

３２　重症医学教学要培养学生遵循循证医学原则　
医学本身源于实践又检验于实践，很多理论上认为可

行，动物实验也确实有效的治疗策略在临床医疗实践

活动中却常常遭受失败，这一点表现在重症医学领域

尤为突出。在临床本科重症医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着力向学生强调医疗实践活动所应遵循的循证医学原

则。循证医学强调以临床医师的临床实践经验为基

础，以最佳证据为指导，与客观的科学研究证据相结

合，同时考虑患方的价值和愿望，为每位患者制定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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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治疗方案。它所谓“最佳证据”就是要求证据的

客观性、可靠性和普及性［９］。ＩＣＵ收治对象都是重症，
病情复杂，变化快，尽管有先进详实的高端监护设备，

训练有素的医护团体，但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或差

错”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甚至导致患者迅速死

亡。相对于其他专科而言，在诊治重症患者的过程中

更要求我们力求遵循选取“最佳证据”原则，切忌盲从

权威专家，更要强调医生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专家

的经验对于你所面临的重症个体来说，并不一定就是

“最佳证据”。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医师要主

动向经验发出疑问，然后再利用一切手段去寻找当前

情况下的适合患者实际情况的最佳诊疗方案。尽管已

颁布的临床诊疗指南所推荐的意见也是循证医学证据

荟萃的结晶，但它不是最终结果。所以，强调临床医师

在诊疗活动中对指南的依从性，但不可否认其对具体

的临床问题所要做出的临床决策。

３３　重症医学教学应加强基本技能操作培训　重症
患者转入ＩＣＵ或突发病情恶化时，常常需要紧急开放
气道呼吸支持，深静脉穿刺插管快速补液等急救处理，

这就要求医生熟练掌握相关操作技能，争分夺秒，以免

延误最佳抢救时机。因此，重症医学科医师除需要经

过严格的专业理论学习外，还需要经过严格的基本技

能操作培训，以满足对重症患者进行各项监测与治疗

的要求。重症医学科的操作技能项目非常多，心肺复

苏、气道开放、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各种血管穿刺置管

和床旁血液净化等技术应用非常普遍，心脏临时起搏、

主动脉球囊反搏、体外膜氧合（ＥＣＭＯ）等更专业技术
也已进入ＩＣＵ。对于即将毕业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本
科生，重症医学科教学不应该缺乏有关基本技能操作

的实习内容。要注重加强心肺复苏、气道开放、静脉穿

刺等基本的技能操作培训，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的急救

技能，显然对于将后从事任何临床工作都是有所裨益

的。学生对于操作往往很感兴趣，教师在实习带教过

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在实习操作技术时

应启发式讲解技术的主要用途和操作要领。而且在实

习操作前让学生提前预习相关知识要点，操作过程中

相互提出操作中的问题和可能的风险，熟悉避免并发

症的关键步骤，以这种方法进行操作实习，理论结合实

践，实践验证理论，学生印象更深，掌握得会更牢靠。

另外，承担本科医学生实习的教学医院应建立和完善

重症医学专业模拟教学平台，给学生创造反复模拟练

习临床技能的条件和机会，这种具有医疗环境而无医

疗风险的特点，非常适合重症医学专业的带教实习，目

前已经逐渐成为重症医学教学的大趋势［１０］。

４　小结
　　当今的中国，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高
龄老年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发展到需要脏器支持的重症患者的数量也越来越

多，对重症医学科的需求亦越来越大。建设管理规范，

配置合理，高效率高水平的重症医学科专科，需要建立

完善的重症医学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合格的专科人才。

高等医学院校应加强重症医学本科教学，增设重症医

学课程，在临床医学整体的教育体系中合理安排重症

医学课程的教学；应设置独立的重症医学教研室，通过

各种途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制定重症医学课程的教

学大纲，担负起重症医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应积极

探索重症医学课程的教学方式，注重对医学生进行重

症医学“整体思维”模式的培养，并培养学生遵循循证

医学的原则，同时要注重重症医学科基本技能操作的

培训，为将后从事临床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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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教医生与学生对全科社区见习认知比较研究
王盨平，龚睿婕，杨涛，鲍勇

摘要：目的　旨在对上海市临床五年制医学生见习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带教医师及见习医学生对于全科医学
课程的认知情况进行了解，比较两者间差异，分析其中可能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方法　采用文献法对国
内外临床医学生全科医学教育现状进行梳理；采取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对上海市１３家社区教学负责人、带教
医师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２００８级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临床医学生进行调研。结果　在前期课程认知方面差
异主要体现在：带教医师认为应当分阶段在不同学期开设理论课程，而临床医学生更倾向于在早期开设；多数学

生认为各课程以１８课时最为合适，而带教医师则认为在此基础上个别课程应适当增加课时。在社区见习课程认
知方面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生认为各课程设置４课时即可，而带教医师认为设置８课时以上更为合适。在见习时
间的差异方面，６０．９％的带教老师认为应当延长至４周，而５６．６％的同学认为２周正好，２４．２％的学生认为应缩
短至１周。结论　带教医师与临床医学生在对于社区全科见习的认知基本一致，带教医生认为应当延长社区见
习时间。结果提示应建立完善课程网络体系，注重实践教学质量；提高医学生全科医学认知，增强社区全科兴趣；

制定师资考核考评机制，配套相应激励政策。建立完善课程网络体系，注重实践教学质量；提高医学生全科医学

认知，增强社区全科兴趣；制定师资考核考评机制，配套相应激励政策。

关键词：全科医学培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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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科医学教育是适应我国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的、
新的培养全科型医学人才的医学教育体系，其主要目

的是为社会培养全科医学人才，具有适合社区卫生服

务且针对性强、实用性强的教育模式。社区卫生服务

是以居民的健康为目的，面向社区、以家庭为单位、以

个人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基本卫生服务；以全科医

师为骨干，融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预防、保健、医疗、

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以及相关社会服务为一体的

服务［１］。全科医学社区见习阶段是全科医学培养至关

重要的环节之一，是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桥

梁。见习阶段对于医学生增加全科医学感性认识，加

深和巩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有不可代替的作用［２］。由

此可知，加强医学临床医学生的全科医学教育不但是

推动高等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动力，更是提高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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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重大推力。

本调查研究旨在对临床五年制医学生见习所在社

区的带教医师和学生进行调研比较，分析他们对于医

学生全科课程的实践的认知和态度差异的原因，并提

出相应政策建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上海市范围内１３家具有带教资
格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带教医师和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２００８级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临床医学生确定为
本次研究对象。这１３家社区涵盖了上海市区、郊区及
城乡结合部，且硬件设施基本能够满足全科见习带教

的需要；这些学生均为刚刚完成社区见习阶段的医学

临床医学生。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文献法对国内外临床医学生全
科医学教育现状进行梳理；采用问卷法和个案访谈法

分别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机构负责人、中心带教医师

和学生进行调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调查问卷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录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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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建立数据库，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频数分析和统计学
描述。

２　结　果
　　发放带教医师问卷共３００份，回收２６９份，回收率
为８９．６７％。剔除不合格问卷，有效问卷为２５３份，合
格率为９４．０５％。

发放学生问卷共 １２７份，回收 １０５份，回收率为
８２．６８％。剔除不合格问卷，有效问卷为１００份，合格
率为９５．２４％。
２１　对前期课程的认知　带教医师认为前期课程中
重要性评分最高的前 ５名分别为老年医学（４．２／
５．０）、康复医学（４．０／５．０）、急诊医学（４．０／５．０）、医学
心理学（４．０／５．０）和全科医学概论（３．９／５．０）。而临
床医学生的调查结果，前期课程重要性评分最高前５
名则为急诊医学（４．０／５．０）、老年医学（３．８／５．０）、康
复医学（３．８／５．０）、医学心理学（３．６／５．０）和社会医学
（３．４／５．０）。

带教医师认为前期课程应当分阶段在不同学期开

设，而临床医学生更倾向于在早期（尤其是第一学年）

开设前期课程。详见表１。
表１　带教医师和临床医学学生对前期课程授课

时间安排的看法

课程 带教医师（％） 临床医学生（％）

全科医学概论 第一学期（８１．８） 第一学期（５７．０）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 第一学期（４１．９） 第一、二学期（５２．０）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第一、二学期（６０．９） 第一、二学期（５３．０）
康复医学 第一、二、三学期（６８．８） 第一学期（５７．０）
老年医学 第二、三学期（５２．１） 第三、四学期（３４．０）
急诊医学 第二、三学期（４６．６） 第六学期（２５．０）
卫生事业管理 第二、三学期（４０．７） 第一、二学期（４７．０）
医学社会学 第三、四学期（５７．３） 第一、二、三学期（６６．０）
医学人类文化 第三、四学期（４２．７） 第一学期（３５．０）
健康学 第四学期（２６．５） 第一、二学期（４３．０）
社会医学 第四、五学期（４６．２） 第一、二学期（４３．０）
医学心理学 第五学期（２３．３） 第一学期（２９．０）
卫生经济与政策学 第六学期（３１．２） 第一学期（２８．０）
循证医学 第六学期（３１．２） 第一学期（２２．０）

　　在涉及“你觉得这门课程课时多少合适”的问题
时，大多数的临床医学生认为前期各门课程均以１８课
时最为合适；而带教医师则认为大多数课程虽然１８课
时已经足够，但老年医学、康复医学、急诊医学等专业

课程应增至３６课时更为合适，更有相当一部分的带教
医师认为老年医学这一课程应增加课时至５４才能符
合需要。

不少带教医师认为前期课程应该注重基础类课程

的培养，尤其是在医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全科医学概

论、沟通及写作技巧这三方面的课程，如英语能力、人

文关怀、医学伦理学、健康管理学、医学信息学、基本社

区服务概论、社区科研技能、社区随访技能、医患沟通

课程等。有别于带教医师，医学生更希望在前期开设

专业类、技能培养类、科研论文训练类的课程，比如急

救培训、医学影像学、医学营养学、药物使用指南、社区

岗前技能培训、实验室技能培训、医学统计学、文献检

索等。

２２　社区见习课程的认知　就社区见习阶段课程的
重要程度而言，带教医师认为全科医学（４．７／５．０）、家
庭病床（４．５／５．０）、慢性病管理（４．３／５．０）、老年护理
院（４．０／５．０）位居前四。而临床医学生的重要性排名
最高的４门课程为全科门诊（４．０／５．０）、慢性病管理
（３．８／５．０）、儿童保健（计划免疫）（３．８／５．０）和中医康
复（３．７／５．０）。

在学生对课程感兴趣程度的问题中，带教医师认

为全科医学（４．５／５．０）、家庭病床（４．２／５．０）、慢性病
管理（３．７／５．０）、传染病管理（３．７／５．０）、妇幼保健
（３．６／５．０）应该评分最高。而临床医学生的主观认识
打分后，全科医学（３．５／５．０）、儿童保健（计划免疫）
（３．４／５．０）、传染病管理（３．４／５．０）、中医康复（３．４／５．
０）和慢性病管理（３．２／５．０）的评分最高。

在问及“你认为现在全科（住院）医师培训在社区

见习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时，１０．３％的带教医师认为
非常合理，７５．０％认为较合理，仅有１．６％认为非常不
合理。与此同时，有８．３％的学生认为课程设置非常
合理，５３．１％认为较合理，４．２％认为非常不合理。

在课时设置问题上，临床医学生普遍认为各个课

程设置４学时即可，而带教医师更多地认为各课程应
当设置８课时以上，尤其是全科门诊和慢性病管理两
门课程应该设置３２学时。

在“是否需要增加社区见习课程”问题上，带教医

师认为有必要开设精神病学、急诊学、临终关怀、肿瘤

管理、医院管理学、医务沟通、社区咨询、全科团队见

习、社区卫生服务站点见习、基本医疗技能、舒缓疗护、

康复训练课目、康复医疗器具正确使用等课程有开设

的需要。

２３　见习时间　在见习时间周期问题上，６０．９％的带
教医师认为应当将２周的见习时间延长为４周。而在
对临床医学生的调查中，５６．６％的临床医学生认为２
周的见习时间正好，甚至有２４．２％的学生认为应将２
周的见习缩短至１周。
２４　个别访谈
２４１　带教医师访谈　目前社区全科带教师资仍以
专科为主，带教医师认为自身教学技能、知识水平，尤

其是科研能力有待提高，现在尚不能完全满足全科医

学带教要求。在大力倡导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时代，

带教师资自身的继续教育培训及规范化都应受到更多

关注和重视。

还有部分带教医师认为带教工作对自己的医疗工

作有一定影响，应当制定相应的配套激励政策。对于

学生应该更多培养他们对于社区工作和全科医生工作

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２４２　临床医学生访谈　他们认为社区的硬件设备
和师资基本都能满足全科见习带教的需要。但自身对

于社区工作和全科工作不感兴趣的学生不在少数，更

有学生把目前２周的见习时间当作是 （下转第１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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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微创腔镜在甲状腺切除术中的临床应用及护理
沈敏，顾建芬，董钰英

摘要：目的　分析微创腔镜在甲状腺肿瘤切除术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观察术中及术后情况，总结护理对策。方
法　将绍兴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收治的３８０例甲状腺肿瘤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各１９０例，分别应用传统手术与微创腔镜辅助手术进行甲状腺切除，并给予患者常规护理，对术后出
血、喉返神经损伤、甲状旁腺损伤等给予相应护理，观察２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手术时间及术后并
发症。结果　微创腔镜辅助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为（１２±３）ｍｌ，手术切口长度为（２．１±０．８）ｃｍ，术后并发症１５
例（占３．９５％），以上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微创腔镜辅助组手术时间为（９５±
３０）ｍｉｎ，稍长于传统手术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微创腔镜切除甲状腺肿瘤具有术中出血量
少、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结合相应的护理措施有利于患者术后恢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应

用。

关键词：微创腔镜；甲状腺切除术；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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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
ｓｉｖ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ｙｒｏｉｄｔｕｍｏｒｓｈａｄｌｅｓｓ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ｕｒｓ
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ｇｏｏｄｆｏ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ｉｎｇ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ｈｙｒｏｉｄ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ｕｒｓｉｎｇ

　　甲状腺由于解剖位置的特殊性及结构的复杂性，
及该部位神经及周围血管丰富，属于难度系数较大的

临床手术。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患者的生命

健康会有严重威胁［１］。因此，确定甲状腺切除术有效

的治疗及护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微创腔

镜辅助切除法对我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收
治的１９０例甲状腺肿瘤患者进行治疗与相应护理，取
得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我
院收治的３８０例甲状腺肿瘤患者，其中男性１２５例，女
性２５５例，年龄２２～７３岁，平均（４７．３±９．８）岁。将所
有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１９０例与对照组
１９０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７３例，女性１１７例；平均年
龄（３９．８±７．４）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 ６６例，女性
１２４例；平均年龄（５２．４±８．６）岁。２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所
有患者均经过病理学检测证实。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科
通讯作者：沈敏，Ｅｍａｉｌ：ｚｘｑ３１２０００＠ｔｏｍ．ｃｏｍ

１２　手术方法　对所有患者进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
对照组１９０例患者采用传统手术法切除。观察组１９０
例患者辅助微创腔镜，经患者前下颈部正中位置作１～
２ｃｍ单一切口，置入直径２ｍｍ腔镜，在其辅助下分
离、结扎、切断甲状腺血管及病变组织，完毕后进行皮

肤缝合。观察２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手
术时间与术后并发症。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常规护理　术前需要对患者以及家属进行相
关手术的知识普及，消除患者的紧张、焦虑等不良情

绪，术后要注意叮嘱患者尽量减少讲话、控制咳嗽，定

期进行巡视，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检测［２］。

１３２　术后出血　一般出现在术后２～４８ｈ，主要因
为手术过程中结扎线的脱落或术中止血的不够彻底，

而肌肉断面的渗血又因为引流的不够及时和不够畅通

形成血肿［３］。因此，彻底止血和引流通畅是控制术后

出血最有效的手段。护理人员应该４８ｈ内严密观察
患者呼吸及渗血情况，询问颈部是否有压迫感，叮嘱患

者切勿剧烈活动、交谈等。术后叮嘱患者食用易消化

食物，要细嚼慢咽，避免过热食物，若患者恶心、呕吐时

立刻给予止吐药物，防止伤口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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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喉返神经损伤　由于喉返神经生理上主要是
支配和控制声带内收肌和外展肌，当受损伤后会造成

声音嘶哑等现象［４］。术中要注意当出血过多时，应动

作轻柔，避免用力钳夹，且缝扎及钳夹的平面不得超过

气管的平面。

１３４　甲状旁腺损伤　多在术后的１～３ｄ出现。以
口唇周围麻木、手足抽搐麻木、强直感及针刺感为主要

的临床特征。重者会引发面部持续性痉挛及剧烈疼

痛。可给予氯化钙或葡萄糖酸钙静脉滴注，并叮嘱患

者控制磷含量高的食物摄入，并配合服用钙片［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手术时间

比较　经过治疗及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
手术切口长度及术后并发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时间观察组长于对照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２组甲状腺肿瘤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切口长度、

手术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

量（ｍｌ）
手术切口

长度（ｃｍ）
手术时间

（ｍｉｎ）
观察组 １９０ １２±３ａ ２．１±０．８ａ ８５±２６
对照组 １９０ ３８±９ ５．４±１．２ ６８±１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１９０例患者
中，发生甲状腺术后并发症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其中喉返神经损伤出现最多，其次为甲状旁腺损伤、手

足麻木、抽搐及术后低血钙，并发症总例数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８．４５，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甲状腺肿瘤患者甲状腺切除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喉返神经损伤 甲状旁腺损伤 手足麻木、抽搐 术后低血钙 喉上神经外支损伤 并发症总例数

观察组 １９０ ６（３．１６） ４（２．１１） ２（１．０５） ２（１．０５） １（０．５３） １５（７．８９）ｂ

对照组 １９０ １３（６．８４） ７（３．６８） ８（４．２１） ６（３．１６） ３（１．５８） ３７（１９．４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由于甲状腺本身的生理解剖结构较为复杂，其中
的神经、血管众多，又处于重要的咽喉部位，而且不同

患者可能会有解剖结构的不同，因此若术中操作不当，

术后可能出现并发症。而传统手术容易造成切口较

大、出血量较多，术后恢复时间久，而且术后留下的疤

痕不仅影响患者颈部的美观，长此以往还会影响女性

患者的生活质量［６］。而微创腔镜辅助切除仅需１．５～
２．０ｃｍ左右切口，疼痛轻、恢复快，并发症少，无需广泛
分离颈阔肌及肌肉离断，对组织创伤伤害较小，属于微

创手术范围，美容效果良好［７］。由于其以上特点，在手

术过程中患者伤口较小，出血较少，引发的并发症也少

于传统手术。

目前随着医学器械的不断发展及操作技术的不断

改进，甲状腺切除的适应症也在不断扩大［８］，适应证如

单侧或双侧良性腺瘤（直径＜６ｃｍ）、结节性甲状腺肿、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乳头腺癌（直径 ＜１ｃｍ）。
禁忌证为患者颈部曾有手术史或放疗史、甲状腺二次

手术等［９］。为减少术后并发症如喉返神经损伤、甲状

旁腺损伤、手足麻木、抽搐等出现，医护人员在围术期

均应给与相应的护理措施，在患者有需要及时密切配

合，尽可能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减轻其对预后的影

响［１０］。

本研究中，经过合理治疗与护理，采用腔镜辅助切

除的患者相对传统手术组比较，术中创口较小，平均

（２．１±０．８）ｃｍ，术中出血少，平均（１２±３）ｍｌ，术后并
发症较少，总数为１５例，时间稍长。说明微创腔镜在
甲状腺肿瘤切除术中相比传统手术而言有不可比拟的

优点。护理人员应术前应做好充分的手术准备，合理

应用各类药物，对患者进行思想疏导，告诉患者术中、

术后的注意事项，术中要密切配合医生，彻底有效止

血，术后对患者进行合理并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尽

最大可能保证手术质量，降低术后并发症，保障患者的

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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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个体化心理干预对减轻乳腺癌患者术前焦虑的效果观察
薛梅

摘要：目的　通过探讨个体化心理干预对乳腺癌患者术前焦虑的情绪的影响，期望能提高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和
更好配合临床治疗。方法　将４０例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２０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常规护
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良好的护患沟通，认知干预，人文关怀及家庭支持等个体化心理干预方法进行

护理，并同时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及焦虑的变化，来比较个体化心理干预对乳腺患者术前焦虑的影响。结果　观
察组血压、心率变化及焦虑程度评分结果均好于对照组，并且患者对医疗的满意度提高明显。结论　过度焦虑是
一种病态心理，不利于手术的顺利实施，影响手术效果和术后恢复。实施个体化心理干预能明显减轻乳腺癌患者

术前焦虑心理，使患者能平稳度过围手术期，并能让期顺利重返社会。

关键词：心理干预；乳腺癌；术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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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女性肿瘤患者中最常见的疾病。手术是
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及术后身

体外形变化的担心，绝大多数患者存有巨大的心理负

担并引发焦虑［１］。焦虑过于强烈会降低对手术的耐受

力［２］。因此帮助乳腺癌患者保持积极向上的心理状

态，对患者的围手术期恢复、远期预后及术后的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个体化心理干预对改善

乳腺癌患者术前焦虑情绪影响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已经病理确诊预行乳腺癌
根治术治疗者，达到小学文化程度以上，无认知障碍。

患者焦虑表现为恐惧和紧张，常坐卧不安，心神不宁，

缺乏安全感，睡眠障碍等［３４］。选择２０１２年６—７月在
我科住院的乳腺癌患者４０例，患者均为女性；左侧２４
例，右侧１６例；年龄２２～７２岁，平均４７．８７岁。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２０例，２组年龄、文化程度等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实施一般常规护理，予以常规
的健康教育以及常规的心理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

予以在患者在入院时进行个人信息收集，包括患者的

姓名、性别、年龄、所从事职业以及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心理状态、家庭相关支持等，针对心理问题及其不同心

理需求，因人而异地对患者提供个体化的心理指导，制

作者单位：２３２０００安徽省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

定个体化护理方案。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１２１　护患沟通　良好、融洽的护患关系为顺利实施
心理干预提供了前提和保证。护士应以情感人，引导

她们说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并表示理解和同情，鼓励

患者面对现实，配合治疗［５］。

１２２　认知干预　运用科学的宣教方法对患者进行
健康教育，讲解乳癌早期手术治疗，远期生存可达数十

年，让患者认识到乳腺癌并不像想像中的可怕，是可以

战胜的。

１２３　人文关怀　让患者深切感受到被关怀被尊重。
其体现在护士对患者生命与健康、权利与需求、人格与

尊严的关心和照护［６７］，尽可能满足患者生理、心理和

社会精神方面的需求。

１２４　社会支持　患者如果能得到社会的积极支持，
对能否顺利接受手术治疗有促进作用。当家庭尤其是

患者的丈夫提供全面的照护时，可以让患者对未来的

忧虑感显著下降，增加其战胜疾病的信心。相反则对

患者产生负面影响。

１３　观察指标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ＭＡ）对
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分，该评分表含１４项测量项目，
所有项目采用０～４分的５级评分法。各级的标准为：
０分，无症状；１分，症状轻；２分，中等症状；３分，症状
重；４分，症状极重。累计评分总分超过２９分，可能为
严重焦虑；超过２１分，肯定有明显焦虑；超过１４分，肯
定有焦虑；超过７分，可能有焦虑；如小于６分，患者无
焦虑症状。由责任护士在患者入院时和手术前１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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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血压、心率、焦虑度的比较，评价心理护理效果。

由责任护士测量患者入院时和手术当天７：００ａｍ．血
压、心率，并进行记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ｘ±ｓ）表示，２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ＨＡＭＡ评分及血压、心率变化比较见表１、２。

表１　２组乳腺癌患者心理干预前后ＨＡＭＡ评分
比较（ｘ±ｓ，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２０ ２７．４±１．５ ２０．７±４．２
观察组 ２０ ２７．９±１．３ａ １３．１±３．５ｂ

　　注：与对照组比较，ｔ＝１．１４，ａＰ＞０．０５；ｔ＝６．２，ｂ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乳腺癌患者入院时、手术日血压、心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心率（次／ｍｉｎ）
手术日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心率（次／ｍｉｎ）
对照组 ２０ １１６．７０±７．８４ ７２．８５±６．６３ ７０．４５±６．５８ １３６．６０±３．８５ ８３．６０±５．７５ ８６．２５±４．９９
观察组 ２０ １１７．６５±１１．３７ ７５．５５±６．４０ ７０．４０±５．９２ １３０．７０±９．６２ａ ７９．７５±５．０５ｂ ７５．９５±８．３５ｃ

　　注：与对照组手术日相比较，ｔ＝２．５４５，ａＰ＝０．０２１；ｔ＝２．２４８，ｂＰ＝０．０９７；ｔ＝４．７３４，ｃＰ＝０．０３１。

３　讨　论
３１　乳腺癌患者的焦虑情况及个体化心理护理的效
果　焦虑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反应，焦虑是指一种
缺乏明确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缘由的恐惧，是人们遇

到某些事件如挑战、困难或危险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

心理反应。适度的焦虑可促进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

能提高机体对各种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承受能

力［８］。但过度焦虑是一种病态心理，不利于手术的顺

利实施，影响手术效果和术后恢复。

统计表明，乳腺癌本身及其治疗如手术、放疗、化

疗等非常容易让患者产生过度的焦虑，并且过度的焦

虑很容易导致术后的恢复不顺利。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术前完整的收集患者的情况，实施个体化心理护理能

够极大程度上缓解术前焦虑的发生。

３２　个体化护理在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由于乳
腺癌的患者，由正常人角色转变为病人角色，且缺乏疾

病的认识和了解，使患者产生焦虑、恐惧、悲观的心理。

护士应主动接触患者、关心体贴患者，了解患者的实际

情况，知道最困扰患者的心理问题是什么，协助患者做

好生活护理，合理安排好患者每天的生活，做到有针对

性的心理护理。

具体工作环节中应做到：①收集资料，制订方案：
准确掌握患者社会背景、心理情况、文化水平、工作的

类型等，日常护理中注意观察患者流露的心理和情绪

反应，加以分析整理，并针对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做出

护理诊断和护理计划［９］。根据患者病情和经济状况，

为患者选择适宜的护理治疗方案。②做好术前的相关
教育：护理人员应向患者介绍有关乳癌的知识及相关

因素，向患者提供正确的医疗知识，使患者了解国内外

对乳腺癌临床治疗的进展。③帮助患者保持积极向上
的精神状态：依据患者的年龄、经济条件、知识水平的

差异和亲戚社会支持程度等，对一些实际问题做出合

理解析，消除患者顾虑，减轻思想压力。还要认识到护

理表情的重要作用［１０］，有效控制表情，以平衡的心态、

良好的情绪投入工作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患者，产

生积极的作用，激发患者积极的情绪。④让患者获得
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为患者处理实际问题，争取家属

与单位的协调配合，让患者的同事、朋友和亲戚到病房

探视，从社会、家庭上多给患者以安慰、鼓励和支持，使

患者安心接受治疗。对于社会关系较少的患者要分析

其情况，给予恰当的支持和关心。缓解其焦虑，减轻寂

寞感。通过社会关系的支持，提高患者重返生活和社

会生活的信心，提高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生活质量。

⑤营造良好的舒适的病区环境：人的心理状态和环境
条件是相互相影响的，环境的好坏不仅指设施的好坏、

管理的水平、医护的文明程度等，也包括工作人员的责

任感。护理人员应努力预判患者的情感要求，常常与

患者及其亲属进行沟通，共同为患者营造很好的心态

环境［１１］。另外，宁静舒缓的音乐不仅是行为保健的手

段，也是有效医疗的工具，能影响大脑半球并使脑垂体

分泌具有止痛作用的内啡肽，使体内儿茶酚胺水平下

降，让患者的心态更加平和，容易接受当前的疾病状

态。所以可选择轻松的音乐来调节患者的心情。

患者术前焦虑心理对其血压及预后情况都有明显

的影响，患者术前焦虑心理越严重，对其手术和预后恢

复的影响就越大［１２］。本研究显示，通过个体化护理干

预，患者焦虑状况明显较对照组减轻。因此，积极主动

的与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全面了解导致患者焦虑的

具体原因，针对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的心

理干预，有利于改善患者的术前焦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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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舒适护理在先天性巨结肠患儿术后的应用
焦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舒适护理应用于先天性巨结肠患儿术后的护理效果及对患儿康复的影响。方法　选择血
管小儿外科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５月收治的先天性巨结肠患儿３０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１５例，术后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则根据护理的整体性和人文性，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入舒适护理干
预，比较两组患儿住院时间、护理有效率、患儿家长知识掌握度、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异，评定舒适护理的临床效果。

结果　观察组患儿家属的知识掌握度达９３．３３％，满意度高达９３．３３％，而采用传统护理方法的对照组患儿家属
知识掌握度为６６．６７％，满意度仅为７３．３３％，且观察组在住院时间方面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将舒适护理应用于先天性巨结肠患儿术后，可使患儿及家属减
少生理、心理的应激反应，避免术后并发症，明显提高患儿的生存质量，确保护理安全，提高护理质量，受到家长的

欢迎及肯定，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舒适护理；先天性巨结肠患儿；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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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巨结肠是小儿较常见的消化道发育畸形，
新生儿期主要表现为胎粪排出延迟、腹胀、呕吐等低位

肠梗阻症状；儿童表现为顽固性便秘、腹胀、消瘦。该

病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应尽早实施手术治疗。但是

患儿年龄小、表达方式不明确、机体发育不完善、耐受

力差、其心理状态与成人有明显差异等情况的存在，不

但会影响手术的实施效果，而且会给患儿造成心理创

伤［１］，并影响家长的情绪［２］，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的

困难。笔者尝试将舒适护理应用于此类患儿，取得了

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科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５月
收治的先天性巨结肠患儿 ３０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１８例，女１２例，年龄４～６个月。均有先天性巨结肠
的典型症状、体征，钡剂灌肠、Ｘ线摄片提示为普通型
巨结肠，术后均经病理证实。本组患儿在常规肠道灌

洗、服药３～５ｄ后，经肛门Ⅰ期拖出式巨结肠根治术
（改良Ｓｏａｖｅ术），切除病变结肠２２～３８ｃｍ。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小儿外科

１２　护理方法　术后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增加舒适护理干预，比较２组患儿护理效果、
住院时间、患儿家长知识掌握度、满意度。

１２１　舒适护理
１２１１　环境的舒适护理　患儿术后置于空气流通
好、光线柔和、安静的病室内，温度 １８～２０℃，湿度
５５％～６０％，床铺整洁舒适，心电监护的荧屏亮度、报
警音量调至最低，尽可能将治疗和护理安排在日间进

行，严格做到“四轻”：走路轻、说话轻、操作轻、开门和

关门轻，减少噪音，避免患儿受到惊吓，也可稳定家长

的情绪。

１２１２　疼痛的舒适护理　患儿年龄小，对于疼痛的
耐受力差，极易哭闹，护士在操作中动作一定要轻柔，

同时要表现出关心和同情。可以通过听音乐、听儿歌、

玩玩具的方式转移患儿的注意力，达到缓解疼痛的目

的。

１２１３　口干的舒适护理　术后常规禁食水至胃肠
功能恢复，由于患儿口干不适、饥饿难耐，常常哭闹不

已，家长十分着急，不知所措。护士应向家长说明禁食

水的目的、利害关系，取得家长的理解和配合。口干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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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可多次以温水棉签涂抹口唇保湿；饥饿患儿可以安

慰奶嘴含吮；还要告诫家长，勿在患儿面前饮水、进食，

以免引起患儿反射性刺激加重不适。

１２１４　引流管的舒适护理　患儿术后常规留置胃
肠减压管、导尿管，管道的留置本身就会刺激患儿的机

体使其不适，管道的妥善固定又不同程度地限制了患

儿的活动，加重了患儿的烦躁，也会影响家长的情绪。

护士要告诉家长留置管道的作用和意义，并加以妥善

固定，保持管道的适当长度及引流通畅，加强巡视，防

止扭曲、滑脱，注意引流液的性质和量，并准确记录，若

有异常，及时通知医生处理。①胃肠减压管：定时抽吸
胃管，保持有效胃肠减压，及时排空引流袋内液体；②
留置尿管：尿袋的高度要低于膀胱区，及时放尿，拔管

前定时夹管放尿，锻炼膀胱功能。

１２１５　防止感染的舒适护理　病区按时进行清洁、
消毒，患儿床单位保持整洁，室内定时通风，每日给予

患儿温水擦浴、清洁皮肤，更换柔软洁净衣服；留置引

流管期间，帮助、指导家长给患儿进行口腔护理、会阴

擦洗，定时更换抗反流引流袋；由于患儿部分结肠切

除，术后早期排便次数增多，且多呈稀水样便，易侵蚀

肛周皮肤，影响吻合口愈合，以及造成会阴、肛门周围

皮肤感染、糜烂、疼痛，因此护士教会家长在患儿每次

便后均用利凡诺棉球擦拭肛门及周围皮肤，亦可用氧

化锌软膏或植物油涂抹以保护肛周皮肤；若是肛门有

渗血现象，应及时通知医生处理，避免意外发生。

１２１６　饮食的舒适护理　患儿胃肠功能恢复后，先
进少量温水，若无呕吐，方可母乳喂养，稍大患儿可进

少量无渣流质，且宜分次进食，以减轻对肠道的刺激，

亦可减少排便次数，减轻大便对吻合口的污染，促使吻

合口愈合。在两次进食之间，护士可帮助患儿床上翻

身、活动，促进肠蠕动，增加患儿食欲。值得注意的是，

在帮助其翻身的过程中，护士动作要保持轻柔，做到轻

抬轻放，避免造成患儿的额外伤害［３］。

１２２　出院指导　出院前教会患儿家属喂养要领，根
据患儿情况做到少食多餐。短期内大便次数增加，但

２月后大便逐渐成形、次数减少。为防止手术后吻合
口及直肠肌鞘瘢痕挛缩狭窄，指导家长学会扩肛，动作

轻柔。扩肛一般在术后２周开始，每日１次，每次１５～
２０ｍｉｎ，连续扩肛６个月，若此期间患儿出现不适，即
刻入院复诊。

１３　观察指标　通过发放自行设计的健康教育调查
问卷，了解家长的知识掌握度；采取无记名调查问卷，

了解家长的满意度；比较２组患儿的临床护理疗效、平
均住院日、家长知识掌握度、满意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观察组平均住院日为８ｄ，对照组平均住院日为

１５ｄ。观察组护理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２组患儿
家长知识掌握度和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先天性巨结肠患儿家长知识掌握度和满意度

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知识掌握度 满意度

对照组 １５ １０（６６．６７） １１（７３．３３）
观察组 １５ １４（９３．３３） １４（９３．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舒适护理模式是萧丰富于１９９８年提出的。作为
一种全新的护理模式，具有整体化、个性化、创造性、有

效性的优点，使患者的心理、生理达到愉悦的状态［４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患者对医

疗保健服务质量需求不断增长，对医疗护理过程中的

舒适护理需求也日益增加，患者更倾向于追求精神上

的舒适与满足，从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向以患者

身心健康为中心的人性化护理模式转变［６］，使患者自

身的心理以及生理达到一个较平稳状态，有利于患者

愉快程度的提升［７］。那么，实施有效护理、提高护理质

量就显得尤为重要［８］。而临床护理质量的提升，不仅

要求护士转变护理观念，学习掌握相关专业知识，提高

护理技能，还要因地制宜，充分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

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沟通，从而缩

短与患者的心理距离［９］，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

理念，用爱心、真心、耐心、同情心善待每一个生命。

患儿年龄小、沟通能力差、耐受力弱，又由于环境

的陌生、术后的疼痛、治疗过程的不适感等，都会使患

儿感到恐惧，这也直接影响了患儿家属的情绪，严重者

甚至拒绝接受治疗，这样的负面情绪会影响疾病的康

复［１０］，最终导致护患关系紧张。本研究通过开展舒适

护理，降低了患儿的紧张、焦虑程度，减少患儿及家属

生理、心理的应激反应，减轻了患儿的不适感，避免术

后并发症，确保了护理安全，此外，充分保证患儿的住

院环境，避免了外在因素对患儿的影响，提高了其对疼

痛的耐受性和遵护行为［１１］，提高了手术的治疗效果，

使患儿的术后生存质量得到了保证，促进了疾病的恢

复。其中，观察组患儿家属的知识掌握度达９３．３３％，
满意度高达９３．３３％，而采用传统护理方法的对照组
患儿家属，知识掌握度为 ６６．６７％，满意度仅为
７３．３３％，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在住院时
间方面明显低于对照组。

除此之外，护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①患儿术后的
疼痛会使其烦躁不安，护士应在儿童病床上增加防护

栏，并指导家属陪护，同时要加强巡视，避免患儿坠床。

②用奶瓶给患儿喂奶的时候，喂养方法不当很容易引
起患儿呛咳，甚至是窒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护士一定要事先告知并纠正家长的错误做法，将危险

因素降到最低。③患儿易动、血管条件差、输液时间
长，护士应采用静脉留置针给患儿输液，并妥善固定，

起到保护血管、减少反复穿刺给患儿带来痛苦的作用。

④在输液过程中，护士需经常巡视患儿，观察患儿的用
药效果、不良反应、输液是否通常等，发现异常，可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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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的准确应用，对于出现或潜在

的护理问题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不仅使患者取得了

良好的预后，更使护患关系得到了健康发展，满意程度

得到提高，增加了患者的治疗积极性［１２］，得到家属的

支持与好评，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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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行为的关键。由于酒依赖患者常伴有心理障

碍和个性改变，心理护理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常规护

理［４］，能改善酒依赖患者的不良情绪，是教会患者改善

心理状态的方法［５］。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人的思维对

情感和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患者对事物的认知、

判断和评价［６］，通过认知行为干预纠正了酒依赖患者

对饮酒的不良认知，使患者认识到过量饮酒导致的精

神障碍，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还需要树立正确的健康信

念，使其产生内在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恢复健康的意志，

转化成切实的克服障碍接受治疗的行为，从而提高了

治疗的依从性，有助于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恢

复，认知行为治疗有助于患者的早日康复［７］。健康教

育不仅能改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功能，还能改善患者

的社会功能［８］，社会功能恢复了，生存质量也就相应地

提高了。家庭是社会化支持系统的中心［３］，患者酒后

失控出现的家庭暴力，使亲属受到伤害出现负面情绪

远离患者，对患者的康复效果是不利因素，家庭支持低

的患者生活质量更差［９］，家属的行为及态度是影响酒

依赖患者是否早日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因此

在对酒依赖患者实施健康信念模式教育的同时，对其

亲属也要高度的关注并给予干预，使患者得到家庭的

关爱，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对家庭、社会应

尽的责任。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入组时 ＡＤＬ、ＭＲＳＳ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入组６周时 ＡＤＬ、
ＭＲＳＳ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入组
１０周时观察组ＡＤＬ、ＭＲＳＳ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ＧＱＯ
ＬＩ）评分及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４
个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说明对酒依赖患者进行心

理疏导、健康教育、认知行为干预、社会功能的支持是

可行有效的。

经过住院期间１０周的健康信念模式教育，纠正了
大部分酒依赖患者对饮酒的不良行为，使患者认识到

了饮酒不仅对其精神和躯体带来危害，对其社会功能

和生活质量也带来严重的影响。出院后经过电话随访

及上门回访，观察组认真执行戒酒计划并主动配合治

疗的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能主动有效地控制和处理

自己的行为，增强了自我保健意识，促进了疾病的康

复，提高了生活质量。因此对酒依赖患者实施健康信

念模式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本研究样本例数少，

时间短，还有待于以后的工作中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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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集束化护理对永久起搏器植入患者的影响分析
王成香，彭东风，沈蒶华，焦庆红

摘要：目的　探讨对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患者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以减轻术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症状。方
法　选择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８月入住心血管内科，因心脏起搏和传导功能障碍需植入心脏起搏器的患者４８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２４例。对照组运用护理程序采用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集
束化护理干预，２组患者均采用Ｚｕｎ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Ｚｕｎｇ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及数字分级法（ＮＲＳ）进行
心理状态及舒适情况评定。结果　试验组患者接受集束化护理干预后焦虑评分（４６．４５±２．６４）分，抑郁评分
（５０．１２±３．３５）分，术后腰背酸痛评分（４．８２±０．９５）分，切口疼痛评分（４．７６±１．０２）分；对照组评分分别为
（５９．４２±１．６８）分、（６１．６５±４．４７）分、（５．９１±１．２５）分、（５．８２±０．６７）分。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值分别
２０．２７，１８．９５，３．５２，３．３１；Ｐ＜０．０１）。结论　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可明显改善永久起搏器植入患者术后的焦虑和
抑郁状态，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集束化护理；永久起搏器植入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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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ｇｒｏｕｐｕｓｅ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ｂｕｎｌｄｉ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ｆｏｒｔｗｉｔｈＳＡＳ，ＳＤＳ
ａｎｄＮ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ｃｏｒｅｔｈｅ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ｕｓｅ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ｄｙｓｐｈｏｒｉａ：４６．４５±２．６４，ｄ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５０．１２±３．３５，
ｐ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４．８２±０．９５，ｐ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ｔ：４．７６±１．０２，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ｇｒｏｕｐ：ｄｙｓｐｈｏｒｉａ（５９．４２±
１．６８），ｄ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６１．６５±４．４７），ｐ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５．９１±１．２５），ｐ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ｔ（５．８２±０．６７）。（ｔ＝２０．２７，１８．９５，
３．５２，３．３１；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ｏｕｓｅｔｈｅｂｕｎｌｄｉ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ｙｓｐｈｏｒｉａａｎｄｄ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ｈａｖ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ｅｄ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ＰＰＭ，ｉｔｃ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ｎｄ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ｂｕｎｌｄｉ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ＨｅａｒｔＰＰＭ（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人工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是一种利用特定频率的脉
冲电流，经过电极刺激心脏，代替心脏的起搏点引起心

脏搏动的治疗方法［１］，此治疗方法能有效改善患者症

状，提高生活质量。但由于患者对介入手术及起搏器

的安全性能不了解，缺乏术后相关护理知识，多数患者

术后往往出现焦虑、抑郁以及身体不适症状。如何改

善此类患者术后身心状况，切实提高患者术后的舒适

度和生活质量？我院尝试实施集束化护理予以干预。

集束化护理干预体系（ｂｕｎｄｌｅｃａｒｅ）是指为提高治疗及
护理指南的可行性和依从性，针对某种问题而制定的

一系列有循证支持的联合治疗和护理的措施［２］。我院

自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８月对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患
者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患者术后心理状态及各种不

舒适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８月
心血管内科植入埋藏式永久心脏起搏器患者４８例，纳
入标准：①首次行永久起搏器植入术，有基本的阅读和
理解能力，视力、听力均正常；②意识清醒，无严重的心
脏或其他器官合并症；③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王成香，
彭东风，沈蒶华）；心血管内科（焦庆红）

通讯作者：王成香，Ｅｍａｉｌ：ｗｈｙｙ６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同意书。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

组２４例，男性１５例，女性９例；平均年龄６０岁；初中
以上１８例，初中以下６例；植入单腔起搏器４例，双腔
起搏器２０例。试验组２４例，男性１８例，女性６例；平
均年龄６１．５岁；初中以上１６例，初中以下８例；植入
单腔起搏器 ３例，双腔起搏器 ２１例。２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起搏器类型上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干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完善各
项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运用护理程序的方法对患者

手术前后的病情进行评估，制定护理计划并实施，对出

现的问题给予对症处理。试验组在对照组护理措施的

基础上，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即通过评估找出影响患

者身心健康的关键问题和因素，制定多种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措施，进行预见性、针对性实施。试验组经过评

估，对患者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依次排列为：心理状

态、舒适护理、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健康教育等。针对

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制定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由

ＣＣＵ责任护士实施以下集束化护理相关措施。
１２１１　心理干预　①建立信任关系。相互信任是
心理护理成功的关键［３］，手术前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对患者进行家庭心理指导，详细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

术前准备项目及目的，手术的大致经过，介绍责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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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护士，使患者感到医护人员对其十分重视。②
普及疾病相关知识。知识来源缺乏和认知能力有限是

引发心理问题的关键，教育需求是促进心理舒适的首

要护理需求。教育内容主要包括起搏器的工作原理，

埋藏式起搏器植入术后护理、费用以及对日常生活和

工作的影响等，以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认知水平。③音
乐疗法。王蓓［４］指出音乐疗法床上操可缓解患者心理

和情绪紧张，使患者身心放松，使其注意力从基本情景

中分散开来。播放舒缓优美的乐曲，音量要适宜，让患

者戴耳机收听，每次播放时间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可

适当延长或者缩短，一般而言，每次音乐治疗３０ｍｉｎ。
④建立支持系统。护理人员实行人文关怀式教育［５］，

教育对象包括患者及其家属，让家属共同帮助患者减

轻负性情绪，提高遵医行为，从而使他们摆脱患者角

色，真正回归社会，提高其生活质量并延长其寿命。

１２１２　舒适护理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加用舒适
护理，可提高起搏器植入术后患者的舒适度。采用渐

进性肌肉放松训练［６］。让患者取半卧位，在安静环境

下减慢并调整呼吸节律，由责任护士边示范边指导患

者做。嘱患者先握紧右手，保持６～８ｓ，体会肌肉紧张
的感觉，然后迅速松手，放松１０～１２ｓ，体会放松的感
觉。每次做完一组肌群后再转换另一组肌群。依次完

成右手、左手、右臂、左臂、右肩、左肩、头颈部、胸背部、

腹背部、臀部、右腿、左腿、右脚、左脚等肌群先收缩再

舒张，做到全身放松。

１２１３　并发症的预防　①心电监护。密切监测术
后患者心电图与术前心电图中的 Ｐ波及 ＱＲＳ波的形
态和时限，并进行比较，判断电极位置、起搏信号、起搏

功能是否正常。若自身心率快于起搏频率，起搏器可

能处于抑制状态；若自身心率慢于起搏频率，要注意是

否有外界干扰。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医生进行必要

的处理。②休息与活动。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平卧６ｈ
后取左侧卧位３０°或半坐卧位２０°～６０°［７］。若病情允
许，在保证术侧肢体不过度外展上举的前提下，４８ｈ后
可在病室内活动，有助于改善患肢血液循环，减少静脉

血栓的形成［８］。③局部切口处理。将５００ｇ沙袋放置
在切口下方囊袋上压迫４～６ｈ，以便于囊袋内积血及
时从切口处渗出，有利于切口愈合［９］。

１２１４　健康教育　①自我监测病情。教会患者自
我检查脉搏，每天早晚各１次，脉搏若比原起搏心率少
６次以上，或感到胸闷、心季、头晕、水肿、乏力及其他
不适，应立即到医院就诊。②生活指导。术后早期进
行功能锻炼，避免重体力劳动；掌握起搏器植入后注意

事项，避免接近对起搏器功能造成干扰的环境和设

备［１０］。③重视随访。最初半年每月１次，半年后３～６
个月１次。
１２２　评价指标
１２２１　心理评定　２组患者均采用 Ｚｕｎｇ焦虑自评
量表（ＳＡＳ）和Ｚｕｎｇ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定。ＳＡＳ和
ＳＤＳ由２０个项目组成，应用 １～４级评分法，分数越

高，表示焦虑、抑郁症状越严重。

１２２２　舒适情况评价　术后１２ｈ评价２组患者舒
适情况：①采用数字分级法（ＮＲＳ），用０～１０代表不同
程度的疼痛，０为无痛；１～３分为轻度疼痛；４～６分为
中度疼痛；７～１０为重度疼痛。②入睡困难，即患者主
诉心情烦躁、不能入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包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术后心理状态比较　试验组患者经集
束化护理干预后焦虑、抑郁症状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２组永久起搏器植入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ＡＳ ＳＤＳ

对照组 ２４ ５９．４２±１．６８ ６１．６５±４．４７
试验组 ２４ ４６．４５±２．６４ ５０．１２±３．３５
ｔ值 ２０．２７ １８．９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２组患者术后舒适情况比较　试验组患者经集
束化护理干预后，其术后腰背疼痛、切口疼痛程度减

轻，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睡眠质量改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２组永久起搏器植入患者术后１２ｈ的舒适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腰背疼痛评分 切口疼痛评分 入睡困难（ｎ）

对照组 ２４ ５．９１±１．２５ ５．８２±０．６７ １６
试验组 ２４ ４．８２±０．９５ ４．７６±１．０２ ８
ｔ值／χ２值 ３．５２ ３．３１ ５．３３ａ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注：ａ为χ２值。

３　讨　论
３１　集束化护理干预对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患者的正
性作用　黎云等［１１］研究表明，与正常人相比，心脏起

搏治疗患者的平均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大多存在心理

情绪障碍，如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表现。可能与术前

紧张、对起搏器工作原理不清楚、担心术中疼痛和意

外、担心植入起搏器后影响日常生活等因素有关。集

束化护理干预措施的建立，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全面掌

握患者的心理状态、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及社会经济情

况，向他们说明手术的意义，分析利弊，以消除患者的

心理负担与焦虑情绪。护理人员用真诚的态度与患者

及家属沟通，赢得患者信任，有助于改善护患关系，提

高护理质量。经集束化护理干预后，患者的认知水平

得以提高，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心理得以降低，患者的安

全感得以增加，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得以缓解。其中

渐进放松训练可有效提高患者的舒适度，方法简便易

行，无需复杂的仪器设备。患者通过自身有意识、有步

骤地对肌肉进行紧张 －松弛的循环练习，使肌肉放松
和大脑皮层唤醒水平下降，调节因紧张刺激而紊乱的

功能，明显降低了患者焦虑、抑郁的程度，缓解了后腰

背疼痛、切口疼痛，改善了睡眠质量。

３２　实施集束化护理干预的意义　集束化护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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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１２］是将具有循证支持并通过临床实践的护理方法

运用于永久起搏器植入患者，对患者持续执行每一项

护理措施，而不是只选择其中一两项来执行。集束化

护理干预措施是针对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问题进

行的，解决的是影响患者术后康复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患者乐意接受，某些技术操作简便易行，患者、家属和

护理人员既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配合共同完成，最大

限度地调动了患者和家属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定最

佳的护理干预方案，采取最合理的护理干预方法来协

助医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以更快地促进疾病和并发

症的治愈。实验数据证明，集束化护理干预方案比传

统护理方法更能有效促进患者术后的身心健康，从而

切实改善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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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３，２７（２８）：３１３１３１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５

（上接第１０８１页）
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社区工作指导方案》、《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２０１１年版、《中国２型糖尿病防
治指南》（２０１０年版讨论稿）等作为指导方针，并利用
本地区的相关专业人员定期到当地医院督导检查糖尿

病人的管理反馈情况，同时利用本院的专业人员利用

全科医学理念和一对一全程跟踪管理的个体化护理理

念模式，根据患者的理解接受能力、职业、文化水平等

方面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对社区糖尿病患者实施饮食

指导、运动指导、并发症的预防、药物指导等个体化护

理。超重或肥胖的糖尿病患者需要饮食、药物和运动

三者合力才能使体重下降。要积极减少能量摄入，少

吃荤菜，多吃素菜，同时为了减少饥饿感，可以服用益

力佳等医学营养配方粉作为代餐。本文结果显示，两

组干预前空腹血糖与餐后２ｈ血糖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干预后测定值均较干预前下降（Ｐ＜０．０５），且组
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干预前空
腹胰岛素对比无明显差异，干预后治疗组组内与组间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照组组内对
比无明显差异。同时呼吁糖尿病患者告别久坐不动的

生活方式，根据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选择运动方式，并

不单纯指走路，可以通过其他运动方式来转换，比如骑

车７ｍｉｎ、拖地８ｍｉｎ都可以计算为１０００步。
据了解，血红蛋白成分因能反应长期的血糖控制

水平，是当前公认的评价血糖控制水平的检测方法。

本文两组干预前糖化血红蛋白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干预后测定值均较干预前下降（Ｐ＜０．０５），且组间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总之，基于个体化与体重化的饮食教育可以很好

的帮助糖尿病患者降低糖化血红蛋白与提高胰岛素含

量，从而有利于控制血糖，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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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产后盆底功能康复疗效的影响分析
程凤英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于生物反馈电刺激盆底肌肉联合锻炼在改善盆底功能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对
于产后有盆底功能障碍进行生物反馈电刺激盆底肌肉训练等护理干预治疗的６３例患者为观察组，同期未实施
护理干预产后有盆底功能障碍的６３例患者为对照组，比较２组盆腔器官脱垂程度改善及盆底肌力恢复的情况。
结果　观察组６３例患者中盆腔脏器脱垂治愈及有效改善共５５例，总有效率８７．３％，对照组盆腔脏器脱垂治愈及
有效改善共２６例，总有效率４１．３％，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６３
例患者中盆底肌力治愈恢复及有效改善共５４例，总有效率８５．７％，对照组盆底肌力治愈恢复及有效改善共４２
例，总有效率６６．７％，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对于产后有盆底
功能障碍患者积极给予生物反馈电刺激盆底肌肉锻炼等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恢复盆底功能，改善盆腔器官脱
垂，达到康复效果。

关键词：护理干预；盆底康复；盆腔器官脱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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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ＦＤ）是指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的总
称，其表现包括子宫脱垂、阴道壁膨出、压力性尿失禁、

排便障碍、性生活不愉快等。女性的一生中，盆底肌肉

承受重压和创伤的机会较多，如妊娠、分娩、盆腔肿瘤、

盆腔脏器的手术、卵巢功能的衰退、性激素缺乏等等，

都会造成盆底肌肉及神经损伤，导致盆底功能障碍，其

中主要原因是妊娠及分娩造成盆底支持结构性的损

伤［１］。我科对于产后出现盆底功能障碍的６３例患者
进行产后早期盆底肌肉康复训练同时给予全面的护理

干预，盆底功能恢复良好，效果满意，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科对
于产后有盆底功能障碍的６３例患者给以盆底康复训
练（采用Ｐｈｅｎｉｘ产后生物电刺激生物反馈仪），患者年
龄２３～３８岁，平均产次１．５次，５０例为Ⅰ度子宫脱垂，
７例压力性尿失禁，１例粪失禁，５例性生活障碍。患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０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程凤英，Ｅｍａｉｌ：ｓｌｘ６４＠１２６．ｃｏｍ

者进行盆底康复训练同时进行护理干预，治疗前后评

估盆腔脱垂情况及手测检查盆底肌力。

１２　评估标准　①子宫脱垂分三度。Ⅰ度：子宫颈下
移至处女膜阴道口内，但不越出阴道口；Ⅱ度 Ａ：子宫
颈脱出阴道口外，宫体仍在阴道内；Ⅱ度 Ｂ：子宫颈及
部分宫体、大部分阴道前壁脱出阴道口外；Ⅲ度：整个
宫体脱出阴道口外，全部阴道壁外翻。②盆底肌力测
定：分为６级，当肌肉收缩持续０ｓ为０级；持续１ｓ并
重复１次为Ⅰ级；持续２ｓ重复２次为Ⅱ级；持续３ｓ
重复３次为Ⅲ级；持续４ｓ重复４次为Ⅳ级；持续５ｓ
重复５次为Ⅴ级。检查者用食指和中指按压阴道后壁
与盆底肌肉接触，评估质量。

１３　护理干预措施
１３１　宣教指导孕期盆底肌肉锻炼培训　我国传统
观念认为孕妇应以休息、减少活动、增加营养为主，如

果孕期运动会导致流产、早产的发生，产生不良妊娠结

局。国外有研究认为，孕妇可以进行适当运动从而有

效改善盆底肌肉功能，美国妇产学院（ＡＣＯＧ）委员会
认为，在没有禁忌症情况下，应鼓励孕妇参加规律的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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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肌肉锻炼［２］。通过妊娠期盆底肌肉锻炼，可以减轻

对下肢静脉的压迫，有利于自然分娩，减少难产发生，

有利降低产后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发生，有

利孕妇身心健康，对于保证女性生育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在孕妇建册产检、参加孕妇学校开始，宣教盆

底肌肉锻炼知识教育，指导孕妇做产前体操，进行不断

收缩和放松阴道加强生殖器官肌肉收缩力的培训。根

据个体的身体状况，制定妊娠期个体化锻炼计划，适合

做多长时间，运动量的大小。孕期训练不宜时间过长，

强度过大。对于有早产及习惯性流产史者、羊水异常

者、有妊娠高血压疾病及前置胎盘者不适宜行盆底训

练。如果在训练中出现有出血、液体流出，出现疼痛、

呼吸困难、头痛头晕等，要立即停止训练并及时就诊。

１３２　盆底健康教育　住院期间责任护士对盆底损
伤、盆底康复相关知识进行健康宣教，指导产妇产后康

复体操，自然分娩后２４ｈ开始训练，以晨起前和晚上
临睡前为好，运动前排空膀胱，禁止饭后运动，注意室

内温度，保持空气新鲜，每次持续约２０ｍｉｎ，运动强度
根据各自身体情况进行调整，循序渐进。剖腹产患者

以腹部切口愈合后开始训练。宣教产褥期避免感染，１
个月内不参加体力劳动，２个月内不宜性生活，避免产
后负重，让产妇了解盆底康复的意义，不要因为注意力

在宝宝而忽略了自身的休养和盆底功能康复训练，使

其能积极配合治疗。

１３３　产后进行电刺激及生物反馈联合盆底肌肉训
练　产后４２ｄ回访时进行常规盆底功能检查，对于有
盆底功能障碍者，给予电刺激及生物反馈联合盆底肌

肉训练，具体方法为：患者排空膀胱后，将盆底训练治

疗头缓慢置入阴道内，以产妇自觉盆底肌肉有跳动感

而无疼痛为准，最大限度的收缩及最大限度的放松为

准置为零标准，给以产妇生物电刺激，再根据生物反馈

训练模块，给以生物反馈训练２次／周，１０～１５次为１
个疗程。在进行盆底肌肉收缩力训练的同时让患者回

家自行盆底肌肉锻炼，３次／ｄ，２０ｍｉｎ／次，同时可以在
每次排尿时停顿或减缓尿流，训练间断排尿以达到膀

胱收缩训练，改善尿失禁症状。期间宣教盆底肌肉锻

炼的重要性，并教会正确掌握配合治疗及训练方法，给

以技术指导，定时电话随访产妇康复锻炼情况，以达到

良好的康复效果。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盆腔器官脱垂程度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
盆腔器官脱垂程度改善总有效５５例，有效率８７．３％；
对照组总有效２６例，有效率４１．３％，观察组有效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χ２＝２９．０７１６，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１。
２２　２组盆底肌力恢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盆底肌力
恢复总有效 ５４例，有效率 ８５．７％；对照组总有效 ４２
例，有效率 ６６．７％，观察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χ２＝６．３００，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１　２组产后有盆底功能障碍的患者盆腔器官脱垂程度
改善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盆腔脏器脱垂改善总有效数

治愈 改善
无效

观察组 ５４ ２５ ８ ３０
对照组 ４２ １５ ３７ １１

表２　２组产后有盆底功能障碍的患者盆底肌力
恢复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盆底肌力恢复总有效数

治愈 改善
无效

观察组 ５４ １８ ９ ３６
对照组 ４２ １４ ２１ ２８

３　讨　论
　　目前国内大量研究调查资料显示，我国４５％已育
的女性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

禁等盆底功能障碍表现，故对于女性盆底疾病的防治，

我们应该给以高度重视和关爱。应该向广大妇女宣教

健康保健知识，加强广大妇女自身重视更为重要，才能

有效积极防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盆底肌肉的生物

反馈、电刺激训练和治疗疗效早已获得肯定［３５］。通过

对产妇常规进行盆底肌肉训练个性化康复宣教指导，

让产妇了解盆底康复的意义，使其能积极配合治疗，有

效增加其锻炼依从性［６］，孕期就可以开始进行盆底肌

肉锻炼［７］，产后４２ｄ正确盆底肌肉锻炼疗效更好［８］，

能有效降低盆腔器官脱垂以及尿失禁等盆底功能障碍

性疾病的发生，有利孕妇身心健康［９］，对于保证女性生

育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患者在生物反馈设备的帮助下利用生物信息原

理，制定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通过不同频率的电刺

激，盆底肌肉产生被动地收缩，指导盆底肌肉收缩训

练，有效改善盆底组织肌力［１０］，取得效果后，可转为个

体自身行为治疗。故在康复治疗前，对患者要进行专

业性指导和教育，有助于患者准确的定位和有效的盆

底肌肉收缩，对于提高疗效有重大的意义。本研究结

果亦表明，观察组６３例患者中盆腔脏器脱垂改善总有
效率８７．３％，盆底肌力恢复总有效率８５．７％，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积极护理干
预有助于提高康复的疗效。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人们对于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医

务人员及社会的宣传引导尤其重要［１１］。

综上所述，在孕期及产后积极给以个性化康复宣

教指导，配合生物反馈电刺激盆底肌肉锻炼等护理
干预，可以有效恢复盆底功能，改善盆腔器官脱垂，达

到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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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医院见习之后的休息调整时间，不认真对待社区

见习的过程。临床医学生表示，虽然之前接受过三级

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但对于社区工作及全科理念的认

知还不够深刻，在沟通交流等方面有所欠缺，特别是外

地生源的学生在语言上存在一定的弱势。

３　讨论与建议
　　本次调研结果提示，带教医师与临床医学生在对
于前期课程的认知问题上看法大致一致，都认为前期

理论基础的学习对于学生社区实习阶段非常重要；但

是，在社区见习课程的认知问题上，特别是在家庭病

床、慢性病管理、老年护理等全科门诊课程的重要性问

题上，带教医师较学生重要性评分更高。在见习时间

安排上，带教医师与临床医学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带

教医师认为２周的见习时间不足以学生全面深入地了
解社区工作、认知全科医学理念，有６０．９％的带教医
师认为应该改为４周或者更长的见习时间，超过半数
的学生认为２周时间已经足够，甚至有２４．２％的学生
认为应当缩减社区见习的时间。这可能与带教医师与

学生本身对于社区见习阶段的重视程度差异有关。结

合对带教医师和临床医学生的个人访谈分析，我们提

出以下建议。

３１　建立完善课程网络体系，注重实践教学质量　与
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全科医学起步较晚，在全科医

学的课程网络体系的健全上仍需借鉴欧美等国的经

验［３７］，并切实地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在医学院校成

立全科医学系或全科医学教研室，设立符合带教硬件

和软件需要的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全科医学见习

教学中心，联合培养优秀的社区卫生服务人才。

在全科医学师资培养方面，定期组织社区带教医

师接受统一、规范的全科医师师资培训及继续教育，提

高带教医师自身教学技能和知识水平，以充分满足全

科带教的需要。

３２　提高医学生全科医学认知，增强社区全科兴趣　
在学生进入社区见习前，以前期理论课程为载体，先行

传播全科医学理念，积极培养学生对全科医学的感性

认识［８９］。在社区见习阶段，通过安排学生参与全科诊

疗的全过程，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模

式，加强带教医师与学生间的交流沟通，在巩固和强化

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其专业技能和综合分析的能

力，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全科医学认知的目的［１０］。

３３　制定师资考核考评机制，配套相应激励政策　应
当注重提升社区教学软实力，并制定统一、规范、可行

的师资考核考评标准，配套相应的带教医师激励政策，

发展一支优秀、稳定的全科医学师资队伍。提升全科

医生的社会地位、学术地位和经济地位，吸引更多高精

人才进入社区，加入全科医师的队伍，形成良性循环，

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提供连续的、可持续的支

持［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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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断指再植术后成活率影响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
方彩琼，周志华，叶伟德

摘要：目的　研究影响断指再指术后成活率的因素，探讨相应的护理对策，提高断指再植术后成功率。方法　回
顾性分析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断指再植１５８３例（共１９７６指）患者的临床特征，研究影响断指再植术后发
生坏死的类型、原因及相应的护理措施。结果　１９７６指中１８８８指术后恢复良好，８２例８８指发生坏死，术后总成
活率为９５．５％（１８８８／１９７６）；其中患者年龄大于６０岁、有长期吸烟史，热缺血时间超过６ｈ、断指完全离断、粉碎
性伤、断面血管血栓形成、血管痉挛、不恰当的断指保存方法及术后出现焦虑抑郁的患者断指成活率较低（Ｐ＜
０．０５），而患者的性别、断指数目及输血情况与患指的存活与否无相关性。结论　断指再植术后存活与患者的年
龄、吸烟史、热缺血时间、断指离断情况、损伤类型、断面血管血栓形成、血管痉挛、断指保存方法及术后心理状态

等因素密切相关，重视断指再植术后影响存活的相关危险因素，在预防、断指相关知识普及、术前及术后护理工作

中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有利于提高断指再植术后成活率。

关键词：断指再植；因素分析；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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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指再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己成为较成熟的
治疗方法，随着显微外科技术和术后康复护理水平的

不断发展和提高，断指再植成功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１］，但仍有一定的坏死率。影响断指术后存活的因

素较多，合理预防并及时处理血管危象是提高再植指

成活率的关键。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共收治
断指再植术患者１５８３例（１９７６指），对这部分患者临
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我科
行断指再植手术治疗的１５８３例患者，其中男性１２３４
例，女性３４９例，年龄１８～６６岁，平均（３１．５±１１．３）
岁，有长期吸烟史（大于１０支／ｄ，持续超过３年）９８５
例，共再植１９７６指，单指再植１２１０例，多指再植 ３７３
例；其中包括４１５指拇指，３１６指食指，４５４指中指，３５６
指环指，４３５指小指。完全离断１０９６例，不完全离断
４８７例；切割伤７５３例，撕脱伤４６７例，不同程度粉碎
３６３例。１３２１例热缺血时间未超过６ｈ，２６２例超过６
ｈ。清洁敷料包好保存残指６９７例，冰袋隔绝冷藏３５２
例，常温等其他方法保存５３４例。所有患者均行清创
缝合、断指再植。术中发现断面血管血栓形成３９８例，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１８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人民医院手外科
通讯作者：周志华，Ｅｍａｉｌ：２３０７４７１１２７＠ｑｑ．ｃｏｍ

血管痉挛４９６例，输血９８例。术后对每个患者行焦虑
抑郁（ＨＡＤ）评分，大于等于９分者９９５例（定义为焦
虑抑郁阳性）［２］，见表１。
１２　研究方法　将年龄、性别、吸烟史、离断程度、热
缺血时间、受伤类型、保存方法、血栓形成、血管痉挛情

况、输血、术后焦虑抑郁（ＨＡＤ）评分等因素进行方差
分析，探讨影响断指成活的相关危险因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使用
方差分析χ２检验各临床指标与断指再植存活与否之
间的关系，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１５８３例患者１９７６断指再植术后８２例患者８８指
发生坏死，成功率为９５．５％（１８８８／１９７６），其中７７例
发生单指坏死、４例发生双指坏死、１例发生三指坏死。
影响断指再植成活率的因素分析显示发现：年龄大于

６０岁、有长期吸烟史，热缺血时间超过６ｈ、断指完全
离断、粉碎性伤、断面血管血栓形成、血管痉挛，不恰当

的断指保存方法及术后出现焦虑抑郁的患者断指成活

率较低（Ｐ＜０．０５），而性别、断指数目、是否输血等因
素与断指成活率无相关性（Ｐ＞０．０５），见表１。

３　讨　论
　　本次研究断指再植患者共１５８３例、１９７６指，断指
再植后成活率为 ９５．５％，绝大部分患者术后恢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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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仍有８２例、８８指出现术后坏死，我们分析资料
发现，年龄大于６０岁、有长期吸烟史，热缺血时间超过
６ｈ、断指完全离断、粉碎性伤、断面血管血栓形成、血
管痉挛，不恰当的断指保存方法及术后出现焦虑抑郁

的患者断指成活率明显较低。为了提高断指术后成活

率，我们应该在临床治疗与护理工作中，重视每一危险

因素，针对每一危险因素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规范化

进行断指再植术前术后护理工作，总结如下。

表１　断指再植成活率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类别 例数（ｎ＝１５８３） 存活（ｎ＝１５０１） 坏死（ｎ＝８２）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６０岁
≤６０岁

３５６
１２２７

３３０
１１７１

２６
５６

４．２１０ ０．０４０

性别 男

女

１２３４
３４９

１１７５
３２６

５９
２３

１．８１３ ０．１７８

长期吸烟史 是

否

９８５
５９８

９２３
５７８

６２
２０

６．５９２ ０．０１０

离断程度 完全

不完全

１０９６
４８７

１０２５
４７６

７１
１１

１２．２２１ ＜０．００１

断指数目 单指

多指

１２１０
３７３

１１５１
３５０

５９
２３

０．９６６ ０．３２６

热缺血时间 ≤６ｈ
＞６ｈ

１３２１
２６２

１２９２
２０９

２９
５３

１４４．７６４ ＜０．００１

受伤类型 切割伤 ７５３ ７２６ ２７
撕脱伤 ４６７ ４４１ ２６ ９．８７１ ０．００７
粉碎 ３６３ ３３４ ２９

保存方法 清洁敷料 ６９７ ６７５ ２２
冰袋隔绝冷藏 ３５２ ３３５ １７ １４．８６９ ０．００１
常温或其他 ５３４ ４９１ ４３

血栓形成 是

否

３９８
１１８５

３５０
１１５１

４８
３４

５１．２４２ ＜０．００１

血管痉挛 有

无

４９６
１０８７

４４９
１０５２

４７
３５

２７．１３８ ＜０．００１

输血 是

否

９８
１４８５

８５
１４１６

１３
６９

０．８８５ ０．３４７

术后焦虑抑郁（ＨＡＤ）评分 ＜９分
≥９分

５８８
９９５

５６７
９３４

２１
６１

４．９２８ ０．０２６

３１　定期预防教育　我们研究发现断指再植的存活
与患者的长期吸烟、断指的热缺血时间超过６ｈ以及
不恰当的断指保存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强

调应该在断指高发的工厂或地区组织定期的预防教

育，宣传与断指相关的安全教育及医疗知识，讲明吸烟

对身体的危害及对断指再植术后的影响，建议相关工

作工人戒烟；当意外发生后断指最好的保存方法应为

用无菌湿纱布包好，再包以无菌的干纱布，置于４℃冰
箱冷藏保存［３］。在伤后转运过程中，可将断指用清洁

布类包好后，放入无孔塑料袋内，置于有冰块或冰袋的

保温瓶内“冰袋隔绝冷藏”转运。不可将断指直接置于

冰块、冰袋上或冰箱冷冻室内；伤后应尽早就医，最迟

不要超过６ｈ。建议这些断指高发的工厂或地区长期
存放冰袋等所需材料等，为断指再植的存活提供前提

条件。

３２　术前护理　我们研究发现断指的存活与患者的
焦虑抑郁状态也有明显的关系。大部分患者对于突如

其来的意外一时难以接受，患指完全或不完全的离断、

出血、疼痛等因素使患者出现惊恐，加之对手术缺乏认

识，对愈后缺乏信心等原因造成患者心理压力大［４］，使

患者更容易处于焦虑抑郁状态。因此，应针对不同的

患者耐心细致地做好心理护理工作，全面认真地解释

手术的过程及列举相关再植成功的病例，帮助患者树

立信心，为手术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心理条件。

入院后适当保存断指，对完全离断的指体，以无菌

敷料包好，置于４℃冰箱或容器内冷藏保存。对未完
全离断的指体及创面应及时消毒，并用无菌敷料包扎

止血。及时应用止痛药物，免疼痛引起断指血管痉挛；

立即建立静脉输液通道，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做

好术前各项常规准备工作。要求患者戒烟，宣讲吸烟

对血管危害，强调烟草中的尼古丁容易引起小动脉痉

挛，增加患指血管阻力，造成血液粘稠度增加，使血流

缓慢以致血栓形成，最终影响断指存活［５］。另外夏季

病室内禁用蚊香，曾有两例患者因使用蚊香而发生动

脉危象。

３３　术后护理　随着断指再植医疗水平及术后康复
护理水平的提高，断指再植成功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仍有一部分的患指出现术后坏死，因此术后的规范

化护理、及时发现并正确处理断指血管危象对断指的

成活显得尤为重要，特别对于存在影响断指再植危险

因素的患者，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注意体位及环境对患指成活的影响，术后嘱患者

绝对卧床休息，禁止患侧卧位，用石膏托使患指保持在

功能位并制动，以软枕垫高患指于心脏水平或略高于

心脏水平１０ｃｍ，以减轻患指肿胀，利于静脉回流。室
温控制在２２～２５℃之间，湿度保持在６０％ ～７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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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过高会导致患指水份丢失过多，血液浓缩而影响微

循环；室温过低容易引起血管痉挛，影响患指血供。术

后定期使用 ６０～１００Ｗ的烤灯局部照射保温，灯距
３０～４０ｃｍ，促进患指血液循环。严禁患者下床外出，
以免指体温度降低引起局部血管痉挛而出现缺血性坏

死［５６］。

保证充足的血容量也是提高断指术后成活率的影

响因素之一，做好静脉输液的护理，遵医嘱补液，每日

补液不少于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ｍｌ。术后常规止痛、解痉、抗
凝及抗感染，及时观察药物效果及不良反应，及时向医

生反馈，遵医嘱及时调整药物的使用［７８］。对输入低于

室温的液体或血液制品应置于３７～３８℃的恒温水箱
内预热２０ｍｉｎ，复温后再输入；同时应避免在患侧血管
进行穿刺置管，以免损伤静脉，影响患指回流。术后对

患者进行适当的心理护理干预，使患者安稳度过术后

焦虑抑郁状态［４］。

术后患指血管危象的观察和及时适当的处理，是

断指再植术后成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术后７２ｈ内是吻
合血管出现血管危象的高发期［６］，因此术后应密切观

察患指血液循环情况，２４ｈ内每 ３０ｍｉｎ观察患指一
次，２４～７２ｈ内每１～２ｈ观察一次，以后每日６～８次，
详细观察并记录患指指腹颜色、温度、弹性以及毛细血

管充盈情况［９］。①指腹颜色：反映局部组织循环功能
障碍导致循环性缺血的程度。正常：观察部位颜色淡

红，或与健侧的皮肤的颜色相一致；异常：包括黑色、青

紫色、暗红、苍白等色泽变化。若颜色暗红，有散在淤

点，说明静脉回流受阻。皮肤呈深咖啡样的青紫色，提

示有发生静脉危象的危险。颜色变淡或苍白，说明动

脉供血不足。颜色花斑（苍白与淤紫交错），说明动静

脉均不通畅。②温度：术后指体温度低于健指 １～２
℃，如指温下降３～４℃，则说明断指血供障碍。③毛
细血管充盈：轻压再植指甲观察血液充盈时间。正常：

毛细血管回充盈时间１～２ｓ。动脉供血不足：皮肤血
色差，回充盈缓慢，＞２ｓ。静脉回流障碍：皮肤紫红或
暗红，＜１ｓ。④组织张力：即移植"

再植组织的肿胀程

度，一般再植肢体均有轻微肿胀，是比较可靠的血液循

环观察指标。如动脉供血不足则组织干瘪；静脉回流

受阻则肿胀明显；动静脉同时栓塞时则肿胀程度不发

生变化。肿胀程度：皮纹变浅为Ⅰ度肿胀；皮纹消失为
Ⅱ度肿胀；出现水泡为Ⅲ度肿胀。⑤动脉危象表现为：
患肢皮肤苍白、灰暗，皮肤皱纹加深，皮温降低，指腹张

力下降，瘪陷，毛细血管充盈时间延长，脉搏减弱或消

失，指端侧方切口处不能出血或缓慢流出暗红色血液。

⑥静脉危象表现为：患肢皮肤暗紫，皮纹变浅或消失，
皮温下降，指腹张力增加、丰满、膨胀，毛细血管充盈时

间缩短，动脉搏动存在，指端侧方切口出血活跃，初呈

淡紫色，继之为鲜红色。对有可疑血管危象发生时，应

尽快通知医生，必要时遵医嘱肌注或静脉推注罂粟碱

３０ｍｇ。同时加强患指保暖；有效止痛，松解纱布，确保
患指无受压因素，皮肤缝合过紧时则间断拆开数针缝

线；断指由远端局部向回心方向按摩；并在指端侧方作

一０．５ｃｍ小切口，切口以肝素纱块湿敷，酌情每３０～
６０ｍｉｎ左右用无菌针头挑拨小切口，使其保持渗血，观
察患指出血情况；直至血运恢复红润为止。以此来保

证患指循环通畅，降低指体张力［５］。

术后指导患者循序渐进地进行患肢、指功能锻炼，

是确保患指成活并恢复功能的重要护理措施之

一［８，１０］。①术后１～２周，患肢以制动为主，可指导患
者进行健指轻微活动，如手指肌肉等长收缩。②２～４
周：指导患者对未制动的手指、腕关节作轻微的伸屈活

动，对肩和肘关节作主动活动练习，以免因长期制动而

影响其他关节的活动范围。同时配合红外线照射及超

短波电疗，以促进表浅血管及深部血管扩张，改善血液

循环。③５～８周：解除制动后，指导患者主动运动，练
习手指的伸、屈、对掌、对指和钩指、握拳等动作。动作

要轻柔，以免拉伤修复的组织。④９～１２周：此时骨折
已愈合，肌肉、神经和血管愈合已牢固。此期可进行被

动活动和抗阻力运动。在健指的配合下，使用患指作

提拿或挟持沙袋的练习。同时指导患者进行患指灵活

性、协调性和精确性的训练如拍球、接球、用匙、用筷、

写字及梳头等，并且训练两手协同操作能力，如打结、

解结、打字和弹琴等。同时做好再植指感觉再训练。

本文分析了影响患指术后成活的相关危险因素，

对存在这些因素的患指给予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护

理对策，强调在预防、断指相关知识普及、术前及术后

护理工作中的措施，有利于提高断指再植术后的成活

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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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比赛形式的康复训练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
缪忠凤，邓家佩

摘要：目的　探讨比赛形式的康复训练对促进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全面康复的影响。方法　将符合入组标准的
６４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３２例。对照组执行精神科常规护理，干预组患者在此基
础上参与为期６周的康复训练，并参加院里举行的比赛。在实施康复训练６周末应用住院精神病患者康复疗效
评定量表（ＩＰＲＯＳ）对２组患者的疗效进行评定分析。结果　６周末干预组 ＩＰＲＯＳ各指标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干预组患者在生活能力、工疗情况、社交能力、关心和兴趣、讲究卫生能力等方面较对照组都有所改善，尤以讲

究卫生能力改善明显。２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比赛形式的康复训练对慢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康复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促进患者对精神疾病的了解，从而提高其治疗疾病

的信心。

关键词：康复训练，比赛形式；精神分裂症；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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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ｇａ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６ｗｅｅｋ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ｐｓｙ
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ＩＰＲＯ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６ｗｅｅｋｅｎｄｏｆ
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ＩＰＲＯ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ｌｉｆｅ，ｗｏｒｋ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ｏ
ｃｉ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ｈｙｇｉｅｎ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ｈｙｇｉｅｎ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ｏｒｍｔｈｅｇａｍｅｈ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
ｎ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ｌｆｃａｒ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ｍｅｎ
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ａ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安徽省荣军医院是一所民政优抚精神病医院，重
点收治对象为全省患精神疾病的荣复军人和蚌埠周边

地区的精神患者。由于精神疾病病程长，复发率较高，

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农合和城镇医保的普及以及省

内患精神疾病的荣复军人住我院期间费用基本全免，

因此长期反复住我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越来越

多。我们医院现行的是封闭式的管理制度，病员单调、

被动的住院生活，更加加重了患者社会功能的缺失［１］。

为了改善精神病患者的住院生活，提高患者的生活自

理能力，促进患者对精神疾病的认知，２０１３年７月，我
们对３２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举行了以生活技能及
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为主的比赛活动，以探讨其对慢性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能力、社交能力、讲究卫生能力

等方面的康复作用，效果满意。现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６４例患者均为病情稳定的慢性精神
分裂症患者，病程在５年及以上，且无严重躯体疾病。
部分患者与其家人协商适当延长住院时间以完成比

赛。本组成员男性６０例，女性４例；年龄２５～５８岁，
平均（３２．３２±６．５１）岁；病程５～１６年，平均（６．２８±

作者单位：２３３４００安徽省怀远县，安徽省荣军医院精神科
通讯作者：缪忠凤，Ｅｍａｉｌ：３８２６６６９８３＠ｑｑ．ｃｏｍ

４．０２）年。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３２例，２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案制定　首先由各病区护士长与护理部主任
组成项目组，负责制定康复训练项目、比赛计划、康复

训练的方式、方法及得分标准。对照组执行精神病患

者常规护理，干预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参与为期６周的
康复训练。选用住院患者康复疗效评定量表

（ＩＰＲＯＳ），由项目组成员于康复训练后对干预组和对
照组进行评定分析。

１３　康复训练
１３１　训练形式　６个男病区，每个病区各选取符合
入组标准的患者１０名，以单数、奇数的方法分为２组，
分别为对照组成员５名和干预组成员５名。女病房选
取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４名，同样分为对照组和干预
组成员各２名。７个病区共有对照组成员３２名，干预
组成员３２名。对照组成员实行精神科常规护理。每
个病区重点训练干预组成员，６周后７个病区举行比
赛，内容包括：广播体操比赛、整理床铺比赛、精神疾病

相关知识竞赛。每项均制定得分标准，得分最高者给

予一定物质奖励。

１３２　训练内容
１３２１　整理床铺比赛、穿衣比赛训练　重点训练患

·９５１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２卷第７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内容包括整齐折叠被子、整理床单、套好枕头；迅速穿

好衣裤，保持衣着整齐合体。此项训练由各病区按照

得分标准各自自行培训。由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大

多表现较被动，参加训练的主动性较差，因此培训过程

中多立易实现的小目标，实行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

结合，每个小目标的实现都能给患者带来愉快的满足

感［２３］。重点强调对患者多表扬少批评，禁止体罚和打

骂患者。各病区采用的训练形式各不相同，有的病区

由每天的巡视班和护理班在工作之余集中培训，有的

病区利用病情较轻的患者实行一对一的训练病人，由

工作人员负责监督指导，并给予适当奖励。

１３２２　广播体操比赛训练　主要目的是增强患者
体质，促进患者间的沟通、交流，提高患者的社交能力，

改变患者孤单、自闭的生活模式。重点训练患者间的

合作精神［４］。此项训练由工娱疗室的工作人员完成。

各病区每周一、三、五下午将患者送到工娱疗室，工娱

疗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患者学做广播体操，每次不少于

４５ｍｉｎ。
１３２３　知识竞赛训练　此项训练由项目组成员参
与培训。主要内容为精神疾病的发生及转归、精神科

常用药物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方法、精神科病人服药的

重要性、如何预防疾病的复发等［５６］。由４个病区的护
士长每人负责一个项目，每周二、四下午采取集中讨

论、小讲座、发放相关资料等方式进行。各病区医生在

查房期间以提问的方式督促患者学习，提高患者对精

神疾病知识的了解。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所收集的数据
进行输入、整理与分析，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康复训练前ＩＰＲＯＳ各项评分结果无明显
差异。康复训练后 ＩＰＲＯＳ各项评分结果显示干预组
患者参加培训及比赛后在生活能力、工疗情况、社交能

力、关心和兴趣、讲究卫生能力等方面较对照组都有所

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干预后ＩＰＲＯＳ评分

比较（ｎｉ＝３２，ｘ±ｓ）

组别 工疗情况 生活能力 社交能力 讲究卫生能力 关心和兴趣

干预组 １．３１±０．４７ １．６３±０．９４ ０．８８±０．６６ １．６３±０．７９ １．８４±０．７７
对照组 １．６６±０．６０ ２．１３±０．９１ １．３１±０．８２ ２．７５±０．７２ ２．２５±０．８０
ｔ值 ２．５４５ ２．１６３ ２．３５０ ５．９４７ ２．０７０
Ｐ值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

３　讨　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易复发、治愈率低的
精神疾病［７］。由于目前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上对精神疾

病治疗的不重视，不了解，导致对精神病人不能进行有

效而彻底的治疗，大部分患者总是无法临床治愈。随

着病程的延长、疾病的衰退，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越来

越多。研究显示，只有约２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完

全康复，而多数患者的精神活动日趋衰退，社会功能受

损严重［８］。这些患者在行为能力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缺陷，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对其家人的日常生活也造成

很大的影响，因而长期、反复的住在医院。目前精神专

科医院的管理方式大多数是封闭式看护，在封闭的精

神病房，患者生活的重点就是服从病房管理，被动配合

治疗及服药，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病人角色强化。大多

数患者在这种生活模式中，主动性越来越低，不督促不

起床，不督促不洗漱。每日独坐一隅，从不主动与他人

交流，唯一主动做的事情就是习惯性的到时间排队服

药及就餐。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这种孤僻、自闭的生

活模式，简单、无趣的生活质量，是精神病药物治疗和

目前的住院环境所无法改变的。作为精神科的护理工

作者，应该主动改变工作方式，将患者的康复护理和促

进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作为工

作的重点。精神病患者住院目的不再单纯是为了消除

精神症状，而是尽可能地保全患者的社会功能，丰富患

者的住院生活［９１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康复训练后各种指标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因此我们医院举行比赛活动，能够

明显提高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能力和讲究卫生

能力，增强患者对周围事物的关心和兴趣，培养患者间

的团结协作精神，促进患者社交能力的提高。将从孤

僻、被动、少语、少动的衰退行为中解脱出来，丰富他们

在院治疗期间的生活［１１］。经过此次比赛由于患者对

精神疾病的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被动服从到主动

参与治疗；从对药物不良反应的紧张害怕到主诉不适，

寻求帮助；从对患精神疾病的自卑到从容面对。患者

的每一分改变都为他们预防疾病的复发、重返社会及

家庭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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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早期针对性护理干预对胸腰椎压缩性
骨折腹胀的效果观察

朱勤，耿利琼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能否减少胸腰椎患者腹胀及腹胀所致的各种不适发生率。方
法　将６０例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例。对照组按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除常
规护理外在入院即行早期护理干预，包括饮食指导、心理护理、音乐 ＋腹部按摩、腹式呼吸、以及早期床上运动。
观察两组患者１周内腹胀及因腹胀引起不适症状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腹胀及因腹胀引起不适症状发生率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入院后第７天腹胀发生率为３．３％，对照组为３０％，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７．６８，Ｐ＜０．０１）。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恶心呕吐为１３．３％、便秘３．３％、呼吸困难３．３％，对照组：恶心呕
吐为４３．３％、便秘２０％、呼吸困难２３．３％，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值分别为６．６５、４．０４、５．１９，Ｐ＜０．０５）。
结论　早期护理干预可减少腹胀和因腹胀所致的各种不适发生率，促进患者尽快康复。
关键词：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腹胀；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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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胀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主
要由于骨折造成脊椎周围软组织损伤 、局部出血形成

血肿刺激前方胃肠道，使之蠕动减慢，部分麻痹，加上

患者需要卧床等，使胃肠蠕动功能减弱，通常在骨折

１２ｈ后出现，腹胀发生率为４０％～８８％［１］，７ｄ左右逐
渐缓解［２］。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临床表现为腹胀、腹

痛、食欲不佳、恶心、呕吐、肠蠕动减慢，重者可引起呼

吸困难、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等，腹胀的发生直接影响疾

病的治疗与康复。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科
对３０例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进行早期针对性护理
干预，效果满意 ，现报道如下 。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①有明确的外伤史，Ｘ片或 ＣＴ检查
示：胸腰椎骨折，无腹腔脏器损伤；②受伤前无器质性
腹胀病史；③受伤时间：１～２４ｈ；④无明显的神经系统
损伤；⑤意识清醒，不伴有大小便障碍，无截瘫；⑥排除
孕妇及小儿。符合上述入组条件的腰椎骨折患者６０
例。骨折原因：摔伤３０例，车祸伤１３例，重物砸伤３
例，高处坠落伤 １４例。骨折部位：Ｔ９～１２骨折 １９例，
Ｌ１～５骨折４１例 。将６０例患者随机分为２组，观察组
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１６～６６岁，平均（４６．２±
１３．２）岁。对照组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２１～６５
岁，平均（４６．８±１２．３）岁 。２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骨
折原因、骨折部位、受伤时间、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
１２　护理干预　对照组按照骨科常规护理 ，当患者
出现腹胀时给予对症处理，观察组除常规护理外，早期

对患者进行针对性全面系统的护理干预。

１２１　饮食干预　入院后即指导患者少量多餐，按时
进食，选用清淡易消化、柔软和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如

稀粥、面食、果汁、菠菜等，有促进肠蠕动和通便的作

用；少吃甜食、油炸及易产气的食物，避免含糖量高的

水果，如：哈密瓜、黄桃、柿子、梨子、冬枣等，易产气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二科
通讯作者：朱勤，Ｅｍａｉｌ：２４３９２０９６０９＠ｑｑ．ｃｏｍ

的食物，如：豆类、牛奶、白薯、生葱、生蒜等；鼓励患者

多饮水，特别每日清晨空腹饮温开水，可刺激胃结肠
反射而促进排便，减少肠胀气，每日最好饮水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ｍｌ（普通暖水瓶１瓶水），防止大便干燥。
１２２　心理干预　患者由于突然的创伤等易产生恐
惧和紧张、焦虑的情绪，焦虑、恐惧的心理因素都会造

成腹胀便秘［３］。付秋霞［４］研究发现，对胸腰椎骨折从

心理、生理、社会等多个方面进行护理干预可有效减轻

患者痛苦，减少护理并发症，提高护理满意度。因此要

积极地对入院患者进行心理的干预 ，责任护士在与患

者及家人取得信任的基础上，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深

刻领悟患者的内心感受，同情、尊重患者，给予安慰和

必要的病情解释，介绍治疗成功的病例。同时嘱患者

在疼痛时勿张口呼吸及大声叫喊，以免增加吞气量，造

成腹胀，让患者及家属知道配合治疗和护理的目的和

意义。

１２３　音乐＋腹部按摩　采用柔美、舒缓、流畅的背
景音乐，在病房设置的单间内或无人的治疗室内进行

腹部按摩。入院即开始进行腹部按摩，腹部按摩待患

者有少量肠蠕动时开始按摩腹部，站在患者右侧，用右

手食指、中指、环指、小指并拢，按摩方向从右下腹开始

沿结肠走向按摩每次１０ｍｉｎ，２次／ｄ。同时观察患者
对手法的反应。协助患者变换卧位，促进肠蠕动，能促

使肛门排气。

１２４　腹式呼吸　患者平卧，放松四肢，以吸鼓呼缩
的方式，一手放于胸前，一手放于腹部，胸部尽量保持

不动，呼气时稍用力压腹部，腹部尽量回缩，吸气时则

对抗手的压力将腹部鼓起，同时要注意用鼻深吸气，呼

气时则缩唇缓慢呼出，呼气时间要比吸气时间长１～２
倍，每次１０～１５ｍｉｎ，每天３～４次［５］，频率为１６～２０
次／ｍｉｎ。腹式呼吸能对内脏起到按摩作用和牵拉作
用，促进胃肠蠕动［６］。

１２５　功能锻炼　早期鼓励患者进行床上四肢主动
活动或被动活动，如上肢外展、扩胸运动、直腿抬高运

动以及肩部旋转运动，两手做握拳和松拳训练，练习主

动挺腹，手术治疗者术后３～５ｄ病情许可情况下开始
行腰背肌锻炼，开始做五点式锻炼，具体方法：仰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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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用头、双肘、双足支撑，使背部、腰臀部用力上挺离

开床面，使头后枕、双肘关节及双足底接触床面。

１３　疗效评价　记录２组患者入院７ｄ腹胀情况及
有无其他不适表现。每天观察患者腹部，了解患者通

气、排便情况，是否存在恶心、呕吐、腹胀、腹痛、便秘、

食欲不振及胸闷等；测量腹围大小，检查腹壁紧张度，

听肠鸣音，叩击有无鼓音，及时做好记录。如出现上述

症状可判断为腹胀。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观察组患者经积极的早期护理干预后，入院后第
７天 ，腹胀患者例数明显减少，且由腹胀引起的相关并
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胸腰椎骨折患者腹胀及其相关并发症发生率

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腹胀

入院第１天 入院第７天
腹胀相关并发症

恶心呕吐 便秘 呼吸困难

观察组 ３０ １８（６０．０） １（３．３） ４（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２０（６６．６） ９（３０） １３（４３．３） ６（２０） ７（２３．３）
χ２值 ０．２９ ７．６８ ６．６５ ４．０４ ５．１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１可见，２组患者入院第１天腹胀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入院第７天经过早期
护理干预，观察组的腹胀及由腹胀引起的各种不适症

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研究表明，对胸腰椎骨折患者早期预见性、针
对性地给予护理干预，可使肠内残存的粪及积气及早

的清除，可以减少对肠道的刺激，使腹胀明显减轻或不

发生。达到预防和减少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腹胀的发生

率的效果，促进患者的康复。

３　讨　论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可引起椎骨周围的软组织损
伤、牵拉及血肿的形成，可压迫胸腰脊柱前外侧的交感

神经，造成节后纤维调节副交感神经对胃肠肌肉运动

的控制功能紊乱，从而引起胃肠蠕动减弱。致使胃肠

内容物的潴留、引起腹胀腹痛［７］。同时胸腰椎骨折手

术后可影响胃电节律，导致胃功能紊乱，由于手术创

伤、出血、伤口疼痛、体位限制、术后呻吟吸入大量不易

被肠黏膜吸收的气体等原因，术后机体常处于应激状

态，代谢明显高于正常［８］。腹胀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

的身心健康，因此，患者一入院即应给予针对性护理干

预措施防止腹胀的发生，以减少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胸腰段骨折大多是意外伤害，使患者产

生焦虑、抑郁、恐惧等负性情绪反应，还可导致患者出

现依从性差［９］。心理因素对消化系统的影响较大，像

焦虑、抑郁都会让消化系统出现不良反应。这些负性

情绪会通过神经心理反射导致患者胃肠蠕动减弱，胃
排空延迟、胃肠蠕动不协调性引起一系列复杂的症候

群：饱胀、打嗝、烧心、早饱、腹痛等。所以护士应在患

者入院时即给予心理支持，解除患者的负性情绪，让患

者以最佳的心理状态接受与配合治疗，减少腹胀等并

发症的发生，取得最佳疗效。音乐＋腹部按摩，让患者
从听觉和身体触觉２个途径感受带来的心身放松及平
和愉悦，无任何痛苦，同时刺激胃肠活动［１０］。腹部按

摩可增加腹肌和肠平滑肌的血流量，提高胃肠内壁肌

肉的张力及淋巴系统功能，使胃肠等脏器的分泌功能

活跃，明显改善大小肠蠕动功能，从而加强对食物的消

化、吸收和排泄，防止和消除患者的腹胀或便秘［１１］。

鼓励患者多活动，进行运动是非常重要的。鼓励患者

作肢体伸屈活动等都能帮助肠功能恢复，解除腹胀。

特别饭后应协助患者适当活动，促进肠道活动，以缓解

症状。腹式呼吸特点是通过腹腔压力的规律性增减，

使腹内脏器活动增强，改善脾胃功能，增加肠蠕动，促

进消化吸收，防止腹胀的发生。胸腰椎骨折后进行腰

背肌锻炼，借助前纵韧带及椎间盘前部纤维体的张力

使压缩椎体进一步张开，骨折畸形得以最大程度的矫

正，早期即开始行功能锻炼，暨预防骨质疏松又使背伸

肌坚强有力，有效预防肌膜间的粘连和肌肉萎缩，通过

活动促进全身气血流通，增进食欲，促进肠道功能恢

复，消除腹胀和便秘。骨折发生后１周内是产生腹胀
的主要时间段，这段时间患者要注意饮食的调节。护

理人员要进行饮食的护理 ，尤其是入院未发生腹胀的

患者 ，容易忽视［１２］。早期进行饮食干预，指导患者养

成良好进食习惯，采取少量多餐、细嚼慢咽的方式，以

免因进食太快容易带吞进空气引起腹胀。适度补充纤

维食物，高纤维食物有时有减轻腹胀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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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榄香烯口服乳治疗食道癌胃癌的临床疗效
孙书贤，杨霖

摘要：目的　探讨榄香烯口服乳治疗食道癌、胃癌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食道癌、胃癌患者９６例进行分析，分
成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８例，观察组男性２８例，女性２０例，年龄４０～８４岁，其中食道癌２１例，胃癌２７例；对照
组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４２～８５岁，其中食道癌１８例，胃癌３０例。２组采用相同的化疗方案，观察组在对
症支持治疗基础上加用榄香烯口服乳治疗，对照组仅采用对症支持治疗，随访１～２年，观察患者２年内局控率和
生存率、治疗前后疼痛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观察组１年、２年局控率和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２组治疗后疼痛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Ｐ＜０．０５），生活质量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５），且
观察组改变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榄香烯口服乳治疗食道癌胃癌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局控率
和生存率，减轻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榄香烯口服乳；食道癌；胃癌；疗效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　Ｒ９７９．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６３０２

　　食道癌和胃癌属于胃肠道恶性肿瘤，具有高度侵
袭性，在发现后因转移或者已经进入晚期而失去了手

术治疗的机会，目前化疗是治疗食道癌和胃癌的主要

方法［１］。化疗同时采用榄香烯口服乳治疗能够有效抑

制癌细胞，提高患者的免疫力，改善生活质量，效果显

著。榄香烯有直接的抗肿瘤作用，范钰等［２］在研究榄

香烯对胃癌ＳＧＣ７０９１细胞株的作用中发现，药物浓度
在０．０１～０．０５ｍｇ／ｍｌ时，随药物浓度的增加细胞凋亡
数增多，而当浓度≥０．１ｍｇ／ｍｌ时细胞则以坏死为主
要表现。为了探讨榄香烯口服乳治疗食道癌、胃癌的

临床疗效，本文选取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５月我院收
治的食道癌、胃癌患者９６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资料来源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５
月我院收治的已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食道癌、胃癌患

者９６例，均经过临床病理确诊为食道癌和胃癌，预计
生存期在３个月以上，排除严重肝肾疾病和药物过敏
患者。按照治疗方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２组，每组
４８例，观察组男性２８例，女性２０例，年龄４０～８４岁，
平均年龄（６２．４７±５．４８）岁，其中食道癌２１例，胃癌
２７例；对照组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４２～８５岁，
平均年龄（６３．０２±５．５９）岁，其中食道癌１８例，胃癌
３０例。２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肿瘤类型等一般资料上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均进行化疗，采用相同的化疗方
案，方案为静脉滴注顺铂 ２０ｍｇ／ｍ２＋氟尿嘧啶 ５００
ｍｇ／ｍ２，连续用药５ｄ，每３～４周重复使用一次。对照
组采用对症支持治疗，静脉滴注脂肪乳氨基酸，在出现

并发症后进行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对症支持治疗基础

上加用榄香烯口服乳治疗，口服，每次 ２０ｍｌ，每天 ３
次，饭前空腹小口吞服，一疗程为４～８周，贯穿整个化
疗过程。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
通讯作者：孙书贤，Ｅｍａｉｌ：ｓｈｕｘｉａｎ６５＠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局控率和生存率：随访１～２年，每
６个月随访一次，观察患者局控率和生存率。②疼痛
评分：采用ＶＡＳ评分，具体用１０ｃｍ长的水平线，两端
具有从“无疼痛”到“重度疼痛”或“最剧烈的疼痛”的

描述性语言。０分为无痛，１０分为剧痛，患者选择描述
其疼痛的数字。③生活质量评分采用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
（正常、无症状和体征，１００分；能进行正常活动、有轻
微症状和体征，９０分；勉强进行正常活动、有一些症状
或体征，８０分；生活能自理但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和工
作，７０分；生活能大部分自理但偶尔需要别人帮助，６０
分；常需要人照料，５０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特别照
顾和帮助，４０分；生活严重不能自理，３０分；病重，需要
住院和积极的支持治疗，２０分；重危、临近死亡，１０分；
死亡，０分）。总分为１００分，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
越好。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用
（ｘ±ｓ）表示，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局控率和生存率比较　观察组１年局控率
（Ｐ＝０．０２２）和生存率（Ｐ＝０．０４１）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２年局控率
（Ｐ＝０．０２４）和生存率（Ｐ＝０．０３８）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组食道癌胃癌患者在局控率和生存率上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局控率

１年 ２年
生存率

１年 ２年
观察组 ４８ ４０（８３．３％）ａ３１（６４．６％）ａ ３７（７７．１％）ａ２５（５２．１％）ａ

对照组 ４８ ３０（６２．５％） ２０（４１．６７％） ２６（５４．２％） １５（３１．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疼痛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２
组治疗后疼痛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Ｐ＜０．０５），
生活质量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５），且观
察组改变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果见表
２、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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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食道癌胃癌患者治疗前后在疼痛评分和生活质量
评分上的比较（ｘ±ｓ，分）

组别 例数
疼痛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生活质量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８ ８．１３±１．２４ ２．４８±０．８９ａｂ ６７．８４±１０．２５ ８４．２７±１２．０５ａｂ

对照组 ４８ ８．１５±１．２０ ４．５７±１．０５ ６７．９１±１０．２２ ７５．１４±１１．２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食道癌胃癌患者治疗后在疼痛评分和生活质量
评分变化的比较（ｘ±ｓ，分）

组别 例数
疼痛评分

（治疗前治疗后）

生活质量评分

（治疗后治疗前）
观察组 ４８ ５．３２±１．６６ａ １８．２５±８．４３ａ

对照组 ４８ ３．４７±１．０２ ８．９６±１０．７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食道癌和胃癌在确诊时大都为中晚期，患者会出
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疼痛、腹胀等症状，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存质量。由于患者起病隐匿，而且容易出现复

发转移，大都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因而化疗成为治疗

食道癌、胃癌的主要方法，但是在治疗过程中需要采用

药物辅助治疗，才能够提高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生存

率［３］。

本研究中采用榄香烯口服乳辅助治疗，其中榄香

烯乳是从温郁金中提取的抗癌物质，主要成分包括 β
榄香烯和其它萜类化合物，是一种非细胞毒类抗肿瘤

药物［４］。相关研究表明，榄香烯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细

胞ＤＮＡ和 ＲＮＡ的合成，药物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
好［５］；β榄香烯具有直接的肿瘤抑制作用，对肺癌细胞
的抑制作用呈一定的时间依赖性和剂量相关性，对细

胞的ＤＮＡ、ＲＮＡ合成均有抑制作用［６］；此外，榄香烯还

具有免疫保护功能，能够阻碍肿瘤细胞从Ｓ期进入Ｇ２
和Ｍ期，降低细胞的分裂增殖能力，从而有效杀灭肿
瘤细胞。张晔等［７］研究发现目前 β榄香烯人胃癌对
ＢＧＣ８２３细胞的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通过抑制 Ａｋｔ
信号传导通路，诱导细胞的凋亡和分化。刘静等［８］发

现β榄香烯可诱导人胃癌对 ＭＧＣ８０３细胞凋亡，其机
制可能与抑制细胞 ＥＲＫ通路活性有关。榄香烯口服
乳已经广泛运用于食管癌、胃癌、肝癌、肺癌等多种实

体瘤的治疗。钟豪等［９］发现，在评价同步放化疗联合

榄香烯注射液治疗食管癌的近期、远期疗效以及毒副

反应时，榄香烯能够起到良好的协同作用，有效提高患

者的局控率和生存率，而且不会增加患者的毒副反应，

其中其近期局部缓解率能够达到５０％ ～６０％。陈伟
等［１０］的研究发现，在榄香烯治疗胃癌的过程中能够促

进胃癌细胞的凋亡，对胃癌细胞端粒酶活性起到一定

的抑制作用。

通过本研究发现，榄香烯口服乳治疗后患者１年、
２年局控率明显高于对症支持治疗（８３．３％ ｖｓ．
６２．５％，６４．６％ ｖｓ．４１．６７％），治疗后１年、２年生存率
明显高于对症支持治疗（７７．１％ ｖｓ．５４．２％，５２．１％
ｖｓ．３１．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国内相关研究
结果［１１］一致，说明榄香烯口服乳治疗能够有效提高患

者的局控率和生存率。而且榄香烯口服乳治疗后患者

的疼痛评分明显降低，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提高，改变水

平明显优于对症支持治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榄香烯口服乳治疗能够减轻患者的疼痛，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对症支持治疗基础上采用榄香烯口

服乳治疗食道癌胃癌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局控率和生

存率，减轻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效果显著，值

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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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颜善活．新生儿肺炎常见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Ｊ］．检验医学与临

床，２００９，６（３）：１９３１９５．
［９］　陈燕贞．小儿下呼吸道感染常见病原菌及耐药性分析［Ｊ］．现代医

院，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８６０．
［１０］　冯道营．小儿下呼吸道感染５７４例痰培养及药物敏感性疗效分

析［Ｊ］．中华肺部疾病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３，６（２）：５０５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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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在全麻患者术后
复苏期的应用研究

张玉光，黄先杰，陈加伟，陈帅，张瑞瑛，吴丹

摘要：目的　右美托咪定（ＤＥＸ）是一种新型的高选择性α２肾上腺能受体激动剂，能够很好地抑制全麻复苏期的
各种应激反应，故本研究观察手术结束前注射不同剂量ＤＥＸ全麻术后复苏期的影响，拟得出其在全麻复苏期最
佳的使用时机和剂量。方法　选择气管插管全麻下行择期手术的患者共计９０例，ＡＳＡⅠ～Ⅱ级。随机分为３组
（ｎ＝３０）。手术结束前１５ｍｉｎ分别注射不同剂量ＤＥＸ（Ｂ组和Ｃ组）或生理盐水（Ａ组）。记录手术结束时（Ｔ０）、
拔管前（Ｔ１）、拔管后即刻（Ｔ２）、拔管后３ｍｉｎ（Ｔ３）、送出手术室时（Ｔ４）等各时刻的 ＢＰ、ＨＲ、ＢＩＳ等。记录各组患
者拔管的平均耗时。记录各组在复苏期的不良反应病例。各组计量数据在不同时点比较采用双因素重复测量数

据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Ｂ组在麻醉复苏期的 Ｔ０～Ｔ３
时相的血压和心率波动均低于 Ａ组（Ｐ＜０．０５），Ｃ组则在 Ｔ０～Ｔ４时相的血压和心率波动均低于 Ａ组（Ｐ＜
０．０５）。Ｂ组拔管时间与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拔管时间则大于 Ａ组（Ｐ＜０．０５）。在副反应例
数，Ｂ组例数低于Ａ组（Ｐ＜０．０５），Ｃ组例数与Ａ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ＤＥＸ可以改善全麻患
者在全麻复苏期的拔管反应，保持血流动力学平稳，并且手术结束前１５ｍｉｎ静脉注射０．５μｇ／ｋｇ的 ＤＥＸ在副反
应方面优于１μｇ／ｋｇ组。
关键词：右美托咪啶；全麻复苏；血流动力学；脑电双频谱指数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１４．２　Ｒ９７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６５０３

　　全麻恢复过程是麻醉的关键环节，也是容易出现
严重并发症的阶段。如何平稳拔管，维护患者血流动

力学稳定，为患者提供安全舒适的苏醒，是麻醉医学的

研究热点之一。右美托咪定（ＤＥＸ）是新型的高选择
性α２肾上腺能受体激动剂，具有镇静、镇痛、抗交感作
用，因而备受临床关注。本研究为选择 ＤＥＸ对全麻苏
醒期躁动及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提供临床试验依据，并

寻求适合临床的使用方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采取前瞻性随机、双盲、安慰
剂平行对照的方法，经患者知情同意及本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后，选择ＡＳＡⅠ～Ⅱ级，拟气管插管全麻下
行择期手术且术后须拔除气管内导管的患者共计９０
例，年龄１８～６５岁，排除标准：①严重的心脏传导阻滞
或心脏功能严重失代偿的患者；②肝功能严重障碍
ＡＳＴ和／或ＡＬＴ超过正常值上限的１．５倍；③妊娠及哺
乳期妇女；④有精神不正常或其他原因不易合作者。
所有患者随机分为３组（ｎ＝３０）：生理盐水对照组（Ａ
组）、ＤＥＸ单剂量组（Ｂ组）和ＤＥＸ维持组（Ｃ组）。
１２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入室后开放外周静脉输注
复方乳酸钠８～１０ｍｌ／ｋｇ，补充术前丢失液体。利用惠
普Ｍ１２０５Ａ监护仪持续监测心电图（ＥＣＧ）、心率
（ＨＲ）、氧饱和度（ＳＰＯ２）、呼气末二氧化碳（ＥＴＣＯ２）等
参数，采用局麻下桡动脉穿刺动态监测收缩压和舒张

压变化。用脑电双频指数（ＢＩＳ）监测仪（美国 Ａｓｐｅｃｔ
公司）连续监测患者ＢＩＳ。麻醉诱导：依次静脉注射咪
达唑仑０．０３～０．０５ｍｇ／ｋｇ、舒芬太尼０．２μｇ／ｋｇ、异丙
酚１．５～２．０ｍｇ／ｋｇ、顺阿曲库胺０．３ｍｇ／ｋｇ，３ｍｉｎ后

作者单位：３２２２００浙江省浦江县人民医院麻醉科
通讯作者：张玉光，Ｅｍａｉｌ：ｊｈｐｊｚｙｇ８８６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快速气管插管。确认导管位置后连接 ＤｒａｇｅｒＪｕｌｉａｎ
Ｐｌｕｓ型麻醉机控制呼吸，调节潮气量８～１０ｍｌ／ｋｇ，呼
吸频率１０～１２次／ｍｉｎ，维持 ＥＴＣＯ２在３５～４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麻醉维持：持续静脉输注异
丙酚５～７ｍｇ／（ｋｇ·ｈ）、瑞芬太尼０．２～０．４ｍｇ／（ｋｇ·
ｈ）、阿曲库铵０．５ｍｇ／（ｋｇ·ｈ）。术中控制ＢＩＳ指数在
４０～６０之间。手术结束前约１５ｍｉｎ时停用肌松药，结
束前约５ｍｉｎ开始缝合皮肤时停用异丙酚和瑞芬太
尼。Ａ组患者在手术结束１５ｍｉｎ前开始微泵注射生
理盐水２０ｍｌ，１０ｍｉｎ输注完毕。Ｂ组患者将０．５μｇ／
ｋｇＤＥＸ注射液用生理盐水稀释至２０ｍｌ并微泵注射，
１０ｍｉｎ输注完毕。Ｃ组患者将０．５μｇ／ｋｇＤＥＸ注射液
用生理盐水稀释至２０ｍｌ在１０ｍｉｎ输注完毕后将注射
速度改为０．５μｇ／（ｋｇ·ｈ）持续输注直至拔管。患者
手术结束后出现自主呼吸潮气量（ＶＴ）≥３ｍｌ／ｋｇ后静
注新斯的明１ｍｇ和阿托品０．５ｍｇ混合液拮抗残余肌
松作用。至拔除气管导管视为复苏期。气管导管拔除

指针：肌松拮抗后，患者自主呼吸恢复，呼吸频率 ＜２０
次／ｍｉｎ，ＰｅｔＣＯ２波形有明显的呼气平台，ＰｅｔＣＯ２数值
低于４５ｍｍＨｇ，潮气量大于６ｍｌ／ｋｇ，脱机吸入空气５
ｍｉｎ后，ＳｐＯ２＞９５％，气道和口腔分泌物吸引完全后，
即可拔除气管导管。改为面罩吸氧，如有舌根后缀者，

可以给予口咽通气道。患者拔管后３０ｍｉｎ予以疼痛
ＶＡＳ评分和呕吐ＶＡＳ评分，并作相应处理。在观察期
间患者ＨＲ小于５０次／ｍｉｎ使用阿托品处理，血压低于
或高于基础值３０％时使用血管活性药物调节。
１３　监测指标　持续监测 ＥＣＧ、ＢＰ、ＨＲ、ＳＰＯ２、ＢＩＳ，
并记录手术结束时（Ｔ０）、拔管前（Ｔ１）、拔管后即刻
（Ｔ２）、拔管后３ｍｉｎ（Ｔ３）、送出手术室时（Ｔ４）等各时
刻的数值。记录各组患者拔管平均耗时和患者拔管

３０ｍｉｎ后疼痛ＶＡＳ评分和呕吐 ＶＡＳ评分。记录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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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苏期出现的需要干预的过高或过低血压、心电图

异常病例以及苏醒延迟（拔管时间 ＞３０ｍｉｎ或送出手
术室时间＞１ｈ）、术后烦躁、呕吐等不良反应病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不同时点组间比较采用双
因素重复测量数据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３组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３组患者一般情况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３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ｎｉ＝３０，ｘ±ｓ）

组别
性别比

（男／女）

年龄

（岁）

体质量

（ｋｇ）

心率

（次／ｍｉｎ）

术前收缩压

（ｍｍＨｇ）

术前舒张压

（ｍｍＨｇ）
Ａ组 １３／１７ ６３．２±１０．８ ７０．６±９．１ ７０．２±８．５ １１４．２±８．１ ６７．２±４．５
Ｂ组 １６／１４ ６０．８±１１．１ ６７．４±１０．３ ６６．４±９．３ １０５．７±７．０ ７１．３±７．１
Ｃ组 １５／１５ ５８．３±１３．７ ７１．７±１２．６ ６８．７±６．７ １１１．４±７．３ ７２．８±６．８

２２　３组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和 ＢＩＳ的在各时点结
果比较　Ｂ、Ｃ组在麻醉复苏期，特别是拔管前后的血
压和心律波动均低于Ａ组（Ｐ＜０．０５），３组患者ＢＩＳ指
数在各时相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３组各时点ＭＢＰ、ＨＲ及ＢＩＳ的比较（ｎｉ＝３０，ｘ±ｓ）

组别 指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Ａ组 ＭＢＰ（ｍｍＨｇ）１２０．２±８．１ １４２．２±１０．１１５０．１±１２．１ １２５．５±９．７ １１８．３±８．６
ＨＲ（次／ｍｉｎ） ８０．６±７．４ ８８．２±７．８ ９１．６±９．３ ８０．６±６．２ ７８．３±８．１

ＢＩＳ ６５．７±６．４ ９１．２±４．９ ９２．６±３．１ ９５．６±３．２ ９６．５±１．９
Ｂ组 ＭＢＰ（ｍｍＨｇ）１０８．５±８．１ａ１１６．６±１０．７ａ１３０．３±９．１ａ １２０．９±１０．１１１６．７±８．９

ＨＲ（次／ｍｉｎ） ７１．２±８．０ａ ７２．７±６．２ａ ７０．１±７．６ａ ６８．６±６．２ａ ７２．２±７．４
ＢＩＳ ６３．６±４．３ ９０．５±５．４ ９０．６±５．５ ９５．６±２．６ ９６．１±１．９

Ｃ组 ＭＢＰ（ｍｍＨｇ）１０６．１±７．７ａ１１０．９±７．６ａ１１８．９±８．１ａ １１９．７±８．８ａ１０３．１±９．７ａ

ＨＲ（次／ｍｉｎ） ６８．８±６．３ａ ６１．５±６．６ａ ６４．１±７．９ａ ６７．８±５．８ａ ６３．６±５．５ａ

ＢＩＳ ６１．４±５．９ ８８．２±７．３ ９３．８±６．５ ９４．５±３．２ ９７．２±２．１

　　注：与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３组患者拔管平均耗时以及拔管３０ｍｉｎ后疼痛
和呕吐ＶＡＳ结果比较　见表３。Ｃ组的拔管时间长于
Ａ、Ｂ组（Ｐ＜０．０５）。Ａ组疼痛和呕吐 ＶＡＳ评分高于
Ｂ、Ｃ组（Ｐ＜０．０５）。
表３　３组患者拔管平均耗时以及拔管３０ｍｉｎ后疼痛和

呕吐ＶＡＳ结果（ｎｉ＝３０，ｘ±ｓ）

组别 拔管时间（ｍｉｎ） 疼痛ＶＡＳ 呕吐ＶＡＳ

Ａ组 １７．６±３．１ ３．５±１．０ ３．１±０．７
Ｂ组 １８．３±４．２ １．５±０．３ａ １．２±０．３ａ

Ｃ组 ２５．１±６．９ａ １．１±０．４ａ １．３±０．２ａ

　　注：与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３组患者中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等不
良反应例数详见表４。Ａ组血压波动病例均为高血压
表现，例数高于 Ｂ、Ｃ组（Ｐ＜０．０５）。Ａ组心律失常均
在拔管时出现，表现为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和窦性心

动过速，持续时间约１０ｓ，未特殊处理，拔管后自行好
转。Ｃ组的心律失常例数均为窦性心动过缓，其中２
例伴有室性期前收缩，发生例数高于 Ａ、Ｂ组（Ｐ＜

０．０５）。
表４　３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ｎｉ＝３０）

组别 血压波动 心律失常 苏醒延迟 术后谵妄 其他 累计例数

Ａ组 １３ａ ３ａ ０ １ １ １８ａ

Ｂ组 ３ ２ ０ ０ １ ６
Ｃ组 １ ６ １ ０ ２ １０

　　注：与Ｃ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苏醒期躁动是全身麻醉患者苏醒过程中常见的并
发症。目前随着新型短时、超短时全身麻醉药物的临

床应用，复苏时间和复苏质量都不断改善，但术后躁动

的发生率并无明显减少。这与术前焦虑、术后伤口疼

痛、尿管刺激和吸入麻醉等因素有关。鉴于苏醒期躁

动可产生多种并发症和副作用，增加伤口出血和患者

身体损伤如骨折的机率，增加了麻醉恢复室的护理难

度和护理工作量，延长患者于恢复室的停留时间，增加

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因此有必要寻找理想的药物和方

法预防苏醒期躁动的发生，对于进一步提高复苏质量，

保障全麻患者安全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前临床上用来预防及消除术后躁动的药物主要

是由镇痛药与镇静药配伍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

防和缓解术后躁动的发生，但均存在呼吸抑制或苏醒

延迟的风险［１２］或镇痛效果不佳，仍然存在争议，如Ｊｉｎ
ＨｏＢａｅ等［３］研究发现，咪达唑仑可以减少麻醉后躁

动，但易引起苏醒延迟。在诸多原因中，术后疼痛是躁

动的首要原因，有证据表明［４］ＤＥＸ具有镇痛作用。脊
髓及脊髓上甚至外周的 α２肾上腺素能受体均参与镇
痛作用，抑制儿茶酚胺类物质和炎性介质的释放。

ＤＥＸ是新型的高选择性、高特异性的 α２肾上腺素能
受体激动药，通过激动中枢神经系统的α２受体来抑制
交感神经的活动性并减少血浆中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

腺素水平，具有剂量依赖性的抗焦虑、镇静、止痛的药

理效应，其显著优点是无呼吸抑制效应，患者具有可唤

醒、配合指令等特点，目前广泛应用于ＩＣＵ的治疗［５］。

随着应用广泛，ＤＥＸ在全麻围术期的应用研究也
逐渐成为热点。如ＤｅｒｅＫ等［６］对６０例行结肠镜检查
手术患者的研究显示，应用ＤＥＸ或咪达唑仑复合芬太
尼全程静脉麻醉，ＤＥＸ组的血流动力学指数更稳定。
国内也有研究［７］表明 ＤＥＸ可以安全有效用于全麻患
者喉罩置入期。ＤＥＸ的安全剂量范围是首剂 ０．５～
１．５ｇ／ｋｇ，输注速度大于１０ｍｉｎ，继以０．２～０．４μｇ／（ｋｇ
·ｈ）输注［８］。因此我们在本研究中将０．５μｇ／ｋｇＤＥＸ
单剂量静脉注射后与静脉维持作为对比研究。从结果

我们发现２种剂量的 ＤＥＸ均可以有效的控制拔管反
应，保持血流动力学平稳，并减少躁动、疼痛等术后不

良反应（Ａ组拔管后３０ｍｉｎ的疼痛和呕吐ＶＡＳ评分则
高于Ｂ、Ｃ组）。ＯｇｉｌｖｉｅＭＰ等［９］在应用 ＢＩＳ监测创伤
患者异丙酚的镇静深度时发现ＢＩＳ监测是一种可靠的
方法，可以有效监测大部分镇静药物的镇静作用，且作

为一种持续性和客观性的评价指标，ＢＩＳ要优于 ＲＡＳＳ
评分。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还引入了ＢＩＳ作为拔管和
送出手术室时间等各节点的客观指标，以避免拔管指

征等主观判断可能引起的时间偏倚，各时间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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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Ｓ均无统计学差异，保证了各组拔管时间的可比性。
结果表明，Ｃ组的拔管时间高于 Ａ、Ｂ组。这可能是由
于ＤＥＸ在负荷剂量后维持注射后更适用于 ＩＣＵ等需
要持续镇静时使用。在不良反应的观察中我们则发现

Ａ组中血压波动（主要是需要降压处理的高血压）的
例数明显多于治疗组。Ｃ组的心动过缓发生例数高于
Ａ、Ｂ组，需要使用阿托品等药物处理。因此 Ｂ组的总
体不良反应例数低于Ａ、Ｃ组。

总之，该研究表明手术结束１５ｍｉｎ前单剂量静脉
注射ＤＥＸ０．５μｇ／ｋｇ（１０ｍｉｎ注射完毕）可以有效控制
全麻复苏期的拔管反应，减少术后疼痛躁动呕吐等不

良反应，同时不影响拔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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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较苦等缺点，导致患者对中药的接受度普遍较低。

３３２　中医健康管理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　由高血
压患者的需求情况可以看出，目前国家试行的中医健

康管理规范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完善。曹海涛等［１０］

研究发现，社区健康管理应该增加服务项目，丰富服务

内容，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每项服务的可

操作性及潜在难题。简而言之，不同地区需结合当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在一定范围内

更好地提供中医健康管理服务，使社区高血压患者充

分体验到中医健康管理服务的效果，提高患者的接受

度和利用度。

３３３　中医健康管理的实施者应当多样化　目前，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人员相对短缺。顾怡勤等［１１］研

究发现，上海市中医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医

师为１．０３人／每万人口，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中医健
康管理需求。因此，建议针对社区家庭医生团队里的

非中医医务人员开展中医健康管理知识与技能培训，

使社区从事预防保健的医务人员具备高血压中医健康

管理服务能力，从而能够为社区高血压患者提供适宜

技术以外的中医健康管理服务。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适用于中

国高血压患者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和实践方法。本研

究认为，一方面，应根据服务对象对各服务项目的需求

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相关服务，满足患者的首要需

求，调动患者的主动性，提高患者的接受度和依从

性［１１］；另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充分发挥家庭

医生制服务的优势，将中医健康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管理，充分整合卫生资源，从而为高血压患者提

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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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华教授、冯学山教授及上海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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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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胆管损伤９例临床分析
陈华，邵文廷，郑长才，王佳佳

摘要：目的　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ＬＣ）致胆管损伤的常见原因及预防措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６年６
月—２０１３年６月蒙城县中医院１６３７例ＬＣ所致医源性胆管损伤９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术中发现的６例胆
管损伤患者及时处理后，５例治愈，１例肝管空肠 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后出现胆漏、发热，转外院未做特殊治疗后痊
愈；术后发现的３例胆管损伤患者，１例肝门胆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出现胆漏，经过引流后治愈，另外２例患
者恢复良好，本组均无死亡病例。结论　术者对腹腔镜技术严格系统的训练，术前对胆管解剖及变异知识的熟
悉，术中时刻有防止胆管损伤的意识和对肝外三管的仔细辨认是防止医源性胆管损伤的关键，其中术中的及时发

现、及时处理对减少严重并发症尤为重要。

关键词：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医源性胆管损伤；预防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６８０３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ＬＣ）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的优点，已成为胆
囊良性疾病治疗的经典方式，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导

致的医源性胆管损伤（Ｉａｔ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ｉｌｅｄｕｃｔｉｎｊｕｒｙ，ＩＢＤＩ）
生率为０．３％ ～０．９％［１２］。一旦发生胆管损伤，若处

理不当，会给患者带来较其原发疾病更大的痛苦，甚至

导致死亡。我院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腹腔镜胆
囊切除术１６３７例，其中医源性胆管损伤９例，发生率
为０．５％，现将其进行分析总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我院共行
ＬＣ１６３７例，医源性胆管损伤９例，其中男性４例，女性
５例，年龄２６～７３岁，平均４２．７岁，急性结石性胆囊炎
４例，慢性结石性胆囊炎 ３例，慢性萎缩性胆囊炎 １
例，胆囊息肉样病变 １例。本组 ９例中，术中发现 ６
例，术后发现３例。
１２　胆管损伤原因　胆管解剖变异４例（其中胆囊管
汇入右肝管损伤右肝管２例，损伤迷走肝管１例，胆囊
管从胆总管后方绕行至胆总管左侧损伤肝总管１例），
局部病理因素致解剖结构紊乱３例（急性胆囊炎、胆囊
反复的慢性炎症形成粘连、瘢痕使胆囊三角结构不清，

剪断肝总管２例，分离钳穿通肝总管１例），经验不足、
操作方法不当２例（电钩误伤肝总管１例，钛夹夹闭部
分胆总管致狭窄１例）。
１３　损伤部位　肝总管横断３例（３３．３％），肝总管侧
壁损伤 ２例（２２．２％），胆总管被钛夹部分夹闭 １例
（１１．１％），右肝管横断１例（１１．１％），右肝管侧壁损
伤１例（１１．１％），迷走肝管损伤胆漏１例（１１．１％）。
１４　损伤后处理方法　术中发现６例，腹腔镜下处理
迷走肝管胆漏１例，其余５例中转开腹手术，１例肝总
管横断行肝总管对端缝合加外引流，１例肝总管横断
行肝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１例肝总管侧壁损伤
行肝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１例肝总管侧壁损伤
行肝总管修补加外引流，１例右肝管侧壁损伤行右肝

作者单位：２３３５００安徽蒙城县中医院外科
通讯作者：陈华，Ｅｍａｉｌ：Ｃｈ１３９５６７３９１６７＠１６３．ｃｏｍ

管修补加外引流；术后发现３例，１例术后５ｄ黄疸，磁
共振胰胆管造影（ＭＲＣＰ）提示胆总管明显狭窄，开腹
手术发现１枚钛夹部分夹闭胆总管，拆除钛夹行胆总
管Ｔ管引流术，２例患者分别于术后第４天和第９天
出现黄疸，呈进行性加重，ＭＲＣＰ提示肝总管和右肝管
截断影像，术中证实为肝总管和右肝管横断，彻底切除

胆管周围瘢痕组织、扩大胆管开口，行肝门胆管空肠

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

２　结　果
　　全组患者均获随访，术中发现的６例胆管损伤患
者及时处理后，Ｔ管留置时间３～６个月，５例治愈，１
例肝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后出现胆漏、发热，转外
院未做特殊治疗后痊愈；术后发现的３例胆管损伤患
者，１例肝门胆管空肠 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出现胆漏，经
过引流后治愈，另外２例患者恢复良好，本组无死亡病
例，随访６月～６年，无黄疸，无胆管狭窄发生。

３　讨　论
３１　ＬＣ致ＩＢＤＩ的常见原因
３１１　意识不足　对 ＬＣ的潜在危险性认识不足，产
生思想麻痹，以至损伤发生时仍无认识。低年资医生

操作不熟练，但能较严把握手术适应证，术中比较小

心，他们多为操作失误引起胆管损伤，非横断性，往往

容易处理。本组３例胆管损伤由腹腔镜从业１年内低
年资医生所致，１例肝总管侧壁损伤，１例右肝管侧壁
损伤，１例胆总管钛夹部分夹闭；而另外６例是由５年
以上腹腔镜操作熟练的高年资医生造成，其中４例为
严重的横断伤，对于腹腔镜技术熟练的手术者来说，主

观因素往往是胆管损伤的最主要原因。

３１２　腔镜技术掌握欠缺　腹腔镜虽然有诸多的优
点，但也有内在缺陷，缺乏对组织精细触觉，二维平面

图像下操作的局限性，以及镜下解剖、止血、缝合、局部

施夹等操作与开腹有差异，所以要求腹腔镜手术医生

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有研究认为胆管损伤率和

术者手术例数成反比，腹腔镜手术技术和经验是发生

胆管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３］。

３１３　解剖变异　包括胆囊管和肝总管并行低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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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胆囊管汇合于右肝管、胆囊管汇入左肝管、胆囊管

横跨胆总管、胆囊管在不同的部位水平汇向胆总管、胆

囊管过短、胆囊管过细、右副肝管的存在及迷走胆管

等；本组患者有１例因为胆囊管汇合于右肝管，分离胆
囊与肝门结缔组织时误将右肝管横断；还有１例胆囊
床下的迷走胆管被损伤，出现胆瘘，术中予以腹腔镜下

处理，术后恢复满意。有文献报道［４］，在 ＬＣ过程中，
迷走胆管损伤并发胆漏，是 ＬＣ发生胆漏的第二大原
因，而本组患者就出现１例，要予以一定重视。
３１４　病理因素　急性胆囊炎时 Ｃａｌｏｔ三角严重充
血、水肿，组织脆弱、易出血；长期反复发作的慢性胆囊

炎及萎缩性胆囊炎时引起致密瘢痕性黏连使三角区解

剖不清；肥胖患者三角区脂肪组织堆积致使解剖不清

等。这些危险情况增加了手术难度，而且这种危险条

件下的胆管损伤多为较严重的类型。本组９例胆管损
伤中，剪断肝总管２例，分离钳穿通肝总管１例，处理
行肝总管对端缝合加外引流，肝总管损伤广泛者行肝

管空肠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术。
３１５　止血不正确　ＬＣ中忽视胆囊动脉与肝右动脉
变异、副胆囊动脉、胆囊动脉后支、肝右动脉起源异常

等，解剖时动脉断裂回缩，致术野出血模糊不清，而术

者盲目施以钳夹、电凝等而损伤胆管。本组有１例患
者由一位从业１年内医生手术，术中出血，慌张盲目电
凝止血，损伤肝总管侧壁。

３１６　过度牵拉胆囊颈或壶腹部　术中为了充分显
露胆囊三角以利操作，将胆囊底部向右上腹过度牵拉，

造成胆总管与胆囊管汇合处成角，使胆囊管、胆总管、

肝总管关系不清，很容易将胆总管或肝总管、右肝管误

认为胆囊管的一部分而钳夹或者剪伤，这种损伤很难

于术中及时发现。本组有１例患者由于术者过度牵拉
胆囊颈，误将胆总管当成胆囊管的一部分而钛夹夹闭。

３１７　不能准确把握中转开腹手术的指征　中转手
术是预防胆管损伤并发症的重要措施，开腹手术带来

的不利后果远小于胆管损伤带来的后果；若探查见

Ｃａｌｏｔ三角区组织粘连致密无法分离或术中出血视野
不清，应请有经验的腔镜医生协助，必要时果断中转开

腹；切莫在手术遇到困难时为了追求独立完成而强行

手术。另外术中操作不顺利者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

以便早期发现并处理胆道损伤。有文献报道［５］，当解

剖分离困难时应果断中转开腹手术，在微创技术高度

发展的今天，中转开腹的几率也高达３．６％ ～１３．９％，
中转开腹并不是手术失败。

３２　ＬＣ致胆管损伤的预防
３２１　意识上高度重视　对术者而言，患者的安全是
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树立高度的责任心，认真对

待每一例胆囊切除手术，是减少医源性胆管损伤发生

的关键［６］。

３２２　严格系统的腹腔镜专业技术训练　腹腔镜外
科医生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掌握腹腔镜的工作

原理及技术要领，初期 ＬＣ必须有成熟的腹腔镜胆道

外科医师参加，指导正确使用腹腔镜操作，熟悉二维空

间下的三维立体空间操作。

３２３　术前做好评估及检查　术前评估及检查对术
式的选择及术中可能面临的风险预判很重要，腹部胆

道超声是最常用的检查，但其对胆道下端病变存在盲

区，同时超声医生的操作水平也参差不齐，所以可行

ＣＴ、ＭＲＣＰ、选择性动脉造影血管重建等更准确地了解
胆囊大小、胆囊壁厚度、结石部位、胆道及血管的变异

情况，得以术前对胆囊三角的解剖变异有充分的评估。

王逢春等报道［７］，术前常规 ＭＲＣＰ检查组与未 ＭＲＣＰ
检查组胆管损伤的发生率有显著差异，因此对于有条

件的医院作者建议常规行术前 ＭＲＣＰ检查，尤其对于
反复腹痛发作、近期有腹痛发作、长期腹部隐痛者更有

必要充分检查。

３２４　术中正确处理解剖变异及病理因素导致的解
剖异常改变　胆囊三角的解剖变异不可改变，“三管一
壶腹”不能奉为ＬＣ避免胆管损伤的经典，胆囊三角的
彻底解剖，才能将变异损伤的发生降到最低。有文献

报道［８］，胆囊三角的解剖变异是引起胆管损伤的独立

危险因素。但临床更多见的是因为胆囊三角慢性炎症

或急性炎症导致Ｃａｌｏｔ三角的解剖异常改变，本组中就
有３例患者因急性胆囊炎、胆囊反复的慢性炎症形成
粘连瘢痕使胆囊三角结构解剖不清造成胆管损伤。对

于病理因素导致的解剖异常，如果能在术前减轻胆囊

三角炎性改变，将有助于减少术中胆管损伤的发生。

有文献报道［９］，在超声引导下行经皮经肝穿刺胆囊引

流术（ＰＴＣＤ）对于缓解局部炎症，为二期腹腔镜手术创
造有利条件，收到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３２５　术中掌握适当的手术技巧　手术操作方式是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引发胆管损伤的危险因素［１０］；重

视胆囊后三角的解剖，而且以分离后三角为主，前三角

为辅，胆囊后三角间隙内充填有疏松结缔脂肪组织，其

浆膜下没有胆囊动脉及其分支（胆囊动脉后支大多位

于后三角上方），易于分离，当胆囊三角因炎症变形或

消失时，胆囊后三角变形不大或不变形，可以避开前三

角内各种结构。有文献报道［１１］，紧贴胆囊壶腹行钝性

分离，反复多次提拉、放松胆囊，保持无张力，使其恢复

正常解剖位，有助明确“三管一壶腹”关系；采用精细

视野法，将胆囊三角内脂肪和纤维结缔组织清除掉，仅

留胆囊管和胆囊动脉，再施钳夹和切断有助于减少胆

管损伤的发生［１２］。另外术中应尽量对胆囊床保护完

整，并全面电凝处理胆囊床，减少和避免发生迷走胆管

漏。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ＫＭ等［１３］建议有条件医院可行术中胆道

造影，这样可以发现或避免变异胆管损伤的发生。胆

囊管和胆囊动脉的辨认和分离是防止胆管损伤和出血

的重要步骤，当辨认有困难时可向胆囊侧分离胆囊管，

若发生活动性出血，避免盲目电凝或钳夹止血，可予以

小块纱布压迫，以便准确找到出血点而行有效止血，如

遇出血不易控制应积极主动请示经验丰富的医生指

导，必要时及时中转开腹［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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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ＩＣＵ综合征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
陈培服，陈海燕，陈瑜，许小敏，许兆军，刘鹏，胡旭军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综合征发生的相关因素，制定合理的预防及治疗方案，降低ＩＣＵ综合
征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宁波市第二医院 ＩＣＵ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１７例患
者的病历资料，总结ＩＣＵ综合征的发生率。采用χ２检验筛选出影响 ＩＣＵ综合征发生的危险因素，再利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确定ＩＣＵ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１１７例患者发生ＩＣＵ综合征３４例，发生率为２９．０６％。
χ２检验显示ＩＣＵ综合征与患者年龄、家庭月收入、呼吸机治疗、性格、历经病友死亡、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与医疗费用
相关（Ｐ＜０．０５），与性别和文化程度无关（Ｐ＞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显示接受呼吸机治疗（ＳＥ＝０．０８６，Ｐ＝
０．０００）、年龄＞６０岁（ＳＥ＝０．０７４，Ｐ＝０．００６）、历经病友死亡（ＳＥ＝０．０９０，Ｐ＝０．０００）和医疗费用自费（ＳＥ＝
０．０８３，Ｐ＝０．０００）是ＩＣＵ综合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ＩＣＵ综合征发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接受呼吸机治
疗、患者年龄＞６０岁、历经病友死亡和自费治疗是其独立危险因素，需针对不同病因采取相应预防及治疗措施，
最大限度地预防ＩＣＵ综合征发生，改善患者预后，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ＩＣＵ综合征；危险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０５　Ｒ４７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７００２

　　危重患者在ＩＣＵ接受先进医疗设备和技术支持的
同时，也容易产生对 ＩＣＵ紧张环境相对应的精神应激
反应，最常见的是ＩＣＵ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
的精神障碍，常见的有谵妄、抑郁和焦虑。ＩＣＵ综合征
可明显加重患者病情，影响预后。探讨 ＩＣＵ综合征的
相关因素，有针对性的提出合理化的预防措施，有利于

减少ＩＣＵ综合征的发生和改善预后［１］。现回顾性分

析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宁波市第二医院ＩＣＵ收
治的１１７例患者的资料，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宁波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１０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ＩＣＵ
通讯作者：许兆军，Ｅｍａｉｌ：１３９５７８３７１６８＠１６３．ｃｏｍ

市第二医院 ＩＣＵ收治的患者１１７例，男性６３例，女性
５４例，年龄１８～８３岁，平均（５５．３４±１５．８３）岁。要求
纳入研究的患者病历资料完整，且出院时神志清楚、精

神无异常、意识正常。患者来源：呼吸科３３例、心胸外
科２７例、消化科２６例、妇产科１３例、血液科１１例、其
他科７例。
１２　ＩＣＵ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ＩＣＵ综合征首先由
Ｍｃｋｅｇｎｅｙ于１９６６年提出，后日本学者

#

泽对其作出

如下定义［２］：患者入住ＩＣＵ后，意识清醒（可有失眠出
现）后的２～３ｄ出现以谵妄为主的症状，持续３～４ｄ
直至患者转出ＩＣＵ治疗，并与其它器质性病变相区别。
症状消失后不留后遗症。

１３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仔细阅读患者

　　通过总结分析，我们体会预防 ＬＣ胆管损伤应该
做到：术者对腹腔镜技术严格系统的训练、术前对胆管

解剖及变异知识的熟悉、术中时刻有防止胆管损伤的

意识和对肝外三管的仔细辨认，如腹腔镜手术操作难

度超过术者承受能力，手术操作困难、术中出血多、胆

囊三角解剖不清、胆管结构无法识别、可疑有胆管损伤

等均应中转开腹手术，这些是防止医源性胆管损伤的

关键，术中的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对减少严重并发症尤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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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病历资料，收集患者以下资料：年龄、性别、文化

程度、经济状况、是否采用呼吸机治疗、个人性格、是否

历经病友死亡、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评分Ⅱ（ＡＰＡＣＨＥ
Ⅱ）、医疗费用是否报销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收集到的数据统一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建立Ｅｘｃｅｌ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包
对结果进行分析统计，统计 ＩＣＵ综合征的发生率。对
相关因素首先采用 χ２检验，筛选出危险因素，然后进
一步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ＩＣＵ综合征发生率　１１７例患者共发生 ＩＣＵ综
合征３４例，发生率为２９．０６％。
２２　ＩＣＵ综合征的单因素分析　χ２检验显示 ＩＣＵ综
合征与年龄、家庭月收入、呼吸机治疗、性格、历经病友

死亡、ＡＰＡＣＨＥⅡ和医疗费用有关（Ｐ＜０．０５），与性别
和文化程度无关（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ＩＣＵ综合征的单因素χ２分析

相关因素 类别 例数 ＩＣＵ综合征数 ＩＣＵ综合征发生率（％） Ｐ值

年龄（岁） ＞６０ ４８ ２１ ４３．７５ ＜０．０５
≤６０ ６９ １３ １８．８４

性别 男 ６３ １９ ３０．１６ ＞０．０５
女 ５４ １５ ２７．７８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５ １２ ３４．２９ ＞０．０５
中学 ５１ １４ ２７．４５
大学 ３１ ８ ２５．８０

家庭月收入（元） ＜１５００ ４２ ２０ ４７．６２ ＜０．０５
≥１５００ ７５ １４ １８．６７

呼吸机治疗 是 ３５ ２３ ６５．７１ ＜０．０５
否 ８２ １１ １３．４１

性格 Ａ ５１ ２０ ３９．２２ ＜０．０５
Ｂ ６６ １４ ２１．２１

历经病友死亡 是 ３１ １８ ５８．０６ ＜０．０５
否 ８６ １６ １８．６０

ＡＰＡＣＨＥⅡ（分） ＞１９ ４１ １８ ４３．９０ ＜０．０５
≤１９ ７６ １６ ２１．０５

医疗费用 自费 ３５ １６ ４５．７１ ＜０．０５
报销 ８２ １８ ２１．９５

２３　ＩＣＵ综合征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接受呼吸机治疗、年龄 ＞６０
岁、历经病友死亡和医疗费用自费是 ＩＣＵ综合征的独
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ＩＣＵ综合征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回归

系数Ｂ值
标准误

ＳＥ值
标准回归

系数β值
Ｗａｌｄ值 Ｐ值

呼吸机治疗（是＝１，否＝０） ０．７７３ ０．０８６ ２．１６７ １７．７５４ ０．０００
年龄（＞６０＝１，≤６０＝０） ０．３５１ ０．０７４ １．４２１ ６．１４１ ０．００６
历经病友死亡（是＝１，否＝０） ０．６７４ ０．０９０ １．９６２ １１．２５１ ０．０００
医疗费用（自费＝１，报销＝０） ０．６２２ ０．０８３ １．８６３ １０．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院 ＩＣＵ综合征的发生率为
２９．０６％，接受呼吸机治疗、年龄 ＞６０岁、历经病友死
亡和自费等是 ＩＣＵ综合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ＶａｒｖａｔＪ等［４］认为重病高龄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力低下，

巨额治疗开销会给患者及家属带来巨大精神压力，其

心理承受能力往往较差。机械通气是挽救危重症患者

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但因人工气道的建立带来的强

烈的不适应感和与医护人员的沟通交流障碍，可能是

导致ＩＣＵ综合征高发的主要原因。患者的个人特征也
与ＩＣＵ综合征的发生密切相关，＞６０岁的老年患者由
于生理功能减退，对于各种强烈的刺激的应激反应能

力降低，相应地 ＩＣＵ综合征的发生率偏高。肖朝霞
等［５］认为男性患者的耐受力要差于女性，更易于发生

ＩＣＵ综合征，这一点与本结果不同，考虑可能与纳入患
者的个人状况、治疗方式等有关。历经同室病友的死

亡对患者自身是一个强烈的外部刺激，很容易让患者

联想到自身的病情，产生严重的恐惧、忧虑，导致 ＩＣＵ
综合征的发生。医疗费用自费无疑会加重患者及其家

属的经济负担，导致家庭生活质量下降，致使患者产生

愧疚感［６］。

综上所述，ＩＣＵ综合征的发生与患者的自身特征、
治疗方式、病房环境和家庭社会因素等密切相关，与董

亮、杨巧玲等报道一致［７８］。笔者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应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例如改善病房环境、做到床帘隔

离，使危重症患者和稳定期患者隔开，以避免危重症患

者的抢救场面、甚至死亡等情况对其他患者造成干扰；

对患者病情进行严格的病情评估，尽可能尽早撤离呼

吸机，缩短机械通气时间。患者接受机械通气期间，适

当给予镇痛镇静治疗，保证患者处于适当睡眠状态，避

免外部恶性刺激加重患者的精神或心理负担。在镇静

唤醒期间，应及时与患者沟通，询问患者的主观感受，

做好应对。由于老年患者体质较虚弱，机体免疫力较

差，更容易有突发状况出现，因此要加强老年患者的基

础护理工作，严密观察老年患者的精神及行为［９］。对

于家庭收入差自费治疗的患者，应鼓励家庭成员参与

心理护理，适度开放ＩＣＵ探视，让家庭成员和患者多多
交流，让患者不必对经济问题产生担忧，只需全面配合

治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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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甲状腺疾病相关性分析
马子东，冯朋，李传杰，周益文，高晓东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甲状腺疾病之间关系，为甲状腺疾病的预防提供有效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在利辛县人民医院就诊的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６４２例，在治疗过程中发现
感染者并发甲状腺疾病２９例，收集所有慢性肝炎感染者一般性资料，并对所有可能潜在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
多因素分析。结果　经分析发现，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较其他类型肝炎病毒感染更容易引发甲状腺疾病，是诱发肝
炎感染者出现甲状腺疾病的危险独立因素，之后对可能的单因素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干扰素
疗程（ＯＲ＝２０．９５０，Ｐ＝０．０００）、性别（ＯＲ＝６．７１６，Ｐ＝０．０００）以及负性情绪（ＯＲ＝１．６８３，Ｐ＝０．００）是丙型肝炎感
染者诱发甲状腺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　在治疗丙型肝炎感染者时，易诱发甲状腺相关疾病的发生，因此在
治疗慢性肝炎感染者时，尤其是丙型肝炎感染者时，需要询问其甲状腺病史，定期对感染者的甲状腺相关指标进

行检测，适当减少干扰素的使用疗程，并对感染者进行心理干预，定期复查，有效地防止丙型肝炎感染者甲状腺疾

病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丙型肝炎病毒；甲状腺疾病；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１２．６３　Ｒ５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７２０２

　　丙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种由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
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经输血、针刺、吸毒等传

播，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ＨＣＶ的感染率约为
３％，估计约１．８亿人感染了 ＨＣＶ，每年新发丙型肝炎
病例约３．５万例［１２］。丙型肝炎呈全球性流行，可导致

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感染者可发展为肝

硬化甚至肝细胞癌（ＨＣＣ），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和公共
卫生问题。目前在临床上干扰素是常见的一种治疗丙

型肝炎病毒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的治疗中发现，ＨＣＶ
感染感染者易引发甲状腺疾病，约占１５％左右，有研
究表明干扰素可能是引发丙型肝炎感染者出现甲状腺

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３４］。笔者回顾性收集丙

型肝炎病毒感染感染者的信息，分析潜在引发甲状腺

疾病的相关因素，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
月我院感染科确诊的２１３７例慢性肝炎病毒感染者，其
中确诊为丙型肝炎感染者６４２例，在其中有２９例丙型
肝炎感染者出现甲状腺疾病相关症状，其中男性５例，
女性２４例，其中甲状腺功能减退１１例，甲状腺功能亢
进１４例，甲状腺炎４例，年龄最大７０岁，最小４２岁，
均年龄（５５．８３±５．７４）岁，病程最短为１１个月，最长为
１８年，平均（１１．６４±７．２６）年。经过排查，所有感染者
均无一例有甲状腺病史。

１２　研究方法　收集所有感染者的一般性资料以及
可能诱发甲状腺疾病的相关潜在因素，分析在慢性肝

炎病毒感染者的致病因素；将此２９例丙型肝炎病毒感
染并发甲状腺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再次对其诱发

甲状腺疾病的相关因素以及一般性资料进行单因素和

多因素分析，探究诱发甲状腺疾病的相关危险因

素［５７］。

作者单位：２３６７００安徽省利辛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通讯作者：冯朋，Ｅｍａｉｌ：３４２８６９４６５＠ｑｑ．ｃｏ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软件包对进
行整理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 χ２检
验，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甲状腺疾病的相关性分析
　在２１３７例慢性肝炎感染者中，通过临床检查，共出
现６５例甲状腺相关疾病，通过统计肝炎类型、感染者
的年龄、性别等一般性资料，并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

发现，在所有慢性肝炎性病毒感染感染者中，丙型肝炎

病毒感染是诱发甲状腺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具体统

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甲状腺疾病的相关性分析

影响因素 类别 调查数 发生数 发生率（％）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４０～６０岁 １１７０ ３６ ３．０８ ０．０２ ０．８７６
６０～７０岁 ９６７ ２９ ３．００

文化程度 大学以下 ９９３ ３０ ３．０２ ０．０３ ０．８８７
大学以上 １１４４ ３５ ３．０６

病毒类型 丙型 ６４２ ２９ ４．５２ ２６．６３ ０．０００
其他 １４９５ ３６ ２．４１

负性情绪 有 ７４１ ３８ ５．１２ １４．６５ ０．０００
无 １３９６ ２７ １．９３

干扰素疗程 ≥５０周 ５９３ ３７ ６．２４ ２８．３９ ０．０００
＜５０周 １５４４ ２８ １．８１

遗传 是 １０８９ ３２ ２．９４ ０．４２ ０．９８６
否 １０６８ ３３ ３．０８

性别 女 ５８７ ３１ ５．２８ １３．７６ ０．０００
男 １５５０ ３４ ２．１９

２２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感染者诱发甲状腺疾病的单
因素分析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一共有６４２例丙型肝
炎病毒感染感染者，有２９例并发甲状腺疾病感染者，
通过对其一般性资料以及潜在诱发因素进行分析，结

果发现，在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感染者中，性别、干扰素

疗程是诱发甲状腺疾病的显性因素，具体统计结果见

表２。
２３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感染者诱发甲状腺疾病的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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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变量为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自变量，结果显
示：干扰素疗程（ＯＲ＝２０．９５０，Ｐ＝０．０００）、性别（ＯＲ＝
６．７１６，Ｐ＝０．０００）以及负性情绪（ＯＲ＝１．６８３，Ｐ＝
０．００）是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感染者诱发甲状腺疾病的
多发生的危险因素。详见表３。
表２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感染者诱发甲状腺疾病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类别 调查数 发生数 发生率（％）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４０～６０岁 ３４０ １５ ４．４１ ０．０４ ０．８７６
６０～７０岁 ３４２ １４ ４．０９

文化程度 大学以下 ４２１ １８ ４．２８ ０．０２ ０．８８７
大学以上 ２２１ １１ ４．９８

负性情绪 有 ４３２ ２７ ４．８６ ９．１９ ０．０００
无 ２１０ ２ ０．９５

干扰素疗程 ≥５０周 ３３３ ２０ ６．０１ ３．８５ ０．０００
＜５０周 ３０９ ９ ２．９１

遗传 是 ３４１ １６ ４．６９ ０．０５ ０．９８６
否 ３００ １３ ４．３３

性别 女 ３８１ ２４ ６．３０ ７．２０ ０．０００
男 ２６１ ５ １．９２

表３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感染者诱发甲状腺疾病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ＳＥ值 Ｗａｌｄ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干扰素疗程 ３．０４２ ０．６８２ １９．８６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９５０ ５．４９９～７９．８１８
性别 １．９０４ ０．６０６ ９．８８６ ０．００２ ６．７１６ ２．０４９～２２．０１４
负性情绪 ０．５３０ ０．０８６ ３５．２３４ ０．０００ １．６８３ １．３２３～２．３８２

３　讨　论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甲状腺疾
病包括多种原因导致的一组疾病群，在临床实践中的

地位愈加突出和重要。随着慢性肝炎性病毒感染呈现

逐年递增趋势，在越来越多的临床治疗丙型肝炎感染

者中发现，有１５％的感染者会并发甲状腺疾病，增加
了感染者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因此在慢性肝炎病毒感

染的治疗中注意对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就显得十分重

要［８９］。本次研究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
月１１年间的２１３７例慢性肝炎病毒感染者，通过临床
检验感染者是否并发甲状腺疾病，发现丙型肝炎病毒

感染者易诱发甲状腺疾病，是潜在诱发甲状腺疾病的

高危因素，如表１中数据也可以看出，２１３７例慢性肝
炎病毒感染者，有６４２例丙型肝炎感染者，有２９例出
现并发甲状腺疾病症状，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在慢性

肝炎病毒感染感染者中，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诱发甲

状腺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后再次对６４２例丙型肝
炎病毒感染感染者进行一般性资料收集和潜在诱发因

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干扰素疗程、性别以及负

性情绪是诱发甲状腺疾病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干扰素

疗程，如表２所示，当丙肝感染者应用干扰素疗程在
５０周以上时，有２０例的感染者并发甲状腺疾病，而当

服用干扰素疗程在５０周以下时，仅有９例感染者并发
甲状腺疾病，由此数据对比看，当疗程５０周以上时并
发甲状腺的概率是５０周以下的２倍多，干扰素作为一
种常见的多功能的活性蛋白，由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

产生，参与体内抗病毒、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免疫调节

等过程，易导致甲状腺器官产生负面作用，抑制甲状腺

激素分泌，诱发滤泡细胞凋亡，而干扰素又是临床中常

见的治疗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的基本药物，因此在肝

炎病症的治疗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甲状腺疾病的预防

防治［１０］，在性别方面，由数据可以看出，在所有并发甲

状腺疾病的２９例中，有２４例为女性，仅有 ５例为男
性，众所周知，在甲状腺疾病中，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

性，这和女性本身的一些身体特征与免疫系统有明显

的直接关系，因此在丙型肝炎感染者的治疗中，对于女

性感染者应该严格预防和防治，有效地避免并发甲状

腺疾病的危险。

丙型肝炎由ＨＣＶ感染引发的一种慢性疾病，而本
身ＨＣＶ感染对人体的先天性免疫反应、体液免疫和细
胞免疫反应就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再加之干扰素的使

用，易引发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下的甲状腺疾病，但是目

前干扰素对甲状腺疾病的病发机理仍不是十分明确，

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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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综合介入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近远期疗效
和安全性评价
胡孝群，李子红

摘要：目的　探讨肝动脉化疗栓塞术（ＴＡＣＥ）联合三维适形放疗（３ＤＣＲＴ）治疗肝细胞癌（ＨＣＣ）合并门静脉癌栓
（ＰＶＴＴ）的近远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１４８例 ＨＣＣ合并 ＰＶＴＴ患者按照治疗方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７４
例，分别给予ＴＡＣＥ＋３ＤＣＲＴ和单纯ＴＡＣＥ治疗，评价２组的近期疗效和毒副反应，及１年、１．５年和２年的生存
率。结果　６８例（４５．９５％）ＡＦＰ下降≥６０％，其中研究组４０例（５４．０５％）、对照组２８例（３７．８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９２，Ｐ＝０．０４８）。ＨＣＣ近期疗效研究组和对照组的 ＲＲ分别为６７．５７％和３７．８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１２，Ｐ＝０．０００），ＰＶＴＴ近期疗效研究组和对照组的ＲＲ分别为８７．８４％和６４．８６％，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５８，Ｐ＝０．０００）。２组患者１年、１．５年和２年的生存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年 ＝
４．９５，Ｐ＝０．０２６；χ２１．５年 ＝５．５４，Ｐ＝０．０１９；χ

２
２年 ＝７．７９，Ｐ＝０．００５）。２组毒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与单纯ＴＡＣＥ比较，ＴＡＣＥ联合３ＤＣＲＴ治疗ＨＣＣ合并ＰＶＴＴ，可以明显提高临床效果，并且毒副反应轻微，
均可耐受，能明显提高生存率。

关键词：肝细胞癌；生存率；肝动脉化疗栓塞术；三维适形放疗；门静脉癌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７　Ｒ７３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７１１７４０３

　　肝细胞癌（ＨＣＣ）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常见
的恶性肿瘤，是我国第二大肿瘤杀手。门静脉癌栓

（ＰＶＴＴ）是进展期 ＨＣＣ重要的生物学特征，文献［１］报

道进展期 ＨＣＣ合并 ＰＶＴＴ的发生率为 ５０％ ～９０％。
ＨＣＣ合并 ＰＶＴＴ的预后较差，其生存期一般不超过３
个月，而无ＰＶＴＴ的患者其生存期为２４．４个月。尽管
部分ＨＣＣ合并 ＰＶＴＴ患者可以采用姑息性手术治疗，
但术后复发率较高［２４］。近年来，随着物理治疗和介入

治疗的发展，肝动脉化疗栓塞术（ＴＡＣＥ）已经成为
ＨＣＣ非手术治疗的首选方式，但其对 ＰＶＴＴ的疗效却
不甚理想。三维适形放疗（３ＤＣＲＴ）可以对肿瘤病灶
精确定位，对正常组织的保护优于普通体外放疗，在

ＨＣＣ合并ＰＶＴＴ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进一
步探讨ＴＡＣＥ联合３ＤＣＲＴ治疗 ＨＣＣ合并 ＰＶＴＴ的近
远期疗效和安全性，笔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５月
收治的ＨＣＣ合并ＰＶＴＴ患者１４８例，均经过临床体征、
实验室检查、ＡＦＰ检测、Ｂ超、螺旋 ＣＴ或病理活检证
实，诊断依据２００１年第八届全国肝癌防治研究会议制
定通过的诊断标准。所有患者无手术适应证或拒绝手

术、ＫＰＳ评分≥７０分、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 Ａ和 Ｂ级、无
ＴＡＣＥ和３ＤＣＲＴ禁忌。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根据治
疗方法分为 ＴＡＣＥ联合３ＤＣＲＴ治疗组（研究组）和单
纯ＴＡＣＥ治疗组（对照组）。研究组７４例，男性４９例，
女性２５例，年龄４３～７２岁，平均（５８．３±８．７）岁，单发
５６例、多发 １８例，肿瘤直径 ４．１～１３．８ｃｍ，平均
（７．２±２．１）ｃ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肝功能分级 Ａ级２５例、Ｂ
级４９例，肿瘤 ＵＩＣＣ分期Ⅲ期４１例、Ⅳａ期３３例，门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６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一病区内科
通讯作者：胡孝群，Ｅｍａｉｌ：１０２９０１４５２０＠ｑｑ．ｃｏｍ

静脉癌栓累及主干５６例、门脉分支１８例，肝硬化３１
例，ＡＦＰ升高（＞４００μｇ／Ｌ）４６例；对照组７４例，男性
５３例，女性２１例，年龄４６～６９岁，平均（５７．６±７．９）
岁，单发５３例、多发２１例，肿瘤直径４．０～１５．１ｃｍ，平
均（７．４±２．３）ｃ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肝功能分级 Ａ级２８例、
Ｂ级４６例，肿瘤ＵＩＣＣ分期Ⅲ期３９例、Ⅳａ期３５例，门
静脉癌栓累及主干５４例、门脉分支２０例，肝硬化３３
例，ＡＦＰ升高（＞４００μｇ／Ｌ）５０例。２组患者年龄、性
别、临床症状、分期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治疗方法　研究组采用ＴＡＣＥ联合３ＤＣＲＴ，对照
组只进行ＴＡＣＥ。ＴＡＣＥ采用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技术，导管经股
动脉穿刺进入肝固有动脉或左右分支，注入造影剂，确

定肿瘤染色区域和供血动脉，先以 ５ＦＵ７５０～１０００
ｍｇ、ＤＤＰ６０～１００ｍｇ和丝裂霉素 １０～１６ｍｇ进行灌
注，然后以表阿霉素１０～２０ｍｇ和超液化碘油５～２０
ｍｌ制成混悬液进行栓塞化疗，若患者存在血流快、动
静脉瘘，再注入明胶海绵体，ＣＴ复查时检查碘油沉积
情况，以确定有无活性病灶、肝内子灶，在检测 ＡＦＰ和
评估肝功能情况后，可据此行第２次化疗，每４～８周
化疗栓塞１次，共进行ＴＡＣＥ１～３次，研究组在最末次
ＴＡＣＥ结束后休息１～２周进行３ＤＣＲＴ，对照组不进行
３ＤＣＲＴ。３ＤＲＣＴ方法：患者采取仰卧位，采用负压真
空体膜固定体位，在平静呼吸状态下行 ＣＴ增强扫描，
根据Ｆｉｓｈｅｒ公司的三维治疗计划系统确定治疗计划，
首先在影像下确定大体肿瘤体积（ＧＴＶ），ＧＴＶ外扩１０
ｍｍ可得临床靶体积（ＣＴＶ），在 ＣＴＶ基础上向上下２０
ｍｍ、左右１０ｍｍ可确定计划靶体积（ＰＴＶ），然后以剂
量体积直方图（ＤＶＨ）进行评估和优化，令９０％的等剂
量曲线覆盖ＰＴＶ，控制危及器官（如肾、十二指肠、胃、
胰腺和正常肝组织等）的受量在允许范围内。时间剂
量分割方式以２～５Ｇｙ／次，１０～２５次，照射总量５０～
７０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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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评价标准　ＨＣＣ和 ＰＶＴＴ近期疗效评价依据
ＷＨＯ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标准分为完全缓解（ＣＲ）、部
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和进展（ＰＤ），有效率（ＲＲ）＝
（ＣＲ＋ＰＲ）／总例数 ×１００％。远期疗效通过观察 １
年、１．５年和２年的生存率进行评价。毒副反应依据
ＲＴＯＧ进行评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对结
果进行处理，近期疗效、远期生存率和各类型的毒副反

应发生率以％表示，采用 χ２检验，生存率曲线图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生存率比较采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组患者均全部完成治疗。治疗结
束时，共有６８例（４５．９５％）ＡＦＰ下降≥６０％，其中研究
组４０例（５４．０５％）、对照组２８例（３７．８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９２，Ｐ＝０．０４８）。ＨＣＣ近期疗效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 ＲＲ分别为６７．５７％和３７．８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１２，Ｐ＝０．０００）。ＰＶＴＴ近
期疗效研究组和对照组的 ＲＲ分别为 ８７．８４％和
６４．８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６．５８，Ｐ＝
０．０００）。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２组ＨＣＣ近期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ＲＲ

研究组 ７４ １３（１７．５７） ３７（５０．００） １６（２１．６２） ８（１０．８１） ５０（６７．５７）
对照组 ７４ ７（９．４６） ２１（２８．３８） ３３（４４．５９） １３（１７．５７） ２８（３７．８４）

表２　２组ＰＶＴＴ近期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ＲＲ

研究组 ７４ ２１（２８．３８） ４４（５９．４６） ７（９．４６） ２（２．７０） ６５（８７．８４）
对照组 ７４ １３（１７．５７） ３０（４０．５４） １９（２５．６８） １２（１６．２２） ４３（５８．１１）

２２　２组远期疗效比较　２组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
至死亡或至少随访２年。２组患者１年、１．５年和２年
的生存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年 ＝４．９５，
Ｐ＝０．０２６；χ２１．５年 ＝５．５４，Ｐ＝０．０１９；χ

２
２年 ＝７．７９，Ｐ＝

０．００５）。见表３。２组２年生存曲线图见图１～３。
表３　２组远期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生存率

１年 １．５年 ２年
研究组 ７４ ３１（４１．８９） ２２（２９．７３） １５（２０．２７）
对照组 ７４ ２１（２８．３８） １３（１７．５７） ５（６．７６）

图１　２组ＨＣＣ患者２年生存曲线图比较

图２　２组ＨＣＣ患者１．５年生存曲线图比较

图３　２组ＨＣＣ患者１年生存曲线图比较
２３　毒副反应比较　ＴＡＣＥ治疗期间，研究组出现恶
心１４例、乏力５例、纳差４例、低热５例、肝功能轻度
异常３例，对照组出现恶心 １６例、乏力 ５例、纳差 ５
例、低热３例、肝功能轻度异常３例，２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３ＤＲＣＴ期间，研究组出现３例放
射性肝炎，经保肝治疗后恢复正常，２例出现消化道出
血症状，经对症止血后恢复正常。

３　讨　论
　　ＴＡＣＥ是目前治疗不能手术的ＨＣＣ合并 ＰＶＴＴ的
主要方式，以往认为 ＨＣＣ合并 ＰＶＴＴ采用 ＴＡＣＥ治疗
会造成门静脉血流下降，该类患者不宜采用 ＴＡＣＥ，但
近年来发现ＴＡＣＥ不仅不会完全阻断门静脉，并且可
以形成丰富的侧枝循环，对没有严重肝硬化和肝功能

损害的患者可采用ＴＡＣＥ［５］，一般认为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Ｃ级
为ＴＡＣＥ的禁忌，故纳入患者为 Ａ、Ｂ级。尽管 ＴＡＣＥ
对ＨＣＣ主瘤体本身具有明显的作用，对癌栓也能起到
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单一ＴＡＣＥ治疗的疗效不佳，这主
要是因为瘤体本身有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供血，经过

ＴＡＣＥ治疗后有侧枝循环的建立，容易导致复发［６７］。

近年来，随着物理治疗的兴起，３ＤＣＲＴ在 ＨＣＣ合并
ＰＶＴＴ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３ＤＣＲＴ联合
ＴＡＣＥ为治疗ＨＣＣ合并ＰＶＴＴ提供了新的契机。两种
方式的联合使用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８１０］：①ＴＡＣＥ可
对肝动脉进行栓塞，而原发性病灶９０％血供由肝动脉
提供，因而能较好地控制原发病灶；②ＴＡＣＥ尽管控制
癌栓不能像控制原发病灶那么满意，但依然可以起到

一定的作用；③早期ＰＶＴＴ主要表现为增生型，对放疗
较为敏感；④３ＤＣＲＴ可以令ＰＶＴＴ的动静脉瘘消失，从
而提高了ＴＡＣＥ对主瘤体的栓塞效果；⑤单纯３ＤＣ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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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同时照射主瘤体和 ＰＶＴＴ，容易增加放射性损伤；
⑥由于ＴＡＣＥ的近期疗效显著，对主瘤体的缩小作用
要优先于放射治疗，先行 ＴＡＣＥ可避免 ＰＶＴＴ得到控
制，避免进一步发展导致严重并发症发生，为治疗赢得

先机。

结果显示，２组完成治疗后，近期疗效对主瘤体的
ＲＲ分别为６７．５７％和３７．８４％，对ＰＶＴＴ的ＲＲ分别为
８７．８４％和６４．８６％，差异显著，其中不难发现，癌栓的
近期疗效要比主瘤体高，这一情况表明，癌栓可能对

３ＤＲＣＴ要比主瘤体敏感。研究组１年、１．５年和２年
的生存率分别为４１．８９％、２９．７３％和２０．２７％，高于单
纯 ＴＡＣＥ。国内李吉燮等［１１］研究显示 ３ＤＲＣＴ联合
ＴＡＣＥ治疗ＨＣＣ合并ＰＶＴＴ，其１年和２年生存率分别
为５４．０％和 ２７．４％，中位生存期 １８．６个月；吴志军
等［１２］的研究显示，其１年和２年生存率分别为４８．６％
和２２．３％，中位生存期１５．５个月。与本结果基本相
似。毒副反应方面，主要表现为 ＴＡＣＥ期间的消化道
症状、低烧和轻微肝功能损伤，放疗期间出现５例严重
反应，３例为放射性肝炎、２例出现消化道出血，经过对
症处理后，均可耐受。

综上所述，本研究资料初步表明，与单纯ＴＡＣＥ比
较，ＴＡＣＥ联合３ＤＣＲＴ治疗ＨＣＣ合并ＰＶＴＴ，可以明显
提高临床效果，并且毒副反应轻微，均可耐受，能明显

提高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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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回声区。

我们研究体会到新生儿经颅超声检查对脑出血敏

感，操作方便，无创，可动态观察。生后尽早地进行经

颅超声检查，有助于提高各种脑损伤的诊断率，利于临

床及早干预及时调整临床治疗。但是由于超声声窗的

限制，经颅超声对脑边缘、分水岭区的损伤不易发现；

此外超声图像对脑实质内回声改变的判定，容易受仪

器调节、扫查切面及检查者主观印象的干扰。笔者认

为对于不易观察的脑边缘区，由于早产儿头围较小，可

先经对侧骨缝观察，发现可疑区域可在病变侧用高频

线阵探头检查，利用其良好的分辨力进行诊断；每次检

查应将仪器的深度、增益调节至同等条件，同一患儿前

后复查最好使用同一台仪器并由同一名医师负责，这

样做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诊断误差。

经颅超声检查安全、方便，可床旁和重复性强，解

决了早产儿、危重患儿不易搬动检查的难题，有利于患

儿出生后尽早对脑损伤情况作出判断，并可对脑出血

或脑白质损伤的患儿长期动态随访，为临床干预提供

更多更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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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颈椎病７８例临床误诊原因分析
李大成，刘均雨，柯于华

摘要：目的　探讨颈椎病误诊情况及分析误诊的原因。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７８例
颈椎病误诊患者的主要症状、影像学检查、相关误诊疾病的检查及误诊情况。结果　７８例误诊的颈椎病影像学
检查都符合颈椎病的诊断标准。被误诊为偏头痛或血管性神经性头痛的１９例颈椎病，一般是由于上颈椎病变造
成血管、神经牵扯、卡压或炎症刺激而引起的；被误诊为心血管疾病３０例的颈椎病，一般是由于颈部交感神经受
到刺激而引起的；被误诊为脑血管疾病２９例的颈椎病，一般是由于颈部的病变使椎动脉受到压迫或刺激而引起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而造成的。结论　由于医生对颈椎病诊断相关知识的缺乏，易把一些上颈椎病变、交感型、
椎动脉型颈椎病分别误诊偏头痛或血管神经性头痛、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

关键词：颈椎病；误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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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椎病是骨伤科常发病、多发病。由于外伤、劳
损、感受风寒湿邪等因素引起颈椎及其附近软组织产

生退行性改变，导致脊柱内外平衡失调，刺激和压迫颈

神经根、颈脊髓和颈部的交感神经、椎动脉而引起的一

系列临床症候群［１］。如头晕、头痛、心前区不适和胸痛

等，易被误诊为偏头痛、脑血管、心血管等疾病。现就

本院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期间７８例颈椎病
误诊情况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颈椎病的诊断标准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月４日《第
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对颈椎病的最新诊断标

准定为：①仅有影像学表现异常，而无颈椎病临床症状
者，不应诊断颈椎病；②具有典型颈椎病临床表现，而
影像学所见正常者，应注意除外其他病患后方可诊断

颈椎病；③临床表现与影像学所见相符合者，可以确
诊。

１２　临床资料　颈椎病７８例，其中男性３７例，女性
４１例，年龄２２～６８岁，平均４３．２岁，病程２～２１年，平
均５．２年。７８例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和影像学检查
相符，符合颈椎病的诊断标准及相关类型的颈椎病诊

断依据。被误诊为偏头痛或血管神经性头痛的患者发

病年龄相对较轻，一般在４５岁以下，女性偏多，病程较
长，有的被误诊多达１０年以上；被误诊心肌炎的发病
年龄较轻，一般在３５岁以下，被误诊为冠心病的或高
血压的，病程较长，一般在２年以上，发病年龄在４５岁
以上；被误诊为脑血管疾病的年龄一般在４０岁以上。
１３　诊疗方法　观察７８例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及
影像学检查及相关的脑电图、头颅 ＣＴ、脑血管和心电
图、心肌酶谱、肌钙蛋白等检查，排除其他疾病而确诊

相应类型的颈椎病，观察治疗前后相关检查指标的动

态变化，按被误诊疾病的治疗无效或效果不明显，按颈

椎病治疗，患者的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

２　结　果
２１　误诊为偏头痛或血管性神经性头痛　被误诊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１２安徽省蚌埠海校医院骨伤科
通讯作者：李大成，Ｅｍａｉｌ：５４００１２８７９＠ｑｑ．ｃｏｍ

偏头痛或血管性神经性头痛的颈椎病有１９例，患者的
脑电图、头颅ＣＴ或ＭＲＩ检查无异常；颈椎Ｘ线显示生
理曲度变直或反弓，寰枢关节错缝的８例，椎间小关节
紊乱１１例；颈椎 ＭＲＩ显示椎间盘退行性改变或纤维
环膨出。一般用消炎痛、麦角胺等治疗效果不明显，通

过对颈部的理疗、推拿、中草药熏蒸、牵引等患者症状

明显好转，颈椎影像学检查，颈椎的弧度明显改善，关

节错缝、紊乱明显纠正。

２２　误诊为心血管疾病　被误诊为心血管疾病的３０
例中，１５例被误诊高血压病，１２例被误诊为冠心病，３
例被误诊为心肌炎。心肌酶学未见异常；冠状动脉造

影或ＣＡＴ显示冠状动脉狭窄的有１２例（小于３０％）；
心电图检查ＳＴ段下移超过０．１ｍＶ的有１４例，主要反
映心肌下壁或前壁供血不足，偶发房早、室早的６例；
颈椎Ｘ线、ＣＴ、ＭＲＩ检查，颈椎弧度改变的２０例，椎体
后缘增生的２２例，钩椎关节增生的有１２例，椎间隙变
窄椎间盘膨出或突出１５例，关节紊乱的有１７例。胸
透或胸片检查心脏大小正常。有临界高血压病史的８
例。被诊断为高血压的用降压药或加大降压药，血压

下降不明显；被诊断冠心病的用扩张冠状动脉的药患

者症状改变不明显，被误诊为心肌炎的用抗心律失常、

营养心肌的药，心律失常无明显改善。针对患者颈椎

的情况合理的采用理疗、推拿、中草药熏蒸、牵引等患

者症状明显好转，心电图 ＳＴ段下移明显好转，心律失
常消失，颈椎的弧度及关节紊乱明显改善。

２３　误诊为脑血管疾病　被误诊为脑血管疾病的２９
例。颈部血管ＭＲＩ或超声检查，颈部椎动脉受压变窄
的（小于３０％）２１例，血管内壁有粥样斑块沉积（小于
１０％）的８例；头颅 ＣＴ、ＭＲＩ检查无异常；颈椎 Ｘ线、
ＣＴ、ＭＲＩ检查，颈椎弧度改变的１８例，椎体后缘增生
的１９例，钩椎关节增生的有１０例，椎间隙变窄椎间盘
膨出或突出１５例，关节紊乱的有１８例。患者用一些
扩张脑血管、营养脑细胞的药头晕等症状改善不明显

或偶有改善但易反复发作，通过对颈部的治疗，患者症

状明显好转，且比较稳定，不易反复发作，颈椎的弧度

及关节紊乱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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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颈椎病类型多，症状多种多样，由于医生对颈椎病
诊断相关知识的缺乏，易把一些上颈椎病变、交感型、

椎动脉型颈椎病分别误诊偏头痛或血管神经性头痛、

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

颈椎原因引起的头痛主要是物理和化学因素共同

引起，主要是上段椎体、椎间盘和局部软组织病变而引

起的［２］。颈椎生理曲度的改变、寰枢关节或椎间关节

紊乱、椎间盘退行性改变或纤维环膨出等会导致肌肉

和韧带的损伤、无菌性炎症、对神经血管的牵拉或卡

压，痉挛的肌肉及无菌性炎症对神经的刺激而产生头

痛［３５］。通过对颈部的理疗、推拿、中草药熏蒸、牵引，

消除颈部无菌性炎症，纠正了颈椎的弧度和关节紊乱，

解除了肌肉的痉挛，从而消除了对神经、血管的牵拉和

刺激，从而使症状明显改善。由于医生对颈椎相关知

识的缺乏，易误诊为偏头痛或血管神经性头痛，长期的

给患者吃止痛药，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被误诊为高血压病、冠心病的患者年龄一般较大，

患者平时有临界高血压或有冠状动脉轻度狭窄，这类

患者在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管收缩时易使血压明显升

高，易使心脏供血明显不足，也易被误诊；被误诊为心

肌炎的一般年龄较轻，当出现心律失常时易误诊为心

肌炎。患者发病时都有颈部不适。颈部交感神经丛星

状神经节发出节后纤维，下行构成心丛分布于心脏，对

心脏的活动和冠状动脉舒张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当

颈椎病变时，造成对交感神经的挤压、刺激等，椎动脉

周围交感神经丛受累，冲动向下扩散至心脏中交感支，

产生内脏感觉反射，引起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产生心绞

痛或心律失常［６７］。当颈椎的病变刺激心（上、中、下）

３个神经节，使体内释放的去早肾上腺素或乙酸胆碱
过多，相互不能对抗，导致失衡状态，而心脏受到过多

的介质的刺激易发生各种心律失常［６］。上颈椎病变压

迫、牵拉或者刺激上交感神经，引起上交感神经兴奋而

导致血压升高［８］。这类患者用扩张冠状血管、营养心

肌的药、抗心律失常药、降压药等并不能明显改善症

状，通过对相应颈椎病的治疗，改善了颈椎的结构，消

除了无菌性炎症，消除了对交感神经的牵拉、刺激而使

各种病症明显改善。

椎动脉型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病，以眩晕、恶心、呕

吐，甚至跌倒为主症。常常跟颈椎位置变化有关，由于

症状较重，常被误诊为脑血管疾病。主要是颈椎的各

种病变导致椎动脉受挤压或牵拉、扭曲而变细，导致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９］；颈椎的各种病变导致颈部植物

神经受刺激反射性引起椎动脉痉挛而导致的椎动脉供

血不足［１０］；在两者都有的情况下，往往症状较重，有跌

倒的危险。应用扩血管药物后患者症状改善不明显或

有所改善，但患者受寒或劳累又易复发，通过针对椎动

脉型颈椎病的治疗，消除了颈部的炎症，纠正颈椎的结

构，患者的症状可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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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荆花胃康胶丸联合三联疗法对 Ｈｐ补救治疗的
疗效对比分析

夏瑞丽

摘要：目的　观察对幽门螺旋杆菌根除失败患者，用荆花胃康胶丸联合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行补救治疗的效
果及根除率。方法　入选者为经１４Ｃ呼气试验证实为 Ｈｐ阳性患者５６例，至少行幽门螺旋杆菌根除治疗１次以
上，所有患者随机分成２组，一组２８例予标准三联疗法（克拉霉素＋阿莫西林＋雷贝拉唑）１４ｄ。另一组２８例给
予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莫西沙星＋阿莫西林＋雷贝拉唑）１４ｄ加口服荆花胃康胶丸；２组治疗结束后，均停药
１月后复查１４Ｃ呼气试验，比较２组患者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疗效及根除率。结果　２组Ｈｐ根除率相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均无严重的副反应，标准三联组Ｈｐ根除率７４．６％（４７／６３），而含荆花胃康胶丸
及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组Ｈｐ根除率９３．８％ （６０／６４）。结论　对幽门螺旋杆菌根除失败患者，给予含莫西沙星
的三联疗法加荆花胃康胶丸比标准三联疗法治疗效果更好。

关键词：荆花胃康胶丸；莫西沙星；三联疗法；幽门螺旋杆菌；补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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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ｌｏｒｉ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ｐ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ｎｏｓｅｒｉｏｕｓ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ｒｅ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Ｈｐｅｒａｄｉｃａ
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７４．６％（４７／６３），ａｎｄＨｐ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ｉｐｌ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ｍｏｘ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３．８％（６０／６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ｇｉｖｅｎｗｉｔｈｍｏｘ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ｔｒｉｐｌ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ｌｕｓＪｉｎｇＨｕａ
ｓｔｏｍａｃｈｋ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ｒｉｐｌ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ｉｎｇＨｕａｓｔｏｍａｃｈｋ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Ｍｏｘ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Ｔｒｉｐｌ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

　　幽门螺杆菌（Ｈｐ）是在胃部寄生较多的一种微厌
氧菌，胃部疾病的发作即主要因幽门螺杆菌所致，在消

化系统疾病中，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是最多见的疾病，而

Ｈｐ的感染是其重要的致病因子。这些疾病最重要的
治疗原则就是如何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目前临床治疗

方案也是非常经典的方案就是以质子泵抑制剂联合两

种抗菌药的三联疗法，但随着耐药菌株的不断发生而

且以往标准三联疗法一般使用时间较长，导致标准的

三联根除率下降，目前全球推荐的一线及常用治疗方

案常不能获得满意的根除效果，并且随时间的推移根

除失败的比例逐年增加［１］，如何找到一个好的治疗方

案彻底消除Ｈｐ的感染越来越被重视。新抗生素的选
择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我院消化科在

２０１１年起采用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法加口服荆花胃
康胶丸作为补救疗法，现对幽门螺旋杆菌根除失败患

者的治疗效果及根除率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在宿州市矿建医院内一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矿建医院内一科

科就诊的经胃镜确诊为胃或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患

者，时间自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共计５６例，同
时快速尿素酶试验或尿素呼气试验均为阳性，曾经Ｈｐ
根除治疗１次或以上，但未用过莫西沙星，患者病程在
７周～３年不等，入选病例无其他严重脏器疾病、药物
过敏、胃及十二指肠手术史和溃疡严重并发症，近两周

内未服用过抗 Ｈｐ药物，８５．８％本组患者主要症状为
不同程度的上腹部不适，并伴有常见的消化道症状如

烧灼感、隐痛、反酸、恶心等。采用随机方法将５６例患
者分为２组，男女不限，含莫西沙星三联组２８例，其中
男性２０例，女性８例；平均年龄（３９．６０±５．２６）岁。标
准三联组 ２８例，男性 １９例，女性 ９例；平均年龄
（３８．２０±４．６８）岁。
１２　治疗方法　标准三联组给予克拉霉素０．５ｇ口
服，２次／ｄ＋阿莫西林０．５ｇ口服，２次／ｄ＋雷贝拉唑
１０ｍｇ口服，２次／ｄ，连用１４ｄ。莫西沙星三联组给予
莫西沙星０．４ｇｐｏｑｄ＋阿莫西林０．５ｇ口服，２次／ｄ＋
雷贝拉唑１０ｍｇ口服，２次／ｄ，连用１４ｄ，同时餐前口
服荆花胃康胶丸１６０ｍｇ，３次／ｄ，４周为一疗程（该药
产地为天津天力士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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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１０９７００６７）。
１３　疗效评定及安全性　停药４周后复查１４Ｃ呼气试
验，比较２组患者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疗效及根除
率，同时观察治疗后患者消化道症状改善和缓解情况；

记录治疗期间发生的任何不良反应，描述其类型、发生

时间、频率、严重程度、是否需治疗、采取的措施、与治

疗的关系及结果并定期复查患者的血尿常规、肝肾功

能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组间率的比
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Ｈｐ根除情况　入选 Ｈｐ阳性患者 ５６例，分 ２
组。１４Ｃ呼气试验检查Ｈｐ感染情况，计算根除率，根除
率＝Ｈｐ阴性例数／治疗例数 ×１００％；标准三联组２８
例患者中，２０例获得成功根除，根除率为７１．４％（Ｐ＜
０．０５），含莫西沙星三联组２８例患者中，２６例治疗后
Ｈｐ阴性，获得成功根除，根除率为９２．８％（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补救治疗后Ｈｐ根除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Ｈｐ阴性（例） Ｈｐ阳性（例） 根除率（％）

莫西沙星三联组 ２８ ２６ ２ ９２．８
标准三联组 ２８ ２０ ８ ７１．４
总计 ５６ ４８ ８

　　注：２组比较，χ２＝７．３８８４，Ｐ＜０．０５。

２２　症状缓解情况　对患者进行消化道症状缓解的
评估。莫西沙星三联组２８例患者中８５．７％治疗前合
并腹痛、腹胀等其他消化道症状，治疗后３５．７％的患
者症状缓解；标准三联组２８例患者中８４．１％治疗前
合并腹痛或腹胀的消化道症状，治疗后３９．６％的患者
症状缓解。从上述结果看，２组患者的消化道症状缓
解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的消化道症状缓解情况比较
组别 治疗前阳性率 缓解率 Ｐ值

莫西沙星三联组 ２４／２８（８５．７％） １０／２８（３５．７％） ０．６７３７
标准三联组 ２３／２８（８２．１％） １１／２８（３９．６％）

２３　不良反应　２组均无其他明显不良反应出现，只
个别患者出现恶心、纳差等不良反应，无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幽门螺杆菌（Ｈｐ）在胃部广泛存在，是产生胃病的
最主要原因，Ｈｐ是一种Ｓ形或弧形弯曲的革兰阴性细
菌，特异地寄生于胃黏膜的黏液层下面的上皮细胞表

面，可经粪便或口腔途径传播，而幽门螺杆菌胃病是临

床最主要的胃病类型，流行病学研究资料显示，经济落

后、居住环境差及不良卫生习惯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率

呈正相关，Ｈｐ感染与慢性胃炎、胃癌、消化性溃疡和胃
黏膜组织相关性淋巴瘤的发生有密切关系，Ｈｐ感染率
发展中国家一般高于发达国家，男女差异不大，且感染

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如何清除幽门螺杆菌是治疗此

种胃病的关键，然而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仍有约２０％
Ｈｐ感染患者未能得到有效根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存在细菌耐药、胃内细菌负荷量、疗程偏短、药物相

关性不良反应、ｃａｇＡ基因以及吸烟史等因素 ，而耐药

性往往是根除失败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我国 Ｈｐ
对甲硝唑和克拉霉素均敏感的根除率为８４．１４％，而
Ｈｐ对甲硝唑和克拉霉素均耐药的根除率只有
４２．１１％，而Ｈｐ对阿莫西林、甲硝唑、克拉霉素的耐药
率分别为 ２１．７％、７５．１６％、２７．１６％ ，这也提示了 Ｈｐ
对抗生素耐药是导致根除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

随着Ｈｐ耐药率的增加，Ｈｐ初次治疗的根除率逐
渐下降［２４］，目前我国抗 Ｈｐ治疗方案参照已更新的
２００７年庐山共识提出的方案（２０１２年），对桐城共识
提出了修改和补充，即由于３联根除率在降低，２０１２
年共识意见推荐４联疗法作为一线治疗方案，即 ＰＰＩ、
铋剂、甲硝唑和四环素组成的四联疗法是现在常用的

一线治疗方案。然而有时其根除率＜８０％。因此选择
新的抗Ｈｐ的药物组合以保证 Ｈｐ根除率在临床有重
要意义。荆花胃康胶丸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现代

科技，从植物荆芥及水团花中提取的挥发油按一定比

例组成的复方中药制剂。该药能降低胃酸和胃蛋白酶

的活性，促进黏液的分泌，增加内源性前列腺素的分

泌，改善阿司匹林所致黏膜损伤，增加组织及血清的一

氧化氮（ＮＯ）、表皮生长因子（ＥＧＦ）含量等；在体外对
Ｈｐ有一定的抑菌作用；临床单独应用时 Ｈｐ根除率达
４０％［５］，方中水团花性微寒，为佐使药，功能活血化瘀，

又具止血生肌、清热利湿之功效，而土荆芥为君药，性

辛温，散寒理气。两药配合，共奏理气清热化瘀、散寒

止痛、生肌之功效。阿莫西林作为最常用的根除 Ｈｐ
药物之一，它可造成细胞壁的缺损，使细菌细胞壁破坏

而死亡。其原因是因为其可与细菌细胞膜上的青霉素

结合蛋白结合而妨碍细菌细胞壁黏肽的合成，这一过

程发生在细菌的繁殖期，因此是一种繁殖期杀菌药。

近年来喹诺酮类药物在 Ｈｐ根除治疗中已受到越来越
多的重视［６］，莫西沙星是一种新型８甲氧氟喹诺酮类
药［７］，其是第二代氟喹诺酮类，第四代喹诺酮类药物。

该药能够抑制细菌拓扑异构酶Ⅱ和拓扑异构酶Ⅳ的酶
活性。拓扑异构酶Ⅱ是解开ＤＮＡ超螺旋的解旋酶，拓
扑异构酶Ⅳ分离 ＤＮＡ复制过程中 ＤＮＡ分子的子链。
莫西沙星通过与酶ＤＮＡ复合体相结合从而抑制 ＤＮＡ
复制，由药物引起的长期抑制导致了细菌细胞的死亡。

化学构成上与其它氟喹诺酮类不同的是，８甲氧基和
第７位碳原子上的氮唑取代基使莫西沙星在增加了８
甲氧基后，提高了抗厌氧菌活性，而后者则增加抗革兰

阳性细菌活性，并维持抗革兰阴性微生物活性。莫西

沙星吸收迅速，生物利用度高，在组织和体液内穿透性

好，半衰期长，每日只需服药１次。同时莫西沙星与其
他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少，与其他药物无交叉耐药性，有

利于与其他抗生素联合用药［８］。因此，近年来有关莫

西沙星根除 Ｈｐ的研究逐渐增多［９１０］。近年来对幽门

螺杆菌耐药性研究表明，喹诺酮类药物抗幽门螺杆菌

的疗效与质子泵抑制剂类药物有协同作用［１１１２］。

体外试验证明 Ｈｐ对莫西沙星有很高的敏感性，
耐药率低于其他氟喹诺酮药物［１３］，雷 （下转第１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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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盐酸氟桂利嗪与普瑞巴林治疗偏头痛的疗效分析
李祥

摘要：目的　探讨盐酸氟桂利嗪联合普瑞巴林对于药物过度使用所致偏头痛的疗效。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５月—
２０１３年２月在枣庄市立医院门诊或住院收治的７０例偏头痛患者给予普瑞巴林及盐酸氟桂利嗪治疗，比较治疗
前后患者的头痛情况（包括发作频率、疼痛时间、ＶＡＳ疼痛评分）、伴随症状（包括恶心、呕吐等）、生存质量（ＳＦ３６
健康调查量表）等指标。结果　治疗４周后，患者的发作频率、头痛持续时间、ＶＡＳ疼痛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水平，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后伴随有恶心呕吐症状的患者数量小于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患者的ＳＦ３６各因子水平均高于治疗前，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１）。结论　盐酸氟桂利嗪联合普瑞巴
林对于药物使用过度所致头痛患者的头痛、伴随症状及生存质量均有着显著的疗效。

关键词：盐酸氟桂利嗪；普瑞巴林；偏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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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ｇａｂａｌ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ｕｓｅ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７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ｕｓｅ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１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ｗｅ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ｌｕｎａｒｉｚ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ｇａｂａｌｉｎａｔｗａ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４ｗｅｅｋ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ｈｅａｄ
ａｃ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Ｓ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１）；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Ｆ３６ｌｅｖｅｌ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ｌｕｎａｒｉｚ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
ｇａｂａｌｉｎ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ｌｕｎａｒｉｚ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Ｐｒｅｇａｂａｌｉｎ；Ｍｉｇｒａｉｎｅ

　　偏头痛是一种原发性疾病，可反复发作，为单侧或
双侧搏动性头痛，可伴随有多种其他症状［１］，常能够导

致神经功能缺损，有研究报道约高达２０％的人有轻重
不等的偏头痛，而在我国也约有 ９．３％的偏头痛患
者［２］。而其中因为药物使用过度而导致的头痛在

２００４年被国际头痛协会归类为单独的一大类［３］，患者

常常因为认识不够深刻，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仅仅是将

其视作为一种普通症状，而予长期并且大量的服用止

痛药物，而长期药物使用过度进而导致头痛的发作频

率增高，持续时间延长，甚至还伴随恶心、呕吐、焦虑、

抑郁等症状，还可增加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４］。

有学者针对 ２００名该类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其中约有
７９％的患者常伴随有其他症状，如乏力、易疲劳、易受
激惹、记忆障碍、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抑郁等［５］。国内相

对于因为药物使用过度所致头痛的相关研究较少，本

研究即观察普瑞巴林对于药物过度使用所致头痛的治

疗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分析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２月在我
院门诊或住院接受治疗的７０例偏头痛患者的临床资
料。入组标准：根据国际头痛疾病分类（ＩＣＨＤⅡ）中
对于药物过度使用所致偏头痛的诊断标准明确诊断；

言语交流功能正常；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功能良

作者单位：２７７８００山东省枣庄市立医院药剂科

好。排除标准：继发性头痛患者；有颅脑外伤或其他疾

病所致头痛病史；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对抗头痛药物成

瘾或依赖者。入组患者均需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入组患者予普瑞巴林口服，７５ｍｇ／次
（头痛发作厉害时可予增量至１５０ｍｇ／次），２次／ｄ，连
续服用３周后，逐渐停药（１周内）以及盐酸氟桂利嗪
口服５ｍｇ／次，每晚１次，共治疗１２周。其他头痛药物
在治疗期间均停用，治疗４周后随访。治疗前后需检
测评估的指标包括入组患者的一般信息、头痛情况、伴

随症状、生存质量等指标。定义发作频率：无为０，＜５
ｄ／月为１，５～１０ｄ／月为２，１０～１５ｄ／月为３，≥１５ｄ／月
为４；疼痛程度根据ＶＡＳ（视觉模拟评分法）评分，无痛
为０分，剧痛为１０分，通过疼痛评分卡尺进行分级测
定。生存质量评估标准为ＳＦ３６健康调查量表计算得
分。药物过度使用所致头痛诊断标准根据国际头痛分

类标准（第二版），具体如下：①头痛每月发作≥１５ｄ
并符合③、④的标准；②使用一种或多种控制头痛药物
过量使用时间超过３个月；③在控制头痛药物过量使
用的时间段内，头痛症状有所加剧或明显恶化；④将过
量使用的止痛药物停用２个月后头痛症状相对减轻或
消失。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比较采用 ｔ检验。
率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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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７０例，其中
男性２５例，女性 ４５例，患者年龄为 ２８～６０岁，平均
（４４．５±１２．５）岁，平均患病时间为８．５±１．５年。既往
药物治疗史：阿司匹林３０例，对乙酰氨基酚２０例，盐
酸吗啡片１０例，重要３例，苯二氮卓类３例。有家族
头痛史者９例。
２２　治疗前后头痛情况比较　入组患者治疗４周后
与治疗前的偏头痛发作频率、持续时间和 ＶＡＳ疼痛评
分等具体数据见表１。结果提示：治疗４周后，入组患
者的发作频率（ｔ＝６．５４２，Ｐ＜０．０１）、头痛持续时间
（ｔ＝１２．２１７，Ｐ＜０．０１）、ＶＡＳ疼痛评分（ｔ＝１０．８５２，Ｐ＜
０．０１）均显著低于治疗前水平。

表１　偏头痛患者治疗前后疼痛情况对比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发作频率（ｄ／月） １８．７±３．８ １２．８±５．２ ６．５４２ ＜０．０１
持续时间（ｈ） ８７．２±１７．６ ４９．２±１８．３ １２．２１７ ＜０．０１
ＶＡＳ疼痛评分 ７．９±１．４ ６．１±２．１ １０．８５２ ＜０．０１

２．３　治疗前后伴随症状比较　治疗前后入组患者的
伴随症状包括恶心呕吐、怕噪音、厌食、失眠、抑郁等详

细数据见表２。结果提示：治疗后伴随有恶心呕吐症
状的患者数量小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８３３，Ｐ＝０．０１６）。

表２　７０例偏头痛患者治疗前后伴随症状对比（例）

时间 恶心呕吐 怕噪音 厌食 失眠 抑郁

治疗前 １５ ８ ７ １５ ３
治疗后 ５ ７ ５ １０ ２
χ２值 ５．８３３ ０．０７５ ０．３６５ １．２１７ ０．２０７
Ｐ值 ０．０１６ ０．７９ ０．５５ ０．２７ ０．６５

２４　治疗前后患者生存质量比较　治疗前后患者ＳＦ
３６量表中的生理机能（ＰＦ）、生理职能（ＲＰ）、机体疼痛
（ＢＰ）、一般健康状况（ＣＨ）、精力（ＶＴ）、社会功能
（ＳＦ）、情感职能（ＢＥ）、精神健康（ＭＨ）各项评分数据
见表３。结果提示：治疗后患者的ＳＦ３６各因子水平较
于治疗前均有着显著的改善（Ｐ均＜０．０１）。

表３　偏头痛患者治疗前后生存质量对比

ＳＦ３６因子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ＰＦ ４０．４±１８．１ ４９．３±１６．７ ５．２４２ ＜０．０１
ＲＰ ２０．７±１０．９ ２７．８±８．９ ４．２７８ ＜０．０１
ＢＰ ６３．８±１４．６ ７２．０±１１．２ ５．８１２ ＜０．０１
ＣＨ ５９．２±１４．２ ６７．０±１１．０ ４．３７６ ＜０．０１
ＶＴ ６７．４±７．９ ７３．７±６．８ ６．７２６ ＜０．０１
ＳＦ ５３．３±１６．７ ６１．１±１３．９ ６．１７４ ＜０．０１
ＢＥ ５４．０±２８．１ ７２．４±２０．６ ８．２８４ ＜０．０１
ＭＨ ５６．６±１０．４ ５９．３±１１．７ ３．４２１ ＜０．０１

３　讨　论
　　偏头痛在我国人群中发病率非常高，因为其具有
发作时疼痛非常剧烈的特点，对患者学习、工作、休息、

社会活动等各方面都有着严重的影响，ＷＨＯ更是将慢
性偏头痛归为人类一大致残性疾病［６］。一大部分患者

选择自行服用抗头痛药物，而由于过度使用药物不可

避免的会出现药物依赖症状，并且长期过量使用所导

致的头痛发生率也有明显上升［７］。据不完全统计，这

部分因药物过度使用所致头痛患者所占比例高达

１％，且女性多见。在抗头痛药物中，非甾体抗炎药（如
阿司匹林、可待因等）使用最为广泛，其引起头痛的机

制可能与其能够改变机体的痛觉传导通路有关［８］，而

麦角胺类药物使用过量，在体内蓄积后能够慢性激活

中枢的５ＨＴ受体，致其功能下调，故而５ＨＴ缓解疼痛
的功能减弱，进而头痛的发作频率和疼痛程度均有所

增加［９］。而药物使用过度所致头痛与所使用的止痛药

物的使用频率和药物剂量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很多患

者使用药物剂量很大，如同时使用６种不同的药物，每
周计量高达３５剂，而其中也不乏使用药物剂量低的患
者，结果同样导致头痛，比如常见药物中的曲坦类或麦

角胺类［１０］，每月使用１０ｄ即可以引起头痛的症状。相
对于药物使用计量而言，药物使用的频率对于症状的

影响更为严重。并且有研究证实每日使用剂量较低的

药物与每周剂量使用较大的药物，最终引起头痛的风

险也更大一些［１１］。有学者针对９６名患者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从过量服用药物至开始频繁出现头痛其发

作的时间间隔，其中曲坦类间隔最短，约耗时１．７年，
而麦角胺类要长一些，约２．７年，而单纯使用的止痛药
时间间隔可长达４．８年。同样，对于所需止痛药物的
使用频率，其中曲坦类最少，约为１８次／月，麦角胺类
约为３７次／月，而单纯的止痛药高达 １１４次／月［１２］。

而由不同类型的头痛在药物过度使用后出现的症状表

现并不相同。如偏头痛的患者如果因使用曲坦类过度

而引起的头痛为类似于偏头痛的每日发作（即单侧搏

动性头痛伴随有相应自主神经症状），或是头痛的发作

频率相对于之前有着明显的增加［１３］。而紧张型头痛

止痛药物使用过度的话，常可发展成为持续性的弥散

性压迫样每日发作的头痛。丛集性头痛，在过度使用

药物后常发展为类似偏头痛样发作的单侧搏动性头

痛。头痛症状通常在患者清晨刚睡醒时发生，并且这

个时候发作的头痛程度最重，并且对一般止痛药物形

成耐受性，有些与药物依赖类似，故学者认为为戒断症

状［１４］。

本研究对普瑞巴林在药物过量所致头痛患者中的

治疗疗效进行了分析和评估，研究结果发现普瑞巴林

服辅以盐酸氟桂利嗪治疗４周后，入组患者的头痛发
作频率、头痛持续时间、ＶＡＳ疼痛评分较治疗前均有着
显著的改善，提示该联合疗法对于入组患者有着显著

的疗效［１５］。而治疗后患者头痛所伴随的症状尤其是

恶心、呕吐也有所缓解。在患者生存质量 ＳＦ３６评分
因子中生理机能、社会功能等较于治疗前均有着显著

的改善，提示了该联合疗法对于药物使用过度所致头

痛患者的生存治疗改善上有着重要的价值［１６］。

综上，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盐酸氟桂利嗪联合普

瑞巴林对于药物使用过度所致头痛患者的头痛、伴随

症状及生存质量均有着显著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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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１８０页）
贝拉唑是第二代质子泵抑制剂，是一种苯并咪唑类化

合物，其作用是可使基础胃酸分泌和刺激状态下的胃

酸分泌均受抑制，呈剂量依赖性，究其原因是因为可通

过特异性地抑制胃壁细胞 Ｈ＋Ｋ＋ＡＴＰ酶系统而阻断
胃酸分泌的最后步骤。从而抑制胃酸分泌，提高了胃

液 ｐＨ值 ，从而降低抗菌药分解，使抗菌药的最小抑
菌浓度降低，对 Ｈｐ的根治起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基础，我们比较了含莫西沙星的三联疗

法配合荆花胃康胶丸与标准三联疗法在 Ｈｐ补救治疗
中的效果和安全性。本研究纳入的５６例患者，均为一
次以上根除治疗失败的患者。分析这些患者根除失败

的原因，包括如下几点：①不规范治疗，不按国内外共
识意见推荐的方案、剂量和疗程进行治疗；②患者依从
性差；③胃内细菌负荷大；④反复使用大环内酯类、硝
基咪唑类、喹诺酮类等耐药率高的抗生素；⑤宿主
ＣＹＰ２Ｃ１９基因多态性等。有研究表明喹诺酮类药物
治疗方案大部分选择联用阿莫西林，且取得了满意的

根除率，所以我们在本研究中选择了阿莫西林，结果表

明莫西沙星三联组 Ｈｐ根除率显著高于标准三联组，
但在缓解消化道症状方面，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在不良反应方面，两者近似。本研究中含莫西沙星

三联疗法配合荆花胃康胶丸 Ｈｐ根除率为９２．８％，属
标本兼治，具有协同作用，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该病的手

段之一，其能削弱攻击因子，具有抑酸、杀菌、增强胃黏

膜屏障功能的作用，可大大提高抗 Ｈｐ疗效，符合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Ⅲ共识中理想的 Ｈｐ根除方案：安全、有效（
根除率＞９０％）、简便、经济的要求，可作为 ＨＰ根除失
败患者补救治疗方案之一，效果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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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杨迪，邵康益，徐芬．左氧氟沙星三联疗法治疗初治失败的幽门
螺旋杆菌感染疗效观察［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３，２０（５）：７１６
７１７．

［１３］　杨林英．以莫西沙星为基础的三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旋杆菌（附
６３例）［Ｊ］．航空航天医药，２０１０，２１（９）：１５６７１５６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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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肺动脉栓塞致心肺功能衰竭抢救成功１例
唐园园，吴小庆，郁志明，杨传高，尤华彦

关键词：肺动脉栓塞；呼吸衰竭；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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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血栓栓塞症（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ｔｈｒｏｍｂｏ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ＰＴＥ）
简称肺栓塞，指来自静脉系统或右心的血栓阻塞肺动

脉或其分支，引起以肺循环和呼吸功能障碍为主要临

床和病理生理特征的疾病，严重者可使肺动脉压急剧

升高、右心室扩张和右心衰竭。肺栓塞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现有肺动脉栓塞合并急性心力衰竭抢救成

功１例报告如下。

１　病历介绍
　　患者，女，８０岁，因“胸闷气喘伴呼吸困难１ｄ”入
院。既往有高血压病、冠心病、２型糖尿病病史十余
年。查体：脉搏１１０次／ｍｉｎ，呼吸２８次／ｍｉｎ，血压１００／
７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血氧饱和度７０％。
患者神志清楚，精神萎靡，半卧位，呼吸急促，双肺呼吸

音低，未闻及明显干湿音，心率 １１０次／ｍｉｎ，律齐，腹
软，肝脾不大。双下肢轻度水肿，且左下肢较右下肢略

粗。入院后胸片提示心影增大。心电图示：窦性心动

过速，ＳⅠＱⅢＴⅢ，胸前导联 Ｖ１～Ｖ３Ｔ波倒置。双下
肢动静脉Ｂ超示：双下肢动脉硬化伴斑块形成，静脉血
管通畅。超声心动图示：ＥＦ６１％，左心室肥厚，左心室
舒张功能减低，肺动脉高压（４２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血气分析提示：酸碱度 ｐＨ７．４４，氧分压
（ＰＯ２）５０ｍｍＨｇ，二氧化碳分压２８ｍｍＨｇ。Ｄ二聚体
（Ｄｄｉｍｅｒ）定性为阳性。后立即予以面罩吸氧，Ｎ末端
脑纳肽原结果提示４８５７ｐｇ／ｍｌ，提示存在严重心功能
不全，１ｈ后复查血气分析仍然提示低氧血症。根据实
验室检查指标 Ｄ二聚体阳性以及难以纠正的低氧血
症、心电图特征性改变，高度怀疑患者为肺动脉栓塞。

行肺动脉造影 ＣＴＡ，肺动脉血管 ＣＴ结果提示左右肺
动脉远端及其上下主要分支内均可见充盈缺损影，两

侧肺动脉栓塞，两肺少许间质性改变，主动脉壁附壁血

栓。追问病史患者有长期卧床史，无下肢静脉炎病史。

根据患者症状、体征，结合血气分析、超声心动图、心电

图检查，初步诊断：①急性肺动脉栓塞；②急性肺源性
心脏病、心功能Ⅳ级；③Ⅰ型呼吸衰竭。

治疗措施：因患者高龄，＞７５岁，并非溶栓的适应
症，所以入院后开始予以抗凝治疗，应用低分子肝素和

华法令治疗，华法林起始剂量５ｍｇ／ｄ，连用３ｄ后减量
为３ｍｇ／ｄ，低分子肝素６０００Ｕ，每１２ｈ１次与华法令
重叠应用４ｄ，改为单用华法令口服。根据凝血酶原

作者单位：２１４０００江苏省无锡市，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
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吴小庆，Ｅｍａｉｌ：ｗｕ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时间（ＰＴ）和国际标准化比率（ＩＮＲ）调整用量，维持ＰＴ
在２０～３０ｓ，ＩＮＲ在２．０～３．０。经抗凝治疗后第２天
患者感呼吸困难症状逐渐消失。入院后第４天复查化
验结果，血气分析：ｐＨ７．３６，ＰＯ２９５ｍｍＨｇ，ＰＣＯ２３５
ｍｍＨｇ，提示正常。１周后复查 Ｎ末端脑纳肽原结果
提示５６５．５ｐｇ／ｍｌ，结果提示正常。复查肺动脉 ＣＴＡ
提示两侧肺动脉栓塞较前明显好转。经抢救成功后患

者康复出院，且随访 １年至今患者转归良好，无并发
症。

２　讨论
　　肺栓塞是各种栓子阻塞肺动脉系统所致，其临床
表现为呼吸困难、胸痛、咯血、紫绀等。ＰＥ的临床表现
与肺血管栓塞面积大小、栓塞发生速度、有无合并心肺

基础疾病以及栓塞继发改变引起的非栓塞部位血管的

痉挛有关。不同的病例临床表现不一，既往以“胸痛、

咯血、呼吸困难”三联征为表现的肺动脉栓塞并不多

见，所以肺栓塞易被漏诊或误诊。本患者原有冠心病

和高血压病史，Ｎ末端脑纳肽原结果４８５７ｐｇ／ｍｌ，提示
存在心力衰竭。如果单纯考虑患者心衰，仅予以常规

强心利尿等抗心衰治疗，患者肺栓塞将进一步加重，因

为利尿剂将使患者血容量减少，血液浓缩从而使血栓

加重。所以应进一步分析患者心衰原因是肺栓塞所

致，并不是高血压心脏病和冠心病所致。另外该患者

发病病史较短仅为１ｄ，且存在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
这与高血压心脏病以及缺血性心肌病所致的长期顽固

性心衰不相符合。故需要复查血气分析、Ｄ二聚体和
心电图以及肺动脉血管ＣＴＡ检查，以最短的时间果断
做出肺栓塞诊断，及时予抗凝治疗后该患者转危为安，

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症状完全纠正以及实验室复查结

果均提示正常，与相关研究文献结果相符合，有效肝素

抗凝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急性肺栓塞患者心功能［１］。

肺动脉血管 ＣＴＡ检查可检测到中央至肺段肺动
脉栓塞，应作为疑诊 ＰＴＥ的首选检查。直接征象为肺
动脉内的低密度充盈缺损，具备直接征象，可诊断

ＰＴＥ。肺内楔形、条状或盘状肺不张影，为ＰＴＥ的间接
征象，有协诊作用，其优点为无创、诊断率高，缺点为不

能提供血流动力学资料，对肺段以下的外围肺栓塞诊

断有困难，仍需结合肺核素显像检查。肺动脉造影

（ＣＴＰＡ）这一单项检查不仅能诊断肺栓塞．而且能评估
肺栓塞的严重程度，ＣＴＰＡ上测量的右／左心室短轴最
大径比等参数与临床预后不良显著相关［２３］。肺血管

扫描正常不能排除肺栓塞；尤其对于亚肺段血栓，其变

异性很大，ＣＴＰＡ很难得到进一步证实 （下转第１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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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胆碱中毒所致脑损害１例报告
胡智伟，王百辰，王浩，呙登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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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琥珀胆碱（Ｓｕｃｃｉｎ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Ｓｃｈ）毒镖误伤中毒病
例临床少见，因其造成的严重脑损害更为罕见。本文

结合１例Ｓｃｈ毒镖误伤中毒病例，复习相关文献资料，
对该病的临床特征、发病机制、诊断要点和救治措施进

行分析讨论。

１　病历介绍
　　患者男性，４２岁，因“倒卧于地、意识不清数小时”
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日７时５０分，由救护车送入我院急
诊科。半小时前患者被路人发现倒卧于村外路边，呼

之不应、推之不动，紧急呼叫“１２０”。急诊查体：Ｔ３６．８
℃，Ｐ１０６次／ｍｉｎ，Ｒ８次／ｍｉｎ，ＢＰ１３０／７０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昏迷状态，呼吸浅慢，两瞳孔直
径５ｍｍ，对光反应迟钝，皮肤巩膜无黄染，唇甲略绀，
颈软，颈静脉无怒张。心脏听诊（－），两肺可闻及少
量干音。腹平软，肝脾未及。四肢腱反射（＋），脑
膜刺激征（－），病理反射未引出。辅助检查：血葡萄
糖（快速血糖仪法）１３．２ｍｍｏｌ／Ｌ，血常规 ＷＢＣ１０．３×
１０９／Ｌ，Ｎ７３％，Ｌ２２％，Ｍ４％，Ｅ１％，Ｈｂ１４６ｇ／Ｌ，Ｐｌｔ
１９０×１０９／Ｌ；动脉血气分析ｐＨ７．２１，ＰａＣＯ２６８ｍｍＨｇ，
ＰａＯ２５８ｍｍＨｇ，ＨＣＯ３

－２８ｍｍｏｌ／Ｌ，ＢＥ－５．４０ｍｍｏｌ／
Ｌ；尿常规正常，尿酮体（－）；头颅 ＣＴ未见异常。诊
断：昏迷待查，糖尿病昏迷？呼衰？立即给予加压面罩

吸氧、胰岛素、洛贝林、纳络酮及补液支持治疗。２ｈ后
家人赶来医院，未提供有价值病史，但否认糖尿病、肺

部疾病、肝病、癫痫、酗酒和特殊用药等病史。入院６ｈ
后（１１月３日１４时）患者意识逐渐转清，诉清晨（大约
５点左右）外出猎狗时被自己所携带的毒镖扎伤大腿，
不久后不省人事。随即检查体表，发现患者左大腿内

侧有一新鲜针孔痕迹。嘱家属回家取来剩余毒镖及说

明书，标签为“氯化琥珀胆碱针”。至此，诊断修正为：

急性 Ｓｃｈ中毒。留观当日血生化检查：葡萄糖 ９．１
ｍｍｏｌ／Ｌ，Ｎａ＋１３８ｍｍｏｌ／Ｌ，Ｋ＋６．３ｍｍｏｌ／Ｌ，Ｃａ２＋ ２．３
ｍｍｏｌ／Ｌ，Ｍｇ２＋１．０ｍｍｏｌ／Ｌ，ＡＬＴ３４Ｕ／Ｌ，ＡＳＴ２４Ｕ／Ｌ，
ＣＫ４３３Ｕ／Ｌ，ＣＫＭＢ５６Ｕ／Ｌ，ＣｈＥ８８５０Ｕ／Ｌ，血氨 ２５
μｍｏｌ／Ｌ，血 β羟丁酸０．８ｍｍｏｌ／Ｌ，血乳酸１．９ｍｍｏｌ／
Ｌ；头颅及肺部 ＣＴ未见异常。因患者自我感觉尚好，
留观次日患者坚决要求离院回家，自动出院。１周后
（１１月１０日）出现讲话含糊不清，走路像酒醉样不稳，
并诉视物模糊。遂又送来我院就诊，收入病房。入院

查体：神清，定向力正常，双颞侧上１／４象限盲，构音不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２杭州市，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胡智伟，Ｅｍａｉｌ：ｈｕｚｈｉ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清、语速减慢，伸舌不偏，咽反射存在。四肢肌力、肌张

力及腱反射正常，深浅感觉正常，指鼻试验和跟膝胫试

验不准，Ｒｏｍｂｅｒｇ征及 Ｍａｎｎ征（＋），脑膜刺激征
（－），病理征（－）。１１月１１日头颅ＭＲＩ：双侧小脑半
球Ｔ１ＷＩ高信号（见图 １）、Ｔ２ＷＩ和 ＤＷＩ低信号改变
（见图２、图３）；双侧枕叶皮质Ｔ１ＦＬＡＩＲ高信号（见图
４）。诊断：急性 Ｓｃｈ中毒、缺氧性脑病。给予高压氧、
依达拉奉、奥拉西坦等治疗。住院半个月，语言流畅，

行走平稳，视物清晰，指鼻和跟膝胫试验准，Ｒｏｍｂｅｒｇ
征及Ｍａｎｎ征（－）。１１月 ２６日好转出院，嘱定期随
访。

图１　双侧小脑半球 Ｔ１ＷＩ
高信号

图２　双侧小脑半球 Ｔ２ＷＩ
低信号

图３　双侧小脑半球ＤＷＩ低
信号

图 ４　双侧枕叶皮质 Ｔ１
ＦＬＡＩＲ高信号

２　讨论
　　Ｓｃｈ为临床常用的去极化型肌松药，临床常用于
全麻下气管内插管、内窥镜检查、破伤风或电休克惊厥

的治疗等。其药理作用为［１２］：静注后１ｍｉｎ内即出现
肌松作用，通常从颈部肌肉开始，逐渐波及肩胛、腹部

和四肢。２ｍｉｎ左右作用达高峰，通常于５ｍｉｎ内作用
消失。如需长时间的肌松作用可以采用持续静脉滴

注。

不良反应［１］：①过量可致肋间肌和膈肌麻痹，窒息
死亡，故用药过程中如发现呼吸抑制或停止时，宜立即

拉出舌头，输氧，接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②肌束颤
动：约有２５％ ～５０％的患者出现后肩胛部、胸腹部肌
肉疼痛。有致咀嚼肌强直、牙关紧闭的个案报告［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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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眼内压升高：能使眼外肌收缩，引起眼内压升高；禁
用于青光眼、视网膜剥离、白内障晶体摘除术患者。④
血钾升高［４５］：由于肌肉持久性去极化而释放钾离子，

使血钾升高。如患者同时有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如烧

伤、恶性肿瘤、肾功能损害、严重电解质紊乱等疾患存

在，则血钾可升高２０％ ～３０％，应禁用本药。⑤腺体
分泌增加、体质特异者与氟烷合用时，可导致恶性高

热。

Ｓｃｈ的致毒机制［６］：Ｓｃｈ能与运动终板的胆碱受体
结合，产生去极化状态，且去极化作用较乙酰胆碱持

久，导致终板对乙酰胆碱的反应性降低而产生肌肉松

弛，严重者引起呼吸麻痹。

Ｓｃｈ中毒原因：①医源性：给药剂量和速度错误。
一般来说，成年人肌内注射１次不可超过１５０ｍｇ，一次
手术过程，总量不宜超过０．３～０．５ｇ。②意外：本例患
者因意外将１支含 Ｓｃｈ毒镖扎入自己大腿而导致中
毒。该患者所携带的含 Ｓｃｈ毒镖，系网购获得，属于
“三无”产品，每支镖的 Ｓｃｈ剂量不详。该型毒镖的杀
伤力强大，几十斤重的狗中镖后，很快暴毙，本例患者

以前曾用该型号毒镖射杀家狗３条。毒镖所致人中毒
的案例也可见于报端和文献［７９］。Ｓｃｈ导致脑损害的
机理为［１，４６］：患者接受了超常规剂量的 Ｓｃｈ，骨骼肌松
弛，呼吸肌收缩乏力，通气不足，机体缺氧，中枢神经受

损。

本病例中毒后能存活下来的原因可能是：①注入
体内的Ｓｃｈ剂量相对较小（按体重折算）；②发现和抢
救及时，措施有效，呼吸肌未完全麻痹，自主呼吸尚存。

抢救措施及注意事项：①呼吸支持，保持呼吸道通
畅，加压面罩吸氧或接呼吸机，静脉注射尼可刹米等呼

吸兴奋剂；②保护脑组织，给予神经营养剂；③处理并
发症，要特别警惕和正确处理高钾血症；④必要时输新

鲜血，补充胆碱酯酶；⑤避免使用加重毒性反应的药
物，如吩噻嗪类、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抗胆碱酯酶药、单

胺氧化酶抑制药等。

总之，临床上如遇不明原因的昏迷患者，鉴别诊断

上除考虑常见疾病外，还应考虑到外源性中毒的可

能［１０］。同时强调，体格检查应系统、细致、全面，不放

过蛛丝马迹，不遗漏重要体征（如本例体表的针眼）。

应有及时收集、留取物证的意识，以尽快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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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除。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肺脏平扫、ＤＤ含量检测和
下肢静脉超声检查可提高诊断率、降低误诊率［４］。

当临床出现老年人原因不明的呼吸困难（包括轻

度气短）、晕厥，具有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因素，经鼻导管

持续低流量吸氧或无创机械通气而不能纠正的低氧血

症，并能除外其他心脑疾病，需要考虑急性肺栓塞的可

能，应及早进行 Ｄ二聚体、血气分析、ＣＴＰＡ等检查。
肺栓塞患者的血浆 Ｄｄｉｍｅｒ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群，
表明Ｄｄｉｍｅｒ水平升高是肺栓塞发生的１个敏感性指
标［５］。ＢＮＰ在急性肺栓塞患者的早期诊疗中，对预测
患者心力衰竭的发生及病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有着积

极的临床意义［６］。常规抗凝可以有效地防止血栓再形

成和复发，有利于机体通过自身纤溶机制溶解已形成

的血栓。此外，对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ＤＶＴ）患者，
永久性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可以安全和有效预防肺栓

塞的发生［７８］。本例患者存在两侧肺动脉栓塞且合并

急性心力衰竭以及呼吸衰竭，因患者高龄故未予溶栓

仅予以抗凝治疗，心肺功能衰竭情况完全纠正且治疗

效果很好，对临床肺栓塞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因此

对肺栓塞患者应尽早确诊，积极抗血栓治疗，努力加强

预防措施，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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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内镜提示食管四壁可见静脉迂曲，稍隆起，左侧壁明显，分级程度为中度，未见胃底静脉曲张； 提示食管静脉曲张，食管内MSCTP
壁可见多个条状强化病灶，胃底黏膜下静脉曲张明显。

图1 同一肝硬化合并食管胃静脉曲张患者MSCTP影像及胃镜下影像

图 早产鼠肺组织病理（ 染色，×1 H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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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注：图1 示空气组 图1 示高氧组14 。A 14 d；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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