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专家论坛·

上海市不同地区医生对家庭医生资质的认知分析（待续）
鲍勇，梁颖，张安

【摘　要】　目的　为了解上海市社区医生对心目中的家庭医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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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资质一般认为性别不是选择全科医生的
条件，学历在本科以上最好，年龄在４０岁左右，职称在中级以上。工作年限在１０年以上。结论　家庭医生的执业资格
考核统一指标；家庭医生的基本技能和相关知识与能力应由主管部门定期进行培训和统一考核；鼓励家庭医生利用业余

时间进行相应技能的学习，如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健康管理师等执业资格，并提供一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保障。鉴于现

有的家庭医生大多从专科医生培养的模式中转化而来，要学习补充的知识点较多，且思想认识的转变更非一朝一夕，因

此建议医学院校开设家庭医生系或全科医生系，从源头上改变这一局面，培养专业思想稳定、专业素质过硬的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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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医生的概念并非家庭私人医生，根据美国家
庭医学会的解释，所谓家庭医生是一种综合性的医疗

服务，即对家庭成员中所有的人，无论其年龄、性别、病

变的器官或疾病的种类，都始终负有医疗上的责任。

它的服务特点是负责本地区内所有居民的医疗保健工

作，其实质是属于基层初级医疗的一种形式。其经费

来源除了从患者收取一定的医疗费用外，还要靠政府

根据与家庭医生所签约的居民数给予补助。家庭医生

必须具有全面的全科医学知识和精湛的全科诊疗技

能，善于与服务对象交流，能够根据循证医学原理行

医，提供个性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为了解上海市社区

医生对心目中的家庭医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资质，本

课题对上海市三个地区社区医生进行了调查。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为更好地使本研究具有代表性，选择
了上海市城区、城乡（郊）结合部和郊区三个区的医务

人员１３４８人（详见表１），有效回答１１４２份，８５％的回

基金项目：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闵行区公立医院改革绩效评价，协议，

２０１２）；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课题（１２ＧＷＺＸ０９０１，２０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使用与利用

研究，协议，２０１２）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２５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鲍勇，梁颖）；上海交通

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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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率。

表１　社区医生样本以及分类（ｎ，％）

项目 总数 类别 具体数值

区域 １３４８ 城郊结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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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研究内容　主要是针对性别、年龄、职称、工作年
限进行调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双人数据录入，逻辑检错。使
用χ２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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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基于性别考虑的家庭医生资质调查分析　从表
２可以看出，在家庭医生应具备的条件上，城郊结合部
区５８．３％的社区医生认为家庭医生应该是女性，而其
他２个区的社区医生则普遍认为家庭医生应该是男
性，且３个区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在不同年龄层次上看，他们对性别的看法没

有差异；在不同学历层次上，除大学学历认为应该是男

性（５３％）大于女性（４７％）外，其他文化层次的人大多
都认为家庭医生应该是女性；在职称层次方面，中级职

称及以上的人中有超过５２％的认为家庭医生应该是
男性，而中级职称以下的人却有超过５３％的人认为应
该是女性；不同工作年限的人在认为家庭医生是否是

男性或者女性上的看法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　基于性别考虑的理想中家庭医生应具备的条件（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男 女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２２８ 城郊结合部 ２５３（４１．７） ３７３（５８．３） ２４．７７６ ０．０００
城区　　　 ２２５（５５．７） １７９（４４．３）
郊区　　　 １１２（５６．６） ８６（４３．４）

年龄　　 １１４２ ２１～３０岁　 １８０（４６．３） ２０９（５３．７） １．９５４ ０．５８２
３１～４０岁　 ２２９（５０．６） ２２４（４９．４）
４１～５０岁　 ８６（４７．５） ９５（５２．５）
５１～６０岁　 ６１（５１．３） ５８（４８．７）

学历　　 １１８５ 初中　　　 ２（１６．７） １０（８３．３） ３０．０７５ ０．０００
高中　　　 ９２（３５．４） １６８（６４．６）
大学　　　 ４７７（５３．０） ４２３（４７．０）
研究生　　 ６（４６．２） ７（５３．８）

职称　　 １１４６ 无职称　　 ９（３２．１） １９（６７．９） １１．９２２ ０．０１８
见习期　　 ４（２３．５） １３（７６．５）
初级　　　 ２４７（４６．１） ２８９（５３．９）
中级　　　 ２６７（５２．４） ２４３（４７．６）
高级　　　 ２９（５２．７） ２６（４７．３）

工作年限 １１７１ ＜２年　　 ２５（３６．２） ４４（６３．８） ５．５５７ ０．１３５
２～５年　 ９４（５２．８） ８４（４７．２）
５～１０年　 １５７（４７．９） １７１（５２．１）
＞１０年　　 ２９１（４８．８） ３０５（５１．２）

２２　基于年龄考虑的家庭医生资质调查分析　从表
３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个层次上的人都普遍认为家庭
医生的年龄应该在３１～４０岁之间，可能由于这一年龄
段的人年富力强且经验丰富而被广大在职家庭医生所

认可。

２３　基于学历考虑的家庭医生资质调查分析　在不
同区域的层次上，每个区域的人都认为家庭医生应该

具有大学学历，这一比例超过了８０％；在年龄层次上，
各个年龄段的人中大多认为家庭医生应该具有大学学

历，其中２１～３０岁的人中占到了８６．８％，３１～４０岁的
人中占到了 ８９．７％，４１～５０岁的人当中占到了
８８．５％。不同学历的人当中大多也都认为应该具备大
学学历，每个学历层次的人都会倾向于认为和自身相

同的学历。不同职称和不同工作年限上的人都认为家

庭医生应该具有大学学历，这一比例也超过了８０％。
表３　基于年龄考虑的理想中家庭医生应具备的条件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２１～３０岁 ３１～４０岁 ４１～５０岁 ５１～６０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３１０ 城郊结合部 ４４（６．６） ３７６（５６．６）２３２（３４．９）１２（１．８）１９．９３８ ０．００３
城区　　　 ２５（５．８） ２５５（５９．３）１３７（３１．９）１３（３．０）
郊区　　　 １７（７．９） ９３（４３．１） ９６（４４．４）１０（４．６）

学历　　 １２８４ 初中　　　 ０（０） ２（１６．７） ８（６６．７）２（１６．７）２８．１４０ ０．０００
高中　　　 １４（５．０） １４３（５１．４）１０８（３８．８）１３（４．７）
大学　　　 ７１（７．３） ５５４（５５．６）３３４（３４．２）１９（１．９）
研究生　　 ０（０） １０（６２．５） ６（３７．５） ０（０）

职称　　 １２４０ 无职称　　 ７（２５．０） １１（３９．３） ８（２８．６） ２（７．１）４５．１０７ ０．０００
见习期　　 ２（１１．１） １３（７２．２） ３（１６．７） ０（０）
初级　　　 ４６（８．１） ３３６（５９．２）１７９（３１．５） ７（１．２）
中级　　　 ２５（４．４） ３０４（５３．５）２１９（３８．６）２０（３．５）
高级　　　 ５（８．６） ２３（３９．７） ２８（４８．３） ２（３．４）

工作年限 １２６５ ＜２年　　 １０（１４．７） ４５（６６．２） １３（１９．１） ０（０）１１５．９４５ ０．０００
２～５年　 ３１（１６．９） １１９（６５．０） ３２（１７．５） １（０．５）
５～１０年　 １７（４．８） ２２４（６３．１）１１２（３１．５） ２（０．６）
＞１０年　 ２８（４．２） ３１２（４７．３）２８７（４３．６）３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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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ＬＣ系统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全国科研诚信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指导，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与清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开发。该系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对比数据库，收录了７０００余
种期刊的全文文献２４００多万篇、已答辩的７０多万篇硕士学位论文和近１０万篇博士学位论文及部分会议论文、专利等。万方数据
论文相似性检测服务基于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万方数据核心数据资源，检测新论文和已发表论文的相

似片段。可有效检测来稿是否存在抄袭、一稿多投、不当署名、伪造、篡改等多种学术不端行为。

本刊将利用ＡＭＬＣ系统及万方数据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对所有来稿进行自动检测，进一步加强稿件初审力度，对于检测出严
重问题的稿件将记录在案，相关作者记入黑名单，不再接受其投稿。希望广大作者加强自律，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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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缺血后处理对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及机理探讨
张浩，刘峰，王炳银

【摘　要】　目的　研究缺血后处理对体外循环术（ＣＰＢ）后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探讨再灌注损伤补救激酶（ＲＩＳＫ）信号
传导系统中Ａｋｔ，Ｅｒｋ在心肌细胞凋亡过程调控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Ｂａｘ／Ｂｃｌ２基因蛋白表达的差异。方法　将１０只健
康成年杂种犬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缺血后处理（ＩＰｏｓｔＣ）组。分别在开始体外循环之前，阻断循环过程中及开放循环再灌
注９０ｍｉｎ时获取心肌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犬心肌细胞中Ａｋｔ、Ｅｒｋ、Ｂｃｌ２及Ｂａｘ蛋白的表达。采用ＴＵＮＥＬ法
检测凋亡心肌细胞，计算凋亡指数。结果　开放循环再灌注９０ｍｉｎ后与对照组相比缺血后处理组犬心肌细胞内 ＰＡｋｔ
增加（３０．７±６．２ｖｓ．２０．５±３．０，Ｐ＜０．０５），ＰＥｒｋ（２７．６±６．１ｖｓ．１９．３±３．８，Ｐ＜０．０５），Ｂｃｌ２（２３．４±６．２ｖｓ．１４．０±４．３，
Ｐ＜０．０５）蛋白表达升高，而Ｂａｘ（１５．８±４．９ｖｓ．２９．９±７．５，Ｐ＜０．０５）下降。心肌细胞凋亡指数降低（Ｐ＜０．０５）。结论　
缺血后处理为一种内源性心肌保护性措施和因素，其心肌保护作用机制可能与信号保护通路有关。心肌细胞凋亡是

ＣＰＢ中心肌Ｉ／Ｒ损伤的重要病理特征之一，ＩＰｏｓｔＣ可抑制 ＣＰＢ中缺血再灌注性心肌细胞凋亡的发生。其作用与上调
ＲＩＳＫ系统及调控Ｂｃｌ２／Ｂａｘ基因有关。
【关键词】　缺血后处理；体外循环；细胞凋亡；心肌保护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２９．２８　Ｒ６５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６６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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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４．３）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ＩＰｏｓｔ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Ｂａｘ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１５．８±４．９ｖｓ．２９．９±７．５，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ｓａｎ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ｒｄｉ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ＰｏｓｔＣｃｏｕｌ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ＲＩＳＫ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ｃｌ２ａｎｄＢａｘ，ｒｅｄｕｃｅｍｙｏ
ｃａｒｄｉａ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ＣＰＢ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ｏ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Ｃａｒｄｉ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心肌严重缺血再灌注（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Ｒ）
常造成心肌损伤／损害，临床很常见，如急性心肌梗塞、
体外循环手术等。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防治一直是心血

管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１－２］。近年来，许多基

础和临床研究均证实预缺血处理（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ｒ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ＰＣ）能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
ｆｕｓｉｏｎ，Ｉ／Ｒ）损伤，而发挥心肌保护作用［３－４］。然而，因

预缺血时间窗狭小，时机难以掌控，故实践中较难实

施，限制了 ＩＰＣ的临床应用。前不久，ＺｈａｏＺＱ等［５］在

动物模型中观察到缺血后处理（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ｐｏ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ｇ，ＩＰｏｓｔＣ）也有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由
于ＩＰｏｓｔＣ的临床可实施性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重视。
随后，一些基础和临床研究均支持和证实缺血后处理

确能有效地保护心肌减轻Ｉ／Ｒ损伤［６－７］。然而，ＩＰｏｓｔＣ
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机理较为复杂，涉及

到许多方面，尚待阐释，许多研究都在进行中。近年受

到重视的是再灌注损伤补救酶（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ｓａｌ
ｖａｇｅｋｉｎａｓｅ，ＲＩＳＫ）通路。我们既往曾观察到［８］体外循

环（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ＣＰＢ）心脏直视手术可

作者单位：２１５０２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心脏中心
通讯作者：王炳银，电子信箱：ｂｉｎｇｙｉｎ２０００＠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导致心肌细胞损伤和细胞凋亡增加，是个较符合临床

的Ｉ／Ｒ模型。为此，我们设计进行本项研究，观察缺血
后处理对于体外循环术后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并探讨

其可能的ＲＩＳＫ通路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正常雄性成年杂种犬 １０只，体重
（２０±３）ｋｇ，犬龄１．５～３年，随机分为两组。
１２　实验方法　在静脉麻醉诱导下，气管插管，连接
呼吸机辅助呼吸，股动脉与静脉置管测压。经右侧第

四肋间开胸，肝素化后，模拟临床情况，主动脉与右心

房插管，建立体外循环。体外循环启动后，逐步降低全

身体温，直至３２℃左右。然后阻断升主动脉，从主动
脉根部输注心脏停搏液（首剂为２０ｍｌ／ｋｇ）。同时，心
外表面敷冰屑进行心脏局部降温。随后每间隔３０ｍｉｎ
再灌注心脏停搏液（为首次剂量的１／２），主动脉阻断
６０ｍｉｎ，逐渐将体温回调至３４℃左右。开放循环，恢
复机械通气，纠正和维持血气和电解质平衡，必要时应

用电除颤复律。体温恢复稳定于３７℃，血流动力学稳
定，逐渐停止体外循环。心脏复跳１．５ｈ后采集各部
心肌标本，实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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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ｏｓｔＣ组（缺血后处理组，ｎ＝５），同上方法，建立
体外循环，缺血与再灌注。恢复主动脉血流时先放松

阻断钳３０ｓ，再阻断３０ｓ，如此灌流 －阻断反复进行３
次。体外辅助循环９０ｍｉｎ，采集各部位心肌标本，处死
动物。

１３　实验标本采集与检测分析　于体外循环开始初，
体外循环中期及停止体外循环后，经股动脉各抽取动

脉血标本２ｍｌ，用于ＡＣＴ和血气分析。左室心尖部全
层心肌标本分别于升主动脉阻断前，升主动脉开放前

及恢复心跳１．５ｈ后采集。部分标本保存于液氮，部
分标本用中性福尔马林固定，以备组织形态学研究和

组织化学检测。①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试剂盒均购自
ｃｅｌ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司。②细胞凋亡检测采用
ＴＵＮＥＬ法：测定心肌细胞凋亡指数，细胞凋亡试剂盒
为德国Ｒｏｃｈｅ公司产品。
１４　检测结果与分析　①免疫组织化学检测与分析：
染色图像分析采用奥林帕斯 ＤＰ７０显微镜及图像摄入
系统和ＩＰＰ图文分析软件：计算机自动识别校正图像，
计算阳性染色比率，结果以（ｘ±ｓ）表示。②凋亡细胞
检测：检测计算高倍镜下凋亡细胞数和正常细胞数（６
个视野／片），计算凋亡指数（凋亡细胞／１００个细胞）。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析所有采
集数据，两两比较采用 ＯｎｅＷａｙ方差分析及最小显著
差（ＬＳＤ）ｔ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心肌细胞凋亡　在再灌注１．５ｈ，ＩＰｏｓｔＣ组心肌
细胞凋亡指数为 １．０９％，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４．４１％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实验犬心肌细胞凋亡指数（％）

组别 术前 术后

对照组 ０．３９（０．００，１．９６） ４．４１（１．７６，５．８３）
ＩＰｏｓｔＣ组 ０．４１（０．００，２．１２） １．０９（０．８３，２．０８）

　　注：与对照组术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免疫组化染色法　免疫组化法检测犬心肌细胞
蛋白表达结果见表２。

表２　免疫组化法检测犬心肌细胞蛋白表达结果

组别 时间 ＰＡｋｔ ＰＥｒｋ Ｂｃｌ２ Ｂａｘ

对照组 术前 ３．２±０．８ ２．２±０．４ ６．２±０．９ １１．２±２．１
术后 ２０．５±３．１ １９．３±３．８ １４．０±４．３ ２９．９±７．５

ＩＰｏｓｔＣ组 术前 ４．１±１．３ ３．７±１．０ ６．８±１．１ １２．８±２．６
术后 ３０．７±６．２ ２７．６±６．１ ２３．４±６．２ １５．８±４．９

　　注：与对照组术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１　心肌细胞磷酸化 Ａｋｔ表达　在再灌注１．５ｈ，
ＩＰｏｓｔＣ组心肌细胞胞浆中 ＰＡｋｔ蛋白阳性表达为
３０．７±６．２，显著高于对照组（２０．５±３．１，Ｐ＜０．０５）。
相关分析显示 ＰＡｋｔ与心肌细胞凋亡指数呈负相关
（ｒ＝－０．４６０，Ｐ＜０．０５）。
２２２　心肌细胞磷酸化 Ｅｒｋ表达　在再灌注１．５ｈ，

ＩＰｏｓｔＣ组心肌细胞 ＰＥｒｋ蛋白表达增强，为 ２７．６１±
６．１２，明显高于对照组心肌细胞ＰＥｒｋ阳性值（１９．３±
３．８，Ｐ＜０．０５）。相关分析显示，ＰＥｒｋ与心肌细胞凋
亡指数呈负相关（ｒ＝－０．３２７，Ｐ＜０．０５）。
２２３　心肌细胞 Ｂｃｌ２表达　在再灌注１．５ｈ，ＩＰｏｓｔＣ
组心肌细胞Ｂｃｌ２蛋白表达阳性为２３．４±６．２，显著高
于与对照组（１４．０±４．３，Ｐ＜０．０５）。相关分析表明
Ｂｃｌ２与心肌细胞凋亡指数呈负相关（ｒ＝－０．３４８，Ｐ＜
０．０５）。
２２４　心肌细胞 Ｂａｘ表达　在再灌注１．５ｈ，ＩＰｏｓｔＣ
组心肌细Ｂａｘ蛋白表达为１５．８±４．９，显著低于对照
组（２９．９±７．５，Ｐ＜０．０５）。相关分析表明，Ｂａｘ与心肌
细胞凋亡指数呈正相关（ｒ＝０．３９８，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２００３年 ＺｈａｏＺＱ等［５］在开胸阻断冠状动脉前降

支／再灌注犬动物模型中观察到缺血后处理也有减轻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缺血后处理（ＩＰｏｓｔＣ）的
概念由此问世，其核心观点是指组织器官发生缺血后，

在长时间的再灌注之前进行数次反复、短暂的缺血再

灌注处理或于再灌注前给予药物干预，调动机体内源

性的保护机制。即短暂的心肌缺血再灌注措施可使再

灌注损伤后总的缺血再灌注损伤减轻减少，这种现象

被称为缺血后处理，与预缺血处理（ＩＰＣ）有类似的保
护作用［６－７］。本研究再次证实了 ＩＰｏｓｔＣ减轻心肌 Ｉ／Ｒ
损伤和减少心肌细胞坏死的作用。我们利用犬 ＣＰＢ
全心缺血模型，采用经典的ＩＰｏｓｔＣ方案，观察ＩＰｏｓｔＣ对
犬ＣＰＢ手术的Ｉ／Ｒ损伤模型的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与传统的方法相比，本研究方案更接近于临床实践，参

考价值和意义更大。

ＩＰｏｓｔＣ保护心肌，减轻Ｉ／Ｒ损伤的机复理复杂，涉
及许多方面。目前已知与抑制白细胞和超氧离子活性

及其介导的损伤、细胞内钙超负荷及调节细胞表面受

体（如Ｇ蛋白偶联受体）等相关。近年许多研究集中
在与各类激酶关联的 ＲＩＳＫ通路。Ｉ／Ｒ损伤的主要病
理表现是心肌细胞坏死与细胞凋亡（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过去
不少学者认为再灌注损伤引起心肌细胞坏死，然而近

年的许多研究显示Ｉ／Ｒ也常导致心肌细胞凋亡。心肌
细胞凋亡可导致心肌顿抑，收缩力下降，心功能障碍。

故而防治和减少心肌细胞凋亡，保存尽可能多的心肌

细胞对维持正常心功能极为重要。在本研究中我们发

现：体外循环中尽管常规采用了低温和输注心脏停跳

液，但１．５ｈ的再灌注仍造成心肌损伤包括心肌细胞
凋亡。我们的研究显示缺血后处理可预防和减轻缺

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损伤和细胞凋亡，这与近年其他
学者的观察相似［９］。目前防治细胞凋亡的措施主要阻

断细胞凋亡信号传递及干预有关基因 （下转第７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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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基础论著·

不同潮气量机械通气对兔肺组织转化生长因子β１的影响
刘伯毅，郑晓丽，郑翔，方志成，刘培

【摘　要】　目的　比较不同潮气量（ｔｉｄ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ＶＴ）机械通气对大白兔肺组织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β１，ＴＧＦβ１）的影响，探讨ＴＧＦβ１在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ＶＡＬＩ）中的作用。方法　
将３０只健康雄性大白兔随机分成３组，每组各１０只。对照组：插管后不进行机械通气，其它组插管后机械通气。小潮
气量组（ＬＶＴ）：ＶＴ８ｍｌ／ｋｇ，大潮气量组（ＨＶＴ）：ＶＴ２５ｍｌ／ｋｇ，其它参数相同。通气２４ｈ。观察实验前后观察指标：动脉
血氧分压（ＰａＯ２）、肺组织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湿／干重（Ｗ／Ｄ）值、肺组织病理学变化。结果　ＨＶＴ组：实验１２ｈ后动脉血
ＰａＯ２降低（Ｐ＜０．０５），实验结束后肺组织Ｗ／Ｄ、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升高（Ｐ＜０．０１），肺组织病理病理切片可见肺组织水肿。
ＬＶＴ组：相应指标无显著变化（Ｐ＞０．０５）。结论　大潮气量机械通气发生了ＶＡＬＩ，肺组织ＴＧＦβ１升高，表明ＴＧＦβ１在
ＶＡＬＩ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关键词】　机械通气；肺损伤；ＴＧＦβ１；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３　Ｒ３４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６６９０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ｄ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ＧＦβ１ｉｎＬｕｎｇｏｆＲａｂｂｉｔｓ　ＬＩＵＢｏｙｉ，
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ＣＵ，Ｔａｉ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ｄ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１（ＴＧＦβ１）ｉｎｔｈｅＬｕｎｇｏｆｒａｂｂｉｔｓ，ａｎ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ＧＦβ１ｉ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ＶＡ
ＬＩ）．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３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ｍａｌｅｒａｂｂｉ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１０ｒａｂｂｉ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ｔｉｄ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ｇｒｏｕｐ（ＬＶＴｇｒｏｕｐ）：ＶＴ：８ｍｌ／ｋｇ，ｆｏｒ２４ｈ，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ｉｄａｌｖｏｌ
ｕｍｅｇｒｏｕｐ（ＨＶＴｇｒｏｕｐ）：ＶＴ：２５ｍｌ／ｋｇ，ｆｏｒ２４ｈ，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ＰａＯ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ＴＮＦαａｎｄＴＧＦβ１ｉｎ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Ｗ／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ＶＴｇｒｏｕｐ：
ＰａＯ２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１２ｈ（Ｐ＜０．０５），Ｗ／Ｄ，ＴＮＦαａｎｄＴＧＦβ１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１）．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ｅｄｅｍａｃｏｕｌｄｂｅｆｉｎｅｄｉｎ
ｌｕ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ｂｉｏｐｓｙｏｆ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ｅｄｇｒｏｕｐ．ＬＶＴｇｒｏｕｐ：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ｔｉｄ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ＶＡＬＩ，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ＧＦβ１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ＧＦβ１ｍａｙ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Ｌ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Ｌｕｎｇｉｎｊｕｒｙ；ＴＧＦβ１；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ＶＡＬＩ是机械通气的相关并发症，机制复杂，近年
来，其生物伤机制得到广泛的重视。ＴＧＦβ１是一种多
肽类物质，在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本

研究旨在通过动物实验，探讨 ＴＧＦβ１与 ＶＡＬＩ的关
系。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与方法　健康成年雄性日本大白兔３０
只，体重１．６～２．３ｋｇ（湖北医药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
供）。随机分为对照组（ｎ＝１０）、ＬＶＴ组（ｎ＝１０）及Ｈ
ＶＴ组（ｎ＝１０）。大白兔禁食１２ｈ，禁水２ｈ。用３％戊
巴比妥钠３０ｍｇ／ｋｇ静脉注射麻醉后，经口气管插管
（ＩＤ４．０），静脉泵入咪唑安定 ０．０４～０．２０ｍｇ／（ｋｇ·
ｈ）。对照组：插管后不机械通气。ＬＶＴ组及 ＨＶＴ组
接ＨＸ３００Ｓ动物呼吸机（成都泰盟科技公司）机械通
气。通气模式：ＳＩＭＶ。通气参数（ＶＴ）：ＬＶＴ组为 ８
ｍｌ／ｋｇ，ＨＶＴ组为２５ｍｌ／ｋｇ。频率：３０次／ｍｉｎ，吸呼比
为１∶３，ＦｉＯ２：２１％，ＰＥＥＰ：０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
０．０９８ｋＰａ）。通气时间：２４ｈ。
１２　观察指标
１２１　动脉血ＰａＯ２　在动物实验前（Ｔ１）、实验后６ｈ

基金项目：湖北省十堰市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０９０４５Ｄ）
作者单位：４４２０００湖北省十堰市，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讯作者：郑晓丽，电子信箱：４２１６５９３５７＠ｑｑ．ｃｏｍ

（Ｔ２）、１２ｈ（Ｔ３）、２４ｈ（Ｔ４）采集大白兔颈动脉血，测定
ＰａＯ２。
１２２　肺组织 ＴＮＦα及 ＴＧＦβ１测定　实验结束后
断头处死大白兔，取左肺中央部分１ｃｍ×１ｃｍ肺组
织，取部分肺组织称重，加生理盐水（按１００ｍｇ肺组
织，加生理盐水０．９ｍｌ比例），用玻璃匀浆器制备肺组
织匀浆，以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的速度离心２０ｍｉｎ，取上清液，
置于 －２０℃冰箱冻存，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 ＴＮＦα。
ＳＡＢＣ法测定肺组织ＴＧＦβ１蛋白表达（试剂盒及ＴＧＦ
β１的单克隆抗体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按照试剂盒操作步骤操作。

１２３　肺组织Ｗ／Ｄ值的测定　三组取同侧肺段一小
块肺组织称湿重（Ｗ），然后将肺组织置于８０℃烘箱烘
干２４ｈ，称干重（Ｄ），计算Ｗ／Ｄ值。
１２４　病理学检查　取肺组织一块，用４％多聚甲醛
溶液固定１２ｈ，用ＰＢＳ液冲洗，石蜡包埋，ＨＥ染色，制
备石蜡组织切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进行统计学处
理。

２　结果
２１　动脉血 ＰａＯ２变化　见表１。ＨＶＴ组机械通气
１２ｈ后，ＰａＯ２显著下降（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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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大白兔实验前后不同时间动脉血ＰａＯ２的变化（ｘ±ｓ，ｋＰａ）

组别 ｎ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对照组 １０ １２．９５±０．５２ １３．６５±０．１３ １３．３０±０．０９ １３．４６±０．１５☆

ＬＶＴ组 １０ １３．０７±０．１８△ １３．６９±０．２２△ １３．２９±０．１８△ １３．５７±０．１１△☆

ＨＶＴ组 １０ １３．１０±０．０７△ １３．６２±０．１７△ １２．０６±０．２６▲ １１．１７±０．３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与 Ｔ１比较，☆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Ｔ１为实验前，Ｔ２为实验后６ｈ，Ｔ３为实验后１２ｈ，Ｔ４为实验
后２４ｈ。

２２　肺组织 ＴＮＦα及 ＴＧＦβ１变化　见表 ２。ＨＶＴ
组ＴＮＦα及ＴＧＦβ１变化显著（Ｐ＜０．０１）。

表２　３组大白兔肺组织ＴＮＦα及ＴＧＦβ１变化（ｘ±ｓ，ｎｇ／ｍｌ）

组别 ｎ ＴＮＦα ＴＧＦβ１
对照组 １０ ９．８８±０．７３ ６．２３±０．７５
ＬＶＴ组 １０ １０．９１±０．３７△ ７．９１±０．３７△

ＨＶＴ组 １０ ２１．１６±１．７５▲ １２．７６±１．０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肺组织Ｗ／Ｄ比较　对照组为３．８１±０．２７，ＬＶＴ
组为３．９０±０．３１，ＨＶＴ组为８．０９±０．８３，ＬＶＴ组与对
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ＶＴ组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４　病理学检查　对照组及ＬＶＴ组肺组织无明显充
血、损伤及水肿（图１、图２，见封三）；ＨＶＴ组可见肺间
质和肺泡腔水肿，肺内炎性细胞浸润（图３，见封三）。

３　讨论
　　大潮气量机械通气可导致 ＶＡＬＩ，机制包括［１－２］：

①气道压力升高致部分肺泡破裂，导致弥漫性肺损伤；
②肺扩张引起的机械性刺激，转导成生物化学信号传
入细胞内，导致局部炎症细胞激活和炎性反应扩大，引

起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大量释放，造成肺的炎症性

损伤；③肺泡Ⅱ型上皮细胞胞膜破坏，细胞内游离
Ｃａ２＋大量外流，细胞外Ｃａ２＋通过细胞间的单层裂隙可
以流入未受损的Ⅱ型上皮细胞，导致其胞内 Ｃａ２＋水平
增高，引发肺内炎症反应。因此，可通过大潮气量机械

通气制作 ＶＡＬＩ模型，然而，有研究显示，即使采用常
规潮气量或小潮气量机械通气，仍不可完全避免ＶＡＬＩ
发生［３］，表明生物伤可能起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大潮气量机械通气制作 ＶＡＬＩ模型，
大潮气量机械通气组通气 ２４ｈ后 ＰａＯ２下降（Ｐ＜
０．０５），肺组织Ｗ／Ｄ升高（Ｐ＜０．０１），肺组织病理切片
有肺组织损伤表现，肺组织 ＴＮＦα表达也明显升高
（Ｐ＜０．０１），而对照组及小潮气量组相应指标正常。
表明大潮气量机械通气成功制作 ＶＡＬＩ模型。我们观
察到，在 ＶＡＬＩ组，大白兔肺组织 ＴＧＦβ１的表达明显
升高（Ｐ＜０．０１），提示ＴＧＦβ１在ＶＡＬＩ发生、发展中可
能起重要作用。

ＴＧＦβ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学效应的细胞因子，
ＴＧＦβ１是ＴＧＦβ亚型，在多种细胞和组织中均有表
达，在肺部主要表达于气道上皮及肺泡巨噬细胞，能调

节多种细胞的增殖、分化、凋亡和合成细胞外基质等。

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病过程，与心脑血管疾病，肝、肺纤

维化，骨质疏松密切，肿瘤等相关［４］。有早期的研

究［５］显示：在ＶＡＬＩ模型中ＴＧＦβｍＲＮＡ表达升高，但
未进一步研究相关机制。

ＴＧＦβ１在ＶＡＬＩ发病中的作用为：①ＴＧＦβ１可以
促进肺部成纤维细胞的分化、生长与增殖。促进成纤

维细胞向成肌纤维细胞转化，并且抑制成肌纤维细胞

的凋亡，导致肺纤维变性，加重肺损伤［６］。②ＴＧＦβ１
抑制肺表面活性物质诱导肺细胞凋亡［７］，导致肺泡壁

上皮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增高、肺泡炎症和水

肿。③氧自由基损伤，加重肺间质损伤与水肿。研究
表明［８］，机械通气过程中，ＴＧＦβ１表达与氧自由基损
伤有关。④ＴＧＦβ１抑制肺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增
殖［９］，使损伤不宜修复。

ＶＡＬＩ时ＴＧＦβ１在肺组织中表达升高，这可能作
为诊断 ＶＡＬＩ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１０］，ＶＡＬＩ的
ＴＧＦβ１的升高不仅早于肺功能及病理形态学的异常，
而且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通过调控 ＴＧＦβ１表
达升高，对于防止 ＶＡＬＩ发生可能有重要临床指导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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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氧化亚氮在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
邱敏坚，廖军晖，余梓东，李俊，魏伟英

【摘　要】　目的　探讨氧化亚氮吸入镇静对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患者镇静情况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６月于牙科进行治疗的７６例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行为劝
导组）和观察组（行为劝导联合氧化亚氮吸入镇静组）每组各３８例，后将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牙科焦虑量表评分、Ｒａｍ
ｓａｙ镇静状态评分、Ｆｒａｎｋｌ治疗依从性评分及患者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牙科焦虑量表４～１２分比例
高于对照组，镇静满意率高于对照组，Ｆｒａｎｋｌ治疗依从性量表３～４分比例高于对照组，患者对于干预方式的总满意率也
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氧化亚氮吸入镇静可有效改善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患者的镇静
情况及治疗依从性。

【关键词】　氧化亚氮吸入镇静；牙科恐惧；高血压；镇静情况；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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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ｓｅｄ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ｄ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ｏｂｉａ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ｏｂｉａ；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ｅｄ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牙科恐惧患者在接受牙科治疗的过程中往往表现
出过度的紧张及焦虑等，且达到不能控制自我情绪和

行为的状态，这对于治疗的顺利进行极为不利。而且

此类患者中如伴有高血压，其这种状态可反射性引起

血压的进一步升高［１－２］，导致不良情况的发生。随着

高血压发病率的升高，对于此类患者牙科恐惧的缓解

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３］。本文就氧化亚氮吸入镇

静对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患者镇静情况及治疗依从性

的影响进行观察，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６月于牙
科进行治疗的７６例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患者为研究
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行为劝导组）和观察组

（行为劝导联合氧化亚氮吸入镇静组）每组各３８例。
对照组的３８例患者中，男性 １８例，女性 ２０例，年龄
１８～７０岁，平均年龄（４３．１±４．７）岁；收缩压１４０～１５８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平均（１５１．４±４．７）
ｍｍＨｇ，舒张压９０～１０８ｍｍＨｇ，平均（１００．３±３．７）
ｍｍＨｇ；其中牙体牙髓治疗１４例，拔牙手术１１例，牙
周手术８例，其他５例。观察组的３８例患者中，男性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Ｂ０３１８００１６７）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市，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邱敏坚，电子信箱：１３７２８０１６０９８＠１３９．ｃｏｍ

１７例，女性２１例，年龄１７～６９岁，平均年龄（４３．３±
４．６）岁；收缩压１４１～１５９ｍｍＨｇ，平均（１５１．６±４．６）
ｍｍＨｇ，舒张压９０～１１０ｍｍＨｇ，平均（１００．５±３．５）
ｍｍＨｇ；其中牙体牙髓治疗１４例，拔牙手术１２例，牙
周手术８例，其他４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治疗
方式及血压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镇静方法　对照组治疗前接受常规的行为劝导
干预，给予患者讲解治疗的实际情况及心理疏导，并告

知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尽量缓解不良情绪及心理，同

时针对患者的性格特征及理解能力采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进行有效控制情绪的重要性方面的讲解。观察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氧化亚氮吸入镇静法进行干预，

给予患者经１００％氧气吸入大约５ｍｉｎ后再加入１０％
氧化亚氮，流量为５Ｌ／ｍｉｎ，其中氧化亚氮的浓度达到
４０％～６０％，以患者全身有发热感及牵拉耳垂无痛感
时方可停止吸入。之后将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牙科焦

虑量表评分、Ｒａｍｓａｙ镇静状态评分、Ｆｒａｎｋｌ治疗依从
性评分及患者满意度进行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①牙科焦虑量表评分包括４个问题，
每个问题均以１～５分５级评分法进行评估，总分为
４～２０分，其中以４～１２分为无牙科焦虑或恐惧，１３～
１５分为存在轻中度牙科焦虑或恐惧，１６～２０分为存在
重度牙科焦虑或恐惧［４］。②Ｒａｍｓａｙ镇静状态评分中１
分为烦躁，不合作，镇静状态差，２～４分为镇静满意；
５～６分为镇静过度。③Ｆｒａｎｋｌ治疗依从性评分中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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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拒绝或不合作，３～４分合作或主动合作［５］。④患
者满意度方面主要为评估患者对镇静干预手段的满意

程度，采用无记名调查问卷的形式评估，问卷上包含３
个待选项目，分别为非常满意、较为满意和不满意，以

前２项之和为总满意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两组患者涉及的数据中主要包含
计量和计数资料两类，其中前者进行 ｔ检验处理，后者
进行χ２检验处理，软件包为ＳＰＳＳ１３．０。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牙科焦虑量表评分、Ｒａｍｓａｙ
镇静状态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牙科焦虑量表
４～１２分比例、Ｒａｍｓａｙ镇静状态满意率比较，Ｐ均 ＞
０．０５，而干预后观察组的牙科焦虑量表４～１２分比例
高于对照组，镇静满意率也高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
详细比较数据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牙科焦虑量表评分、Ｒａｍｓａｙ镇静状态评分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牙科焦虑量表评分

４～１２分 １３～１５分 １６～２０分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状态评分

镇静差 镇静满意 镇静过度

对照组 ３８ 干预前 ０ １９（５０．００） １９（５０．００） ３５（９２．１１） ３（７．８９） ０
干预后 ３（７．８９） ２１（５５．２６） １４（３６．８４） ３２（８４．２１） ６（１５．７９） ０

观察组 ３８ 干预前 ０ １８（４７．３７） ２０（５２．６３） ３５（９２．１１） ３（７．８９） ０
干预后 ３２（８４．２１） ５（１３．１６） １（２．６３） ２（５．２６） ３５（９２．１１） １（２．６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 Ｆｒａｎｋｌ治疗依从性评分及对干预方
式的满意度比较　治疗过程中观察组Ｆｒａｎｋｌ治疗依从
性量表３～４分比例高于对照组，治疗后患者对于干预

方式的总满意率也高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详细比较
数据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Ｆｒａｎｋｌ治疗依从性评分及对干预方式的满意度比较（ｎ，％）

组别 ｎ
Ｆｒａｎｋｌ治疗依从性评分

１～２分 ３～４分
患者满意度

非常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３８ ２８（７３．６８） １０（２６．３２） １５（３９．４７） １４（３６．８４） ９（２３．６８） ２９（７６．３２）
观察组 ３８ ３（７．８９） ３５（９２．１１） ３５（９２．１１） ３（７．８９） ０ ３８（１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牙科治疗患者中较多为牙科恐惧患者，其表现为
治疗前及治疗期间的紧张、焦虑、恐惧等不良心理情

绪，并且自身不能控制自我的情绪和行为等，故可出现

心跳加快、血压异常、出汗、多语、肌肉紧张、面色苍白

乃至晕厥等，严重影响到治疗的顺利进行［６］。这些均

导致较多患者不愿意就医进行医治，严重影响到患者

的生存质量。而在就医治疗的患者中存在部分高血压

患者，且随着高血压发病率的升高，这类患者在牙科治

疗患者中所占比例也不断升高。众所周知，存在高血

压的患者当其不良情绪及心理体验表现非常明显的时

候，可反应性导致其中枢神经兴奋及心输出量增加，血

管表现出异常收缩，患者随即出现血压的异常升高。

这对于患者极为不利，甚至可诱发高血压危象的出

现［７－８］，严重危及到患者的生存和生命安全。因此对

于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的患者应给予积极的干预，以

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临床中对于其干预主要为心理行为治疗、无痛治

疗和药物镇静干预等，效果差异较为明显，尤其是单纯

进行行为劝导干预的患者效果较差。而药物镇静干预

则是较受肯定的方法，氧化亚氮吸入镇静即是其中一

种有效的方法，其在临床中具有较佳的镇静效果，且对

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无损害，在体内不经任何

生物转化或降解，绝大部分仍以原药随呼气排出体外，

故安全性极高［９－１０］。

本文就氧化亚氮吸入镇静对牙科恐惧伴有高血压

患者镇静情况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进行观察，将其与

未采用氧化亚氮吸入镇静的患者进行比对，发现患者

的牙科焦虑量表评分及 Ｒａｍｓａｙ镇静状态评分均得到
较大幅度的改善，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 Ｆｒａｎｋｌ治疗

依从性评分也显著优于未采用氧化亚氮吸入镇静进行

治疗的患者，且术后调查显示患者对其满意度明显更

高，因此肯定了其在本类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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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胱抑素 Ｃ对急性脑梗死患者早期肾损害的检测价值
赵晔

【摘　要】　目的　分析胱抑素Ｃ对老年急性脑梗死患者合并早期肾功能损害的检测价值。方法　取２０１０年４月 －
２０１２年４月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老年急性脑梗死患者１５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肾功能损害
分为有早期肾功能损害的观察组患者６５例，无肾功能损害的对照组患者８５例，比较两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及血胱抑素
Ｃ浓度差异。结果　观察组 Ｃｃｒ、ＣｙｓＣ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Ｓｃｒ、Ｕｒｅａ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肾功能分级越差，Ｃｃｒ水平越低、Ｕｒｅａ、ＣｙｓＣ和Ｈｃｙ水平越高；在肾功能Ⅰ期和Ⅱ期的患者中，ＣｙｓＣ的异常检
出率明显高于Ｓｃｒ和Ｕｒｅａ的异常检出率。结论　胱抑素Ｃ是早期发现老年脑梗死患者并发肾功能损害的有效指标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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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ｗ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ｒｅｎ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急性脑梗死是我国常见临床急症，起病迅速，进展
较快，好发于老年人群。肾功能损害是急性脑梗死的

一个严重并发症，一般都被原发疾病所遮掩不易发

觉［１］。急性脑梗死所伴发的肾功能损伤治疗难度较

大，进展较单纯性肾功能损害迅速，对患者造成了极大

的生命威胁，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治疗该病的金标

准［２］。血清胱抑素Ｃ（ＣｙｓＣ）是一类表达量恒定的低
分子量蛋白，肾小球滤过率直接影响其血液浓度，因此

可以很好的反应人体肾小球功能［３］。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取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月间本院
神经内科收治的老年急性脑梗死患者１５０例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有无肾功能损害分为有早期肾功能损害的

观察组患者６５例，无肾功能损害的对照组患者８５例。
观察组患者中男性３５例，女性３０例，年龄６３～７８岁，
平均（６９．４３±７．２８）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４６例，女性
３９例，年龄６１～７７岁，平均（６７．２４±６．２４）岁。两组
患者脑梗死严重程度、治疗时间、性别、年龄等一般情

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患者于入院后采集外周血 １０ｍｌ，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４℃离心１０ｍｉｎ，收集上清液于 －４０℃
保存。采用ＢａｃｋｍａｎＭＮ２４ＰＲＯ生化分析仪同时检测

作者单位：０１００１０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

血肌酐水平（Ｓｃｒ）、血尿素氮含量（Ｕｒｅａ），并按照Ｃｃｒ＝
（１４０－年龄）×体重（ｋｇ）／７２×Ｓｃｒ（ｍｇ／ｄｌ）计算内生
肌酐清除率（Ｃｃｒ）；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血清胱抑
素Ｃ（ＣｙｓＣ）。

参照王先侠等［４］文献制定内生肌酐清除率（Ｃｃｒ）
判断肾功能：Ｃｃｒ６０～８０ｍｌ／ｍｉｎ为Ⅰ期，肾功能代偿
期；４０～５９ｍｌ／ｍｉｎ为Ⅱ期，肾功能不全期；２０～３９ｍｌ／
ｍｉｎ为Ⅲ期，肾功能衰竭期；小于２０ｍｌ／ｍｉｎ为Ⅳ期，肾
功能损害终末期。ＣｙｓＣ＞１．０３ｍｇ／Ｌ，Ｕｒｅａ＞７．８５
ｍｍｏｌ／Ｌ、Ｓｃｒ＞１０６μｍｏｌ／Ｌ为有肾功能异常。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上述数据
的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计数资料进行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受检者血清中 Ｃｃｒ、Ｓｃｒ、Ｕｒｅａ、ＣｙｓＣ含量　
观察组Ｃｃｒ、ＣｙｓＣ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Ｓｃｒ、
Ｕｒｅａ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血清中Ｃｃｒ、Ｓｃｒ、Ｕｒｅａ、ＣｙｓＣ含量比较

组别 ｎ Ｃｃｒ（ｍｌ／ｍｉｎ）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Ｕｒｅａ（ｍｍｏｌ／Ｌ） ＣｙｓＣ（ｍｇ／Ｌ）

观察组 ６５ １２５．２０±１０．５２ ８４．５８±８．６９ ６．２５±０．５８ １．８６±０．２９
对照组 ８５ ７５．２５±８．５６ ６９．８５±７．４１ ４．８６±０．４１ ０．７６±０．１２
ｔ值 ８．５８８ １．２５８ ０．９６５ １１．２５８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２２　观察组不同肾功能分级患者Ｃｃｒ、Ｓｃｒ、Ｕｒｅａ、ＣｙｓＣ
含量　肾功能分级越差，Ｃｃｒ水平越低、ＣｙｓＣ和Ｈｃｙ水
平越高。肾功能Ⅰ、Ⅱ级的观察组患者 Ｓｃｒ、Ｕｒｅ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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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Ⅲ、Ⅳ级
的患者Ｓｃｒ、Ｕｒｅａ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不同肾功能分级患者Ｃｃｒ、Ｓｃｒ、Ｕｒｅａ、ＣｙｓＣ含量比较

肾功能分级 ｎ Ｃｃｒ（ｍｌ／ｍｉｎ）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Ｕｒｅａ（ｍｍｏｌ／Ｌ） ＣｙｓＣ（ｍｇ／Ｌ）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肾功能Ⅰ级 ２８ ７５．２５±８．５６ ６８．０１±７．８５ ４．３６±０．４７ １．１５±０．１９ １５．８±１．８２
肾功能Ⅱ级 ２３ ５９．３５±６．１４ ７０．５８±８．０１ ４．９１±０．４２ １．３２±０．２８ ２０．８±２．４２
肾功能Ⅲ级 ８ ３１．５８±４．５８ ８３．１８±７．６２ ６．１２±０．６２ １．６３±０．３４ ２４．７±２．９８
肾功能Ⅳ级 ６ １５．２７±２．８６ ９４．５８±８．６９ ７．０３±０．８８ １．８１±０．３８ ３１．５±３．５７
ｔ值 ８．５２３ ６．５５２ ６．２８４ ７．３２８ ６．９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 Ｓｃｒ、Ｕｒｅａ、ＣｙｓＣ三项指标的异常检出
率　在肾功能Ⅰ期和Ⅱ期的患者中，ＣｙｓＣ异常的检出
率明显高于Ｓｃｒ和Ｕｒｅａ异常的检出率（Ｐ＜０．０５）。在
肾功能Ⅲ期和Ⅳ期的患者中，ＣｙｓＣ异常的检出率和
Ｓｃｒ和Ｕｒｅａ异常的检出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不同程度肾功能损害中Ｓｃｒ、Ｕｒｅａ、ＣｙｓＣ的异常检出率（％）

肾功能分级 ｎ ＣｙｓＣ异常检出率 Ｓｃｒ异常检出率 Ｕｒｅａ异常检出率

肾功能Ⅰ级 ２８ ５３．６（１５／２８） ２８．６（８／２８） ２１．４（６／２８）

肾功能Ⅱ级 ２３ ７８．３（１８／２３） ４３．５（１０／２３） ４７．８（１１／２３）

肾功能Ⅲ级 ８ ８７．５（７／８） ７５．０（６／８） ７５．０（６／８）
肾功能Ⅳ级 ６ １００（６／６） １００（６／６） １００（６／６）

　　注：与ＣｙｓＣ异常检出率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急性脑梗死是我国神经内科常见疾病，肾脏功能
损害是急性脑梗死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其治疗难度大、

预后差，确诊时肾功能往往已经到达晚期［５］。目前，临

床上判断肾功能的主要指标包括内生肌酐清除率

（Ｃｃｒ）、血肌酐水平（Ｓｃｒ）、血尿素氮含量（Ｕｒｅａ）。内生
肌酐清除率能够直接反应肾小球滤过率、判断肾功能

损害，但是它的测定需要使用外源性标志物，操作复

杂、无法普及［６］。血肌酐和血尿素氮水平又受到年龄、

性别、肌肉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难以准确的反应肾

功能［７］。血肌酐水平和血尿素氮含量在评价肾功能损

害时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肾脏的自身代偿能

力较强，在肾功能损害的早期血肌酐水平和血尿素氮

含量并不发生明显改变，只有当肾功能损害超过５０％
时Ｓｃｒ和Ｕｒｅａ水平才会发生改变［８］。因此血肌酐水平

（Ｓｃｒ）、血尿素氮含量（Ｕｒｅａ）不适合用于早期诊断。
通过血肌酐、血尿素氮和 ＣｙｓＣ水平的检测发现，

对照组和观察组 Ｓｃｒ和 Ｕｒｅａ水平并无明显差异，但是
观察组ＣｙｓＣ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这就说明观察组
可能发生了早期的肾损害，血肌酐、血尿素氮并未发生

明显变化，但是血清 ＣｙｓＣ水平明显升高。血清胱抑
素Ｃ（ＣｙｓＣ）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表达量恒定的低分
子量蛋白，血液中的 ＣｙｓＣ可以自由通过肾小球进入
原尿、几乎全部都在近曲小管被降解。因此，血清中

ＣｙｓＣ的含量取决于肾小球滤过率，血清ＣｙｓＣ的水平
可以较好的反应肾功能［９］。

本文检测结果证实，在肾功能Ⅰ期和Ⅱ期的患者
中，ＣｙｓＣ异常的检出率达到５３．６％和７８．３％，明显高
于Ｓｃｒ和Ｕｒｅａ异常的检出率。这是由于肾脏本身具有
较强的代偿功能，当肾功能轻度损害时，肾脏能够通过

自身代偿使得血液中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保持在正常

范围，所以血肌酐和血尿素氮水平并不能在肾功能损

害早期就发生改变，判断肾功能损害的敏感性较

差［１０］。

综上所述，ＣｙｓＣ是早期诊断老年急性脑梗死患者
合并早期肾功能损害的有效检测指标，可以早期发现

脑梗死患者伴随的肾功能不全，早期进行治疗，具有积

极的临床意义，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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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刘玉，刘俊，陶春明，等．胱抑素 Ｃ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相关分析

［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２）：２０８，２４４．

［７］　王敏娟，李亚军，石少亭，等．复发性脑梗死与颈动脉、血浆 Ｈｃｙ及

胱抑素Ｃ的关系［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９（７）：８５９８６０．

［８］　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Ｗｕ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ＪｉｎＹｉ．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ｅ

ｒｕｍ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

ａｔｈｙ［Ｊ］．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２０１２，９（５）：５６０５６２．

［９］　庄泽吟，张晓芬，刘丽华，等．血胱抑素 Ｃ在窒息新生儿肾损害的

早期诊断意义［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７）：１０２２１０２３．

［１０］　陈小奇，徐沙贝，王伟，等．血浆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Ｃ水平与

脑梗死的关系［Ｊ］．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２００９，４（２）：８８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４７６·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全科临床论著·

自体骨髓治疗艾滋病失代偿期肝硬化研究
刘保池，苏锦松，张磊，李垒，司炎辉，张伟伟

【摘　要】　目的　研究自体骨髓经门静脉输注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　用兔子做试验，将兔子的
骨髓经门静脉输注到肝内，术后１ｄ、２ｄ、１周、２周后分别做病理检查肝脏和肺脏，没有发现门静脉和肺脏栓塞。然后对
３例艾滋病合并失代偿期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的患者，行脾脏切除，埋置插入门静脉的输注系统。手术后采集自体骨髓，
经上腹部埋置的输注系统输注到肝内。结果　３例艾滋病合并肝硬化患者手术后白细胞、血色素、血小板恢复正常，腹
水消失，食欲好转，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明显增加。结论　对艾滋病合并肝硬化作脾脏切除加自体骨髓血经门静脉输注不
但可以治愈脾功能亢进，而且改善肝脏功能，促进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增加，无任何不良反应。这也为一般失代偿期肝硬化
提供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晚期肝硬化；脾切除；艾滋病；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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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ｌｉｖｅｒ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ｓｐｌｅｎｉｓｍ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ｓｐｌｅｅｎ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ｐｏｒｔａｌ
ｖｅｉ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ｗａｓ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ｉｎｔｏｌｉｖｅｒｂｙ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ｉ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ｉｎａｌｌｔｈｒｅ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ｓｃｉｔｅｓ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ｇｏｔ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ＣＤ４＋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ｃｏｕ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ＩＤＳａｎｄｄ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ｌｉｖｅｒ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ｓｐｌｅｅｎ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ｂｏｎｅｍａｒ
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ｌｉｖｅｒｂｙ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ｉｎｃａｎｃｕｒｅｈｙｐｅｒｓｐｌｅｎｉｓｍ，ｉｍｐｒｏｖｅｌ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ＣＤ４＋ 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ｇｏｏ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ｄ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ｌｉｖｅｒ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ｓｔａｇｅｌｉｖｅｒ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Ｓｐｌｅｎｅｃｔｏｍｙ；ＡＩＤＳ；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已经成
为一项新兴的临床实用技术，有大量文献报道取得良

好临床治疗效果。但是这种方法解决不了脾功能亢进

问题。对肝硬化脾功能亢进行脾切除手术是外科常应

用的手术之一，但是这种手术仅能解决脾功能亢进，不

能逆转肝硬化。目前艾滋病合并失代偿期肝硬化，笔

者尚未见有关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疗效的报道。笔者

在动物实验作自体骨髓经门静脉输注安全的基础上，

对３例艾滋病合并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进行脾切除手
术时经网膜右静脉插管置入门静脉，导管连接在皮下

埋置的输注系统，术后作自体骨髓经皮下埋置的输注

系统输注到肝内，解决了脾功能亢进和改善肝脏功能。

而且意外发现患者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明显增多，免疫功
能增强。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动物实验研究
１１１　动物选择　体重约３５００ｇ的健康成年新西兰
大白兔２０只，雌雄不限。
１１２　实验方法　经兔子耳缘静脉注入氯氨酮４０ｍｇ
进行麻醉，用１０ｍｌ注射器抽取肝素盐水１ｍｌ，然后用
骨穿针从兔子膝关节穿刺进入股骨的骨髓腔，抽吸骨

作者单位：２０１５０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外科
通讯作者：刘保池，电子信箱：ｌｉｕｂａｏｃｈｉ２００２＠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髓约２ｍｌ，与注射器中的肝素盐水混合待用。作上腹
部正中切口进腹，穿刺门静脉，将注射器中的骨髓经门

静脉注入肝内。压迫门静脉穿刺部位止血后，缝合关

闭腹部切口。２０只实验兔中，４只兔子经门静脉注入
生理盐水，１６只兔子经门静脉注入自体骨髓。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病人选择　例１，男，５５岁。中上腹痛伴乏力
腹胀２个半月，在外院检查发现肝硬化并 ＨＩＶ抗体阳
性。以艾滋病合并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胆囊炎并胆

囊结石收住我院外科病房。术前查ＷＢＣ２．１×１０９／Ｌ，
血红蛋白１０７ｇ／Ｌ，血小板３６×１０９／Ｌ，谷丙转氨酶３４
Ｕ／Ｌ；谷草转氨酶６２Ｕ／Ｌ，总胆红素１２．９μｍｏｌ／Ｌ，直接
胆红素４．６μｍｏｌ／Ｌ；白蛋白３０．８ｇ／Ｌ；ＣＤ４＋Ｔ淋巴细
胞６１ｃｅｌｌ／μｌ，ＣＤ８＋Ｔ淋巴细胞２２８ｃｅｌｌ／μｌ，ＣＤ４／ＣＤ８
为０．２７。

例２，男，３６岁。发现ＨＩＶ感染５年余，反复发热、
腹胀、腹泻半年。以艾滋病合并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

胆囊炎并胆囊结石收住我院外科病房。术前查 ＷＢＣ
１．８９×１０９／Ｌ，血红蛋白８８．６ｇ／Ｌ，血小板２６．７×１０９／
Ｌ，谷丙转氨酶１７Ｕ／Ｌ；谷草转氨酶４２Ｕ／Ｌ，总胆红素
４８．２μｍｏｌ／Ｌ，直接胆红素３０．９μｍｏｌ／Ｌ；白蛋白３３．５
ｇ／Ｌ；ＣＤ４＋Ｔ淋巴细胞８０ｃｅｌｌ／μｌ，ＣＤ８＋Ｔ淋巴细胞５２９
ｃｅｌｌ／μｌ，ＣＤ４／ＣＤ８为０．１５。

例３，男，３２岁。中上腹痛伴乏力腹胀伴间断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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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半月，在外院检查发现肝硬化并 ＨＩＶ抗体阳性。
以艾滋病合并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上消化道出血收

住我院外科病房。术前查 ＷＢＣ２．１４×１０９／Ｌ，血红蛋
白６３．３ｇ／Ｌ，血小板１０１×１０９／Ｌ，谷丙转氨酶１３Ｕ／Ｌ；
谷草转氨酶４７Ｕ／Ｌ，总胆红素５６．９μｍｏｌ／Ｌ，直接胆红
素３８．４μｍｏｌ／Ｌ；白蛋白 ２７．４ｇ／Ｌ；ＣＤ４＋Ｔ淋巴细胞
１３０ｃｅｌｌ／μｌ，ＣＤ８＋Ｔ淋巴细胞２６５ｃｅｌｌ／μｌ，ＣＤ４／ＣＤ８为
０．４９。
１２２　治疗方法　常规手术前准备，手术前后继续应
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３例患者均采用肋缘下切
口，手术探查均见有腹水５００～８００ｍｌ。肝脏明显结节
性肝硬化，脾肿大。行脾切除加经网膜右静脉置管插

入门静脉，连接埋置皮下的埋入式输注系统。术后２
周从髂后上脊穿刺抽取骨髓４０ｍｌ，然后穿刺埋置在上
腹部皮下的输注系统，将自体骨髓缓慢推注进入门静

脉，最后用肝素盐水５ｍｌ注入输注系统防止输注系统
凝血。１～２个月后再次输注自体骨髓４０ｍｌ，方法同
前。

２　结果
２１　动物实验结果　手术后第１天、第２天、第１周、
第２周分别处死实验兔子４只和对照组兔子１只。取
出兔子的肝脏和肺脏。病理组织学检查兔子的肝脏均

未发现门静脉系统有脂肪栓塞，肺脏组织均正常。

２２　临床观察结果　３例患者术后脾功能亢进完全
缓解，行自体骨髓经门静脉回输后未出现任何不良反

应。其中１例自体骨髓经门静脉回输４周后复查白细
胞６．１６×１０９／Ｌ，血红蛋白１１８ｇ／Ｌ，血小板２１３×１０９／
Ｌ。另１例复查白细胞４．２４×１０９／Ｌ，血红蛋白１２７．９
ｇ／Ｌ，血小板 １４９×１０９／Ｌ；第 ３例复查白细胞 ６．６３×
１０９／Ｌ，血红蛋白９６．９ｇ／Ｌ，血小板３２４×１０９／Ｌ。患者
食欲改善，体力好转，腹水消失，顺利出院。患者均随

访２年以上，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均有明显升高，见表１。
表１　３例患者自体骨髓输注前后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变化（ｃｅｌｌ／μｌ）

患者年龄（岁） 术前 术后１月 术后３月 术后１２月 术后２４月

５５ ６１ ８１ ２６９ ３４１ ５１２
３６ ８０ １２０ ３６６ ５１９ ５４１
３２ １３０ ２４４ ４１１ ６１２ ６３６

３　讨论
　　干细胞移植是当今世界上最前沿、最热门的医疗
新技术之一，被誉为肝硬化治疗第二条终极途径。已

开展的临床研究显示干细胞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及临

床症状具有改善作用。干细胞具有长期存活、不断地

自我繁殖的特性。成体干细胞可以跨系、跨胚层分化

为其他的组织细胞类型的特性。由于成体干细胞具有

特殊的生物学多样性，特别是多相分化潜能，而且成体

干细胞的转分化常发生在病理情况下，即干细胞植入

肝脏后，遂向病变部位迁移，成为病变部位的前体细

胞，并分化为终末成熟细胞，这称为化学趋向性。因

此，干细胞输注以后，容易集中到损伤的组织，在微环

境诱导下，先局部专一性分化，然后促进组织的修复。

这就是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各种疾病的理论基

础［１－６］。

大量研究也显示，在人肝硬化进展期过程中，肝细

胞因端粒缩短导致肝细胞复制活动消失，此时产生于

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卵圆细胞是肝细胞再生的主要来

源，人的肝细胞和胆管细胞可由骨髓干细胞迁移并分

化生成，如此可补充大量的肝细胞和胆管细胞。骨髓

源性干细胞诱导产生肝细胞的机制包括通过细胞融合

的方式产生四倍体、六倍体和非整倍体肝细胞；另外，

骨髓造血干细胞还可能通过启动快速高效的内源性肝

细胞的增殖途径，进而改善内源性肝细胞的损伤［７－９］。

干细胞移植可以治疗肝炎后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病、

酒精性肝硬化、血吸虫性肝硬化、重症肝病等。像酒精

性肝硬化在进行干细胞移植后，可彻底逆转；而慢性病

毒性肝炎等，由于病毒可以破坏新的干细胞，因此可能

需要进行多次移植。

目前常用的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需要采集自体骨

髓１００～２００ｍｌ，做梯度离心分离出干细胞，然后用介
入治疗方法穿刺股动脉插管，经肝动脉将干细胞悬液

注入肝内。由于肝脏的血供特点不同于人体其他脏

器，肝动脉仅提供不足１／３的血，并且动脉血循环时间
短，经动脉注射需要接触射线及费用高而非最佳途径。

有报道经皮肝穿，在肝内找到门静脉，引导将导管插入

门静脉肝门处，再输注干细胞悬液［９］。门静脉提供２／
３以上的血液供应，到达肝血窦后留置时间较长，选择
性分布良好，在不改变器官微结构情况下与受体肝实

质融合，且门脉系统内含有高浓度的嗜肝细胞因子，肝

内微循环和门脉中血液含有的营养成分对移植的干细

胞存活和生长有益，骨髓干细胞直径小，移植入肝后不

会引起栓塞等并发症，故经皮穿刺门静脉给药的方式

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这种经门静脉输注干细胞的方

法更利于干细胞在肝内的定植和增生。

如果对ＨＩＶ感染合并肝硬化的患者作自体骨髓
干细胞移植，由于患者骨髓血中有致病性 ＨＩＶ病毒，
在干细胞分离过程中给实验操作者带来职业暴露的危

险。骨髓中含有干细胞和多种细胞成分，有报道多发

骨折患者因骨折断端的骨髓进入静脉系统可发生肺脏

脂肪栓塞，但是创伤患者大量组织因子的释放和骨折

断端脂肪细胞直接进入静脉系统可能是造成肺栓塞的

原因。如果将骨髓肝素化后直接输注到门静脉系统，

骨髓中的其它细胞成分是否会引起门静脉或肺动脉栓

塞或其他并发症？从理论上讲，肝脏门静脉系统到肝

静脉之间有毛细血管网，网状内皮结构可以吞噬清除

脂肪细胞等有形成分，不应该出现经门静脉输注自体

骨髓而造成肺栓塞等并发症。我们通过动物实验，发

现经门静脉输注自体骨髓后不同时期病理检查肝脏均

未发现门静脉系统有脂肪栓塞，肺脏组织均正常，验证

了自体骨髓经门静脉输注的安全性。在此基础上我们

设计了对ＨＩＶ感染合并肝硬化患者作脾切除加自体
骨髓经门静脉输注的手术方案。

一般认为，当 ＨＩＶ感染者的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低
于２００ｃｅｌｌ／μｌ，进入艾滋病发病期，很容易发生各种机
会性感染［１０］。如果艾滋病合并失代偿期肝硬化，几乎

没有救治的希望。我们对３例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分别
是６１ｃｅｌｌ／μｌ，８０ｃｅｌｌ／μｌ和１３０ｃｅｌｌ／μｌ，而且合并失代
偿期肝硬化的患者在脾切除的基础上作自体骨髓经门

静脉输注，结果发现脾切除手术加自体 （下转第７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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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４６例临床分析
刘健，杜丹丽，崔艳艳，杨波，郭苏阳，李胜泽

【摘　要】　目的　分析、探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的手术方法、适应证、手术技巧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
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的４６例患者，对其进行总结分析。其中浆膜下肌瘤１例，阔韧带肌瘤１
例，肌壁间肌瘤４４例（多发性肌瘤１３例，前壁单发肌瘤１８例，后壁单发肌瘤１３例）。结果　４６例手术均获成功，无一例
中转开腹。术中出血量平均（４８±２７）ｍｌ，手术时间平均（９２±２９）ｍｉｎ，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１８．５０±８．１０）ｈ，术后住院
时间３～７ｄ。结论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是理想的子宫肌瘤微创治疗方式，具有微创、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住
院时间短、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因此正确把握好手术适应证，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安全、有效，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　腹腔镜；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剥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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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平
滑肌及结结缔组织组成。常见于 ３０～５０岁妇女，２０
岁以下少见。因肌瘤多无或很少有症状，临床报道发

病率远低于肌瘤真实发病率。部分患者肌瘤如大的肌

壁间肌瘤及黏膜下肌瘤由于肌瘤使宫腔增大子宫内膜

面积增加，影响子宫收缩导致经量增多、经期延长等症

状，浆膜下肌瘤带蒂者还可能出现蒂扭转等。少数患

者表现为下腹坠胀，腰酸背痛，经期加重等。子宫肌瘤

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保守治疗、手术治疗和微创治疗三

种，在微创技术没有普及之前多采用经腹或经阴道的

全子宫切除或子宫肌瘤剥除术。随着腔镜技术的不断

发展及普及，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开展越来越多，

随之出现的问题也多。现就我院自 ２０１０年 １月 －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的４６例患者
进行总结分析，剖其利弊，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入住我
院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患者 ４６例，年龄
（３５．６７±６．３１）岁，其中单发性肌瘤 ３１例，多发肌瘤
１３例，合并贫血１８例，合并高血压５例，合并卵巢囊
肿８例。４６例患者所患肌瘤在子宫中所处部位不一，
其中肌壁间肌瘤４４例，浆膜下肌瘤１例，阔韧带内肌
瘤１例，子宫后壁肌瘤１３例。最大肌瘤直径为１３．２８
ｃｍ，单例最多肌瘤数为６枚。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瘤科（刘
健，杨波，郭苏阳，李胜泽）；妇产科（杜丹丽）；２３３４００安徽省
怀远县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崔艳艳）

通讯作者：刘健，电子信箱：ｅｌｉｔｅｌｊ＠１２６．ｃｏｍ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术前要求　手术时间一般选择在月经干净后
的３～７ｄ，术前要排除宫颈及子宫内膜恶性病变，术前
行超声和妇科检查以了解肌瘤的生长部位、大小和数

量以及活动度。术前排除全身及盆腔急性、亚急性感

染，盆腔内无严重粘连，排除心肺、肝肾功能障碍。并

根据患者病情和需求，并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拟定手

术方案。

１２２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取３０°头低足高膀胱截石
位。经宫颈置入举宫器。常规穿刺建立气腹，压力维

持在１３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分别于脐孔
上缘、麦氏点，对应左侧及左耻骨联合上缘２横指旁开
２横指分别各穿刺１０ｍｍ、５ｍｍ、１５ｍｍ、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
置镜后首先观察盆腹腔，明确肌瘤大小、数量、形态以

及毗邻关系等。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剥除术式。

常规于肌瘤周围子宫肌层注入垂体后叶素（１２Ｕ）。
见子宫肌层变白后开始剥除肌瘤。剥除肌瘤主要是根

据肌瘤部位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切口。①肌壁间肌瘤
剥除：ａ．在肌瘤最突出表面切开子宫浆膜及浅肌层，切
口应深达瘤核，可借助子宫肌层的回缩作用将瘤体挤

出包膜，利于暴露和操作。ｂ．切口应与肌瘤长径平行。
ｃ．切口应与子宫角保持１ｃｍ以上的距离，以免缝合残
腔时影响输卵管开口或将其封闭。ｄ．如果肌瘤多发尽
量减少切口数目。ｅ．如遇子宫下段或宫体交界部肌
瘤，应先剪开前腹膜或后腹膜反折，推开膀胱或直肠，

防止损伤。用单极电钩于肌瘤最突出处切开子宫肌瘤

包膜，长度为肌瘤的３／４，深达瘤核，大抓钳抓住肌瘤
后，用分离钳分离肌瘤包膜，边分离助手边用双极电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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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止血。在包膜内完整分离瘤体，用吸引器仔细探

查周围有无小的肌瘤、瘤腔有无穿透宫腔。用１０可
吸收线连续褥式扣锁缝合或“８”字缝合瘤腔，并将肌
瘤包膜埋进瘤腔以压迫止血；如瘤腔较深，则分两层缝

合。②阔韧带肌瘤：阔韧带肌瘤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浆膜下肌瘤，它向阔韧带内突出，表面被覆阔韧带

的腹膜，肌瘤仅少部分与子宫壁相连，相当于一个有蒂

的浆膜下肌瘤，周围多无明显的血管供应，剥除时不会

出血，但要警惕输尿管的损伤。因此应仔细探查、辨认

肌瘤与输尿管之间的位置关系，剥除前一定要明确输

尿管走行，必要时打开后腹膜，镜下即可清晰显示输尿

管走行。完整剥除瘤体后，置入肌瘤粉碎器，剥除的肌

瘤旋切取出，冲洗盆腹腔，并植入粘连停以防止发生粘

连。

１３　评价指标　参阅相关文献，通常以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术后病率（指术后２４ｈ连续２次间隔４ｈ体
温超出３８℃）、肠功能恢复时间（以肛门排气时间计
算）来衡量手术质量。

２　结果
　　本组４６例手术均在腹腔镜下顺利完成，无子宫穿
孔及意外副损伤，术后子宫收缩好，恢复正常，无术后

子宫出血。瘤体病理组织检查结果均为平滑肌瘤。其

中手术时间（９２±２９）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４８±２７）ｍｌ、术
后病率６．９％、肠功能恢复时间（１８．５０±８．１０）ｈ。

３　讨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平
滑肌及结结缔组织组成。常见于 ３０～５０岁妇女，２０
岁以下少见。３５岁以上妇女发生率达２０％［１］，伴随当

今社会压力增加及孕育次数的减少，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手术剥除是子宫肌瘤的主要治疗方式。随着女性

婚育年龄的推迟及对生理、生活意识的提高等原因，要

求剥除肌瘤保留子宫的患者越来越多。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具有切口美观，创伤小，

术野暴露清楚，术中出血少，术后排气早，疼痛轻，发热

率低，感染少，住院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盆腔粘连少等

诸多优点［２］。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仍具有一定

的风险和弊端。主要在于：①镜下不能触摸子宫，对于
肌瘤较小以及位置较深的肌瘤容易遗漏，易引起复

发［３］。②术中止血及残腔缝合困难。③对于较大肌瘤
靠近峡部或存在盆腔粘连等因素时，容易造成子宫动

脉、输尿管及肠管等的损伤。

规避上述风险和弊端是推广应用腹腔镜剥除子宫

肌瘤途径中继续探讨的焦点。尤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术前应与患者做好充分沟通，讲清利害关系，包括小
肌瘤剔除不净的可能，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②把握适应症，一般单发，子宫增大超过２．５个月妊娠
大小，直径＜５ｃｍ的肌瘤为最佳适应症；多发，如为肌
壁间肌瘤最好不超过３个，浆膜下肌瘤可不受肌瘤大
小和数目的限制。对于位置深入阔韧带，靠近子宫下

段的宫颈肌瘤则不适合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

术［４］。因此，术前应明确诊断，了解肌瘤的位置、大小

和数目，以最大限度减少术中遗漏。同时详细了解病

史，注意有无慢性盆腔炎及手术史，结合妇检，以评估

有无严重盆腔粘连，粘连严重者不宜行腹腔镜手术。

③减少术中出血。术中出血是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
术的主要问题。出血既会增加患者创伤，又会使手术

野暴露不清楚，增加了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的几率［５］。

目前局部肌注子宫体的药物主要有催产素和垂体后叶

素，它们起到收缩子宫促进止血的作用。催产素作用

原理主要是缩宫素与子宫肌层缩宫素受体结合后，通

过增加细胞内钙离子促进子宫平滑肌收缩，但催产素

对机体的血管作用不明显。而垂体后叶素不仅能引起

子宫平滑肌的收缩还能引起血管平滑肌的收缩，注射

后子宫收缩使瘤体较正常组织苍白，瘤体更为突出，为

手术剥除肌瘤创造了条件。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证明

局部应用垂体后叶素止血作用强，利于手术操作［６］。

但垂体后叶素对微血管、小动脉、小静脉收缩作用明

显，影响患者的血液循环，因此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合

并症的患者禁用。④正确选择子宫切口可避免周围组
织损伤，快速剥除肌瘤，并顺利缝合创面，减少电凝止

血可避免子宫切口愈合不良［７］。参阅相关文献资

料［８］认为选择切口原则包括：ａ．切口应便于镜下操作，
选择切口后用电钩切开直达肌瘤组织，切口长度应充

分。ｂ．防止副损伤，尤其是阔韧带肌瘤，关键在于切口
的选择，如果肌瘤向前突出，则应选择从阔韧带前叶，

圆韧带前下方切开腹膜；如果肌瘤向后方突出，则应切

开阔韧带后叶腹膜，剥除肌瘤。术时一定要分清输尿

管的位置和走向，避免输尿管的损伤；对于宫颈后壁肌

瘤，由于宫颈后壁肌瘤的包膜一般很薄，可用超声钩或

单极电钩纵行切开包膜，用小弯钳插入包膜内，分离瘤

核与包膜间的组织。⑤手术成功的关键所在是肌瘤剥
除后创面的止血及缝合的技巧［９］。缝合方法很多，包

括单针间断、连续缝合，“８”字间断缝合及连续扣锁缝
合等方法。对于单针连续缝合由于缝线易松动，而间

断缝合打结次数增多，增加手术难度且不易打紧；以上

均存在使瘤腔剥离面闭合不紧，导致缝合后创面渗血，

从而使术中出血量增加。术者采用垂直褥式连续扣锁

缝合，这样的好处主要是使切缘内翻充填瘤腔，既压迫

了瘤腔又有利于拉紧缝线，经临床观察，止血效果好，

既节省了手术时间，又降低了术后盆腔粘连的发生率。

如瘤腔较深，分两层缝合，关闭瘤腔时可先用“８”字缝
合关闭瘤腔，再连续褥式缝合以有效减少出血量。⑥
对于剥离面较大，子宫收缩不好的患者，考虑创面缝合

后有渗血可能，术后放置盆腔引流管以利积液引流，有

效降低术后盆腔感染机率。⑦术者要有精湛的手术技
巧，助手应与主刀医师配合默契，同时选择合适的腔镜

器械，可减少副损伤的发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要选择恰当的病例，做好

充分的准备，有技术娴熟，配合默契的 （下转第７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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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ｌｅｙ导尿管在宫腔出血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陈鹃，陈雄，梁小妍

【摘　要】　目的　探讨Ｆｏｌｅｙ导尿管在球囊内注水压迫宫腔治疗宫腔内出血的疗效。方法　收集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２
年６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妇产科早孕流产出血、剖宫产术后瘢痕处妊娠（ＣＳＰ）清宫时出血、宫腔镜电切宫内
赘生物时出血病例３２例，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将Ｆｏｌｅｙ导尿管注入生理盐水４０～６０ｍｌ置于宫腔压迫止血，水囊的另一
开口接负压引流球，尿管在２４～４８ｈ取出；另一组采用传统保守治疗作为相应对照。观察两组患者间的出血情况及术
后恢复情况。结果　两组在出血量、出血时间、住院天数、住院费用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用Ｆｏ
ｌｅｙ导尿管注水压迫宫腔止血有效，为治疗早孕流产出血、ＣＳＰ清宫时出血、宫腔镜电切宫内赘生物时出血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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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孕流产出血、ＣＳＰ经药物治疗后刮宫时出血、宫
腔镜电切宫内赘生物时出血时应用药物止血往往起效

慢，出血时间长、费用较高。当大量出血传统的治疗方

法是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术，虽可保留子宫，但该方法需

设备技术，且对操作者技术要求高，在基层医院难以推

广。并且行子宫切除术治疗，此方法创伤较大，对患者

的生理及心理均造成不良的影响，患者往往无法接受。

我院采用 Ｆｏｌｅｙ导尿管注水压迫宫腔止血的方法对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早孕流产出血、ＣＳＰ刮
宫时出血、宫腔镜电切宫内赘生物时出血病例进行疗

效观察，发现 Ｆｏｌｅｙ导尿管注水压迫宫腔止血的方法
是一个及时、简便、有效、经济的止血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妇产科３２例患者其中早孕
流产出血１０例；ＣＳＰ经药物治疗后刮宫出血８例；宫
腔镜电切宫内赘生物时出血１４例（黏膜下肌瘤７例，
子宫内膜息肉７例）。随机将病例分为两组，所有研究
对象平时身体健康，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早孕流产出血、ＣＳＰ经药物治疗后刮
宫时出血、宫腔镜电切宫内赘生物时出血，研究组采用

１４Ｆ型号的Ｆｏｌｅｙ导尿管放置于宫腔内达宫底，在球囊
内注入生理盐水４０～６０ｍｌ，尿管末端连接负压吸引
球。对照组采用缩宫素、止血药等常规保守治疗。

作者单位：２００９４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妇产科
通讯作者：陈鹃，电子信箱：ｄｕｊｕａｎ３９２７＠１６３．ｃｏｍ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ｘ±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组与对照组出血量差异　研究组与对照组
之间出血量（早孕流产、ＣＳＰ刮宫、宫腔镜电切宫内赘
生物）变化见表１，之后观察３ｄ未出现阴道出血增多
情况，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研究组与对照组出血量比较（ｘ±ｓ）

组别 ｎ 年龄（岁）
早孕流产出

血量（ｍｌ）
剖宫产后子宫瘢痕

妊娠出血量（ｍｌ）
宫腔镜电切宫内

赘生物出血量（ｍｌ）
对照组 １６ ２８．３±０．０８ ２７．３±０．０５ ３９．８±０．０４ ５１．６±０．０４
研究组 １６ ２８．６±０．０５ １３．７±０．０７ ２４．０８±０．０４ １２．２±０．０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研究组与对照组出血时间、住院天数、住院费用
差异　详见表２。
表２　研究组与对照组平均出血时间、住院天数、住院费用比较（ｘ±ｓ）

组别 ｎ 出血时间（ｄ） 住院天数（ｄ） 住院费用（百元）

对照组 １６ １４．３０±０．０６ ２９．８０±０．０５ ３７．３０±０．０５
研究组 １６ １０．６０±０．０４ １６．０８±０．０４ １９．７０±０．０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一般早孕人工流产出血的原因在除外有宫腔内残
留以子宫收缩不良为主，由于开放的血窦不能关闭而

导致出血多。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ＣＳＰ）属于罕
见的异位妊娠，一次以上的剖宫产手术及刮宫术是发

生ＣＳＰ的高危因素［１－２］，近年随着剖宫产的上升，本病

发病呈上升趋势。ＣＳＰ病因目前尚不明（下转第６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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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左西孟旦治疗急性心力衰竭６２例疗效观察
郭攀，王平，孙漾丽，毛治尉，皮睿

【摘　要】　目的　探讨国产左西孟旦针治疗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将６２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实验组（ｎ＝３１）用左西孟旦针以１２μｇ／ｋｇ静脉注射１０ｍｉｎ，继以０．１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滴注５０ｍｉｎ，再增
至０．２μｇ／（ｋｇ·ｍｉｎ），持续静脉滴注２３ｈ。对照组（ｎ＝３１）用多巴酚丁胺针以２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滴注开始，１ｈ后加
至４μｇ／（ｋｇ·ｍｉｎ），持续用药２３ｈ。观察用药后的临床疗效、心脏超声学指标、脑钠肽变化及不良反应。结果　左西孟
旦临床疗效优于多巴酚丁胺；左西孟旦组改善左室射血分数和每搏输出量的程度优于多巴酚丁胺组；左西孟旦组脑钠肽

的下降程度更显著。结论　国产左西孟旦针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疗效显著，能增加心肌收缩力，不良反应少。
【关键词】　左西孟旦；急性心力衰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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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６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ｔｏ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ｇｒｏｕｐ（ｎ＝３１）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ｎ＝３１）．Ｔｈｅ
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１２μｇ／ｋｇ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１０ｍｉｎｕｔ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０．１μｇ／（ｋｇ·ｍｉｎ）ｆｏｒ
ｆｉｆｔｙｍｉｎｕｔｅｓ，ｔｈｅ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０．２μｇ／（ｋｇ·ｍｉｎ）ｆｏｒ２３ｈｏｕｒ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ｏｂｕｔａｍｉｎ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ａｔ２μｇ／
（ｋｇ·ｍｉｎ）ｆｏｒ１ｈｏｕｒ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４μｇ／（ｋｇ·ｍｉｎ）ｆｏｒ２３ｈｏｕｒ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ｂｌｏｏ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
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ＶＥＦａｎｄＳＶｉｎ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ＢＮＰ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ｉ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ｓａｆｅ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ｔｃ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ｅｖｏｓｉｍｅｎｄａｎ；Ａｃｕｔ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急性心力衰竭常危及生命，是心源性死亡的重要
原因。左西孟旦是一种新型正性肌力药，具有钙离子

增敏、开放ＡＴＰ敏感性钾离子通道和抑制磷酸二酯酶
ＩＩＩ等多重效应，可明显增加心输出量和每搏量，降低
周围血管阻力，从而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血流动力学

和缓解临床症状［１－２］。目前国内临床应用较少，本研

究应用国产左西孟旦注射液治疗急性心力衰竭患者，

以多巴酚丁胺作为对照，评价该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

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２月因急
性心力衰竭在我院心内科住院的患者６２例，随机分为
左西孟旦组３１名和多巴酚丁胺组３１名。入选标准为
１８岁以上，符合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Ⅲ ～Ⅳ
级，同时超声心动学证实ＬＶＥＦ≤０．４０；排除以下情况：
①严重心脏瓣膜病变、心包病变；②严重心律失常；③
肝肾功能不全。

１２　药物　静脉用左西孟旦针由山东齐鲁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商品名悦文；静脉用多巴酚丁胺由上海第一

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均接受正规抗心力衰竭药物治
疗，如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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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硝酸酯等。在此基础上，

左西孟旦组用左西孟旦针负荷量１２μｇ／ｋｇ静脉注射
１０ｍｉｎ，继以０．１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滴注５０ｍｉｎ，如患
者能耐受，则增量至０．２μｇ／（ｋｇ·ｍｉｎ），持续静脉滴
注２３ｈ。对照组用多巴酚丁胺针，以２μｇ／（ｋｇ·ｍｉｎ）
静脉滴注开始，如能耐受 １ｈ后加量至 ４μｇ／（ｋｇ·
ｍｉｎ），持续用药２３ｈ。
１４　疗效判定　用药２４ｈ后，患者自觉心衰症状减
轻或体检肺部音、水肿等体征减轻为有效，无变化或

恶化为无效。

１５　观察指标　两组治疗前、治疗２４ｈ后左室射血
分数（ＬＶＥＦ）、每搏输出量（ＳＶ）、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ＬＶＥＤＤ），左室收缩末期内径（ＬＶＳＤＤ）和 ４８ｈ后
ＢＮＰ水平变化。
１６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及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
验，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各基线指标比较　左西孟旦组和多巴酚丁
胺组间的年龄、性别、血压、心率、身高、体重、心力衰竭

病因（缺血性心肌病、扩张性心肌病）在两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临床疗效比较　左西孟旦组有效２５例，有效率
８１．６％；多巴酚丁胺组有效２２例，有效率７０．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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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治疗前后 ＢＮＰ的变化　两组用药２４ｈ后 ＢＮＰ
较基线均显著下降，下降值在左西孟旦组和多巴酚丁

胺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４　治疗前后心脏超声指标变化　两组基线各指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组用药２４ｈ后

与基线水平比较，ＬＶＥＦ、ＳＶ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间比较，左西孟旦组
ＬＶＥＦ、ＳＶ较多巴酚丁胺组显著增高（Ｐ＜０．０５）。各组
用药２４ｈ后与基线水平比较，ＬＶＥＤＤ、ＬＶＳＤ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心衰患者用药前后心脏超声指标和ＢＮＰ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ＬＶＥＦ（％） ＳＶ（ｍｌ） ＬＶＥＤＤ（ｍｍ） ＬＶＥＳＤ（ｍｍ） ＢＮＰ（ｐｇ／ｍｌ）

左西孟旦组　 ３１ 用药前 ３０．３５±８．０１ ６０．９１±２３．１９ ６０．２８±１１．７２ ５９．２１±１０．７８ １６９１±１４８７
用药２４ｈ后 ３５．２７±１０．８７＃ ６９．３８±２５．７７＃ ６０．８９±１０．９１ ５７．２６±１３．１２ １０９７±１３２５＃

多巴酚丁胺组 ３１ 用药前 ３１．４１±１０．５１ ６１．７５±３０．１２ ６１．８１±１２．１２ ５８．７５±１１．９２ １６８７±１３９６
用药２４ｈ后 ３３．８７±９．８５ 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６０．５６±１０．７５ ５６．６５±１１．２４ １２９０±１２７６

　　注：与同组用药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多巴酚丁胺组用药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不良反应　左西孟旦组与多巴酚丁胺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分别为１６．１％（５／３１）和１９．３％（６／３１），两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左西孟旦组常见
的不良反应为头痛、低血压以及室性早搏等，经停药或

对症治疗均得到缓解。

３　讨论
　　正性肌力药物适用于低心排量综合征，在血压较
低和对血管扩张药物及利尿剂不耐受或反应不佳的患

者有效［３］。传统的正性肌力药，如 β受体激动剂和磷
酸二酯酶抑制剂，长期应用增加心肌耗氧量，诱发心律

失常，增加患者的病死率［４］。左西孟旦作为新的正性

肌力药物，被欧洲和我国的急性心力衰竭治疗指南推

荐应用，推荐级别均为Ⅱａ类建议，Ｂ级证据［５］。它与

肌钙蛋白ｃ（ｃＴｎＣ）结合增加收缩蛋白对钙离子的敏感
性，增加心肌收缩力，而不增加细胞内环磷酸腺苷或钙

离子浓度，不影响心率，不增加心肌耗氧量；同时激活

血管平滑肌上的 ＡＴＰ敏感性钾通道而起到扩张冠状
动脉、肺血管和外周血管的作用，从而降低心脏的前后

负荷［６－７］。

本研究显示左西孟旦和多酚丁胺均可增加患者的

ＬＶＥＦ和ＳＶ，但前者的作用较后者显著，可即刻改善急
性心衰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国内研究用 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
管检查急性心衰患者的数据显示，左西孟旦治疗２４ｈ
后，肺动脉嵌顿压和外周血管阻力降低，心输出量和心

脏指数升高，且作用均较多巴酚丁胺组显著［８］。左西

孟旦较多巴酚丁胺能更好地改善急性心衰患者的血流

动力学，能增加心肌收缩力的同时扩张周围血管。本

研究显示，左西孟旦组临床有效率高于多巴酚丁胺组，

也来自于其迅速降低肺动脉嵌顿压和增加心输出量的

作用。

ＢＮＰ是由心室分泌的心脏激素，能敏感反应心功
能状态，预测心衰患者的预后［９］。该试验中，左西孟旦

组ＢＮＰ下降幅度大于多巴酚丁胺组，这与国外的研究
结论一致。ＳＵＲＶＩＶＥ研究入选了１３２７例急性心力衰

竭患者，结果表明左西孟旦较多巴酚丁胺显著且持续

降低用药后２４ｈ、３ｄ、５ｄ的 ＢＮＰ水平［１０］。这说明左

西孟旦给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神经内分泌方面带来更

好益处，从而改善心衰患者预后。

短期静脉应用左西孟旦治疗急性左心衰竭会越来

越受到重视，但其长期应用和对远期临床效果的影响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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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颅脑外伤患者血糖与 ＧＣＳ评分及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周峰，刘志祯，蔡华忠

【摘　要】　目的　比较颅脑创伤患者的早期血糖水平与 ＧＣＳ评分及 ＧＣＳ预后评分的关系，了解早期血糖的变化规律
与创伤的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　对急诊抢救和入住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的机械性颅脑创伤患者的ＧＣＳ评分行回顾性
分析，在入院次日晨及第３日晨分别采取血标本，对伤后患者的预后情况行 ＧＣＳ预后评分。结果　创伤组平均血糖值
与对照组比较，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创伤组中Ａ组平均血糖值与Ｂ组比较，Ａ组明显低于
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与Ｂ组患者行ＧＣＳ评分以及ＧＣＳ预后评分比较，显示 Ｂ组患者 ＧＣＳ评分及
ＧＣＳ预后评分均低于Ａ组，且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 Ｐ值均 ＜０．０５）。结论　颅脑外伤病人伤后行血糖监
测，可反映出患者伤情及预后，反之可根据患者伤后ＧＣＳ评分推断发生应激性高血糖的可能。
【关键词】　应激性高血糖；格拉斯哥评分；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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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交通、建筑和工矿企业的快速发展，创伤
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在全身各部位创伤中，脑

损伤的致死和致残率居于首位［１］，它是急诊科常见外

伤之一。患者受创伤后其中一些会表现出血糖值的升

高，即为应激性高血糖。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主要与

神经激素调节异常、神经内分泌的改变、细胞因子的大

量释放以及胰岛素抵抗等有关［２］。格拉斯哥评分

（ＧＣＳ评分）为颅脑外伤病人常用的临床评测方法，本
文将探讨脑外伤后血糖变化与患者的 ＧＣＳ评分以及
与患者的疾病预后之间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６０例创伤患者选自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１月我院急诊科和神经外科病房接诊的
机械性创伤患者。入选标准：①年龄≥１６岁；②受伤
到住院＜４ｈ；③需要入住神经外科监护或治疗；④除
外身体其他部位的严重伤；⑤血糖化血红蛋白回报在
正常范围；⑥既往无糖尿病病史。所有患者均给予积
极的治疗，如液体复苏、氧气吸入、控制出血、清创、脑

室减压等。临床将空腹血糖６．９ｍｍｏｌ／Ｌ及随机血糖
１１．１ｍｍｏｌ／Ｌ作为判断应激性高血糖标准［３］。所以根

据患者血糖值将患者分成两组将血糖值在 ＜６．９

作者单位：２１２０００江苏省镇江市，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周峰，电子信箱：ｚｈｏｕｆ４０４８９１２３１＠１２６．ｃｏｍ

ｍｍｏｌ／Ｌ设为Ａ组，≥６．９ｍｍｏｌ／Ｌ设定为Ｂ组。同时，
前瞻性地收集记录临床资料（包括实验室数据、血标

本），回顾性分析血糖值和预后。对患者的预后采用

ＧＣＳ预后评分，其中５分为恢复正常生活，尽管有轻度
缺陷；４分为残疾但可独立生活，能在保护下工作；３分
为清醒、残疾，日常生活需要照料；２分为植物生存，仅
有最小反应；１分为死亡。对照组选取本院体检中心
的无糖尿病史患者５０例，在年龄、性别等方面与创伤
组均无差异。创伤组平均血糖值７．０±０．９，对照组为
５．４±０．６，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２　检测方法　伤后次日晨及第３日晨采取患者血
标本，行空腹血糖监测和血糖化血红蛋白监测。取２
次血糖值得平均值。血糖检测仪为：日本奥林巴斯全

自动生化仪，试剂采用３Ｖ公司生产的葡萄糖氧化酶
法测定的试剂盒。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仪为：日本

ＡＲＫＲＡＹ公司的血糖仪，试剂为该公司的ＥＬＵＥＴ试剂
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非参数秩和检查。

２　结果
　　本研究中，Ａ组１２０例，Ｂ组４０例，两者在年龄及
性别之间无差异，其中 Ａ组平均血糖值５．９±１．４，Ｂ
组９．３±１．６，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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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组与Ｂ组的ＧＣＳ评分的统计学分析发现，两组之间
的 ＧＣＳ评分行统计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而ＧＣＳ预后评分之间行统计学比较差异也有
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
表１　不同血糖值组ＧＣＳ评分与预后评分的比较

组别 ＧＣＳ评分 预后评分

Ａ组 １３．５±０．６ ４．６±０．２
Ｂ组 ６．８±１．２ ２．６±０．８
ｔ值 ２４．２ ４．８
Ｐ值

!

０．０５
!

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大量研究显示，重症颅脑外伤患者伤后会出
现血糖的增高。其原因可能如下：①伴随重症颅脑损
伤后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中枢功能的调节功能下降，

可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细胞因子调控失常，依赖

于神经调节的胰岛素效应器官如肝脏及肌肉组织受体

敏感性下降，从而加重胰岛素抵抗，增加了应激性高血

糖症的发生率。②颅脑损伤后往往并发脑水肿，引起
颅内压增高和脑组织缺氧；另一方面，颅内病灶直接或

间接压迫可使颅内结构变形和移位，均可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下丘脑－垂体 －靶腺轴的结构及其功能，从而
引起高血糖，高血糖使脑组织内葡萄糖浓度增高，在缺

血缺氧状态下，葡萄糖无氧酵解途径激活，酸性产物聚

积，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水肿、坏死，又可加重脑水

肿［４］。③伤后由于大量蛋白质丢失，能量消耗增加。
同时，因有效循环血容量降低和外周血管收缩，导致组

织缺氧，耗能途径异常，从而下丘脑－肾上腺髓质系统
被激活，血中儿茶酚胺（ＣＡ）等介质大量释放，导致胰
高血糖素分泌增加的同时又抑制了胰岛素的分泌，前

者使肝糖原大量分解，而后者又使血糖的利用降

低［５－６］。

危重症应激高血糖患者存在着明显的胰岛素抵

抗，主要是通过ＩＫＫ／ＮＦκＢ通路、ＣＪｕｎ氨基末端激酶
（ＪＮＫ）通路以及细胞因子信号抑制物（ＳＯＣＳ）通路，通
过通路的激活，从而阻碍酪氨酸磷酸化，导致胰岛素抵

抗［７－８］。胰岛素抵抗发生于受体水平以及受体前、后

的各环节。循环中胰岛素水平增高及骨骼肌胰岛素传

导信号活性增强等均提示外周胰岛素抵抗在应激性高

血糖症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应激后糖异生增强，使糖

酵解、脂肪动员及蛋白质分解产生的底物在肝脏合成

葡萄糖，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另一原因。同时，应激时

所产生的多种细胞因子（ＩＬ６、ＩＬ１、ＴＮＦ等）在应激后
胰岛素抵抗的产生发挥一定作用［９］。危重患者 ＴＮＦ
和ＩＬ６异常升高，ＴＮＦ和ＩＬ６不仅导致强烈的致炎反
应，还介导了胰岛素抵抗。此外药物及胃肠外营养等

因素也可能参与创伤患者高血糖的发生，引起应激性

高血糖症。

本研究将伤后血糖值与 ＧＣＳ评分以及 ＧＣＳ预后
评分相关联，从而分析其间的相互联系。格拉斯哥昏

迷评分法（ＧＣＳ，ＧｌａｓｇｏｗＣｏｍａＳｃａｌｅ）是急诊科脑外伤
患者常用伤情评估方法。其包括运动能力、语言能力

和睁眼能力。昏迷程度以三者分数相加来评估，得分

值越高，提示意识状态越好，以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法

（ＧＣＳ）来判断患者的意识情况，比较客观。格拉斯哥
昏迷评分法最高分为１５分，最低为３分，分数越低则
意识障碍越重。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颅脑外伤病人伤后

会出现血糖值的升高，通过外伤组与对照组的数据分

析可见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通过不同血糖值

组别的比较发现，两组之间的统计学比较显示不同血

糖值组的ＧＣＳ评分及ＧＣＳ预后评分之间差异显著，伤
后高血糖值组的 ＧＣＳ评分及 ＧＣＳ预后评分均低于低
血糖值组，从而显示伤后血糖值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患者的伤情严重程度。相关研究显示，持续性高

血糖会破坏神经细胞的结构和功能［１０］。随着应激程

度的加重，伤后出现应激性高血糖，而应激程度与疾病

严重成正相关。从而我们可以从伤后血糖值水平一定

程度上推断疾病严重程度以及患者的预后情况。另一

方面，患者伤后 ＧＣＳ评分可以在伤后立即得出，我们
亦可以从ＧＣＳ评分的严重程度来预测患者是否会发
生应激性高血糖，从而能够早期预测，早期诊断，及时

治疗应激性高血糖，防止因其而造成疾病进一步加

重［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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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脑肿瘤、脑动脉瘤术后高压氧治疗的意义
林琳，赵迎春

【摘　要】　目的　探讨脑肿瘤、脑动脉瘤术后高压氧（ＨＢＯ）治疗的意义。方法　将４２例 ＨＢＯ治疗的脑瘤、脑动脉瘤
术后患者设为ＨＢＯ组，将病情相似未作ＨＢＯ治疗的４０例患者设为对照组，两组均常规药物治疗。结果　ＨＢＯ组临床
症状体征改善的总有效率８５．７％，对照组６５．０％，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ＢＯ治疗后ＦＭＡ评分较治疗前
改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ＤＬ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ＨＢＯ组与对照组治疗后ＦＭＡ、ＡＤＬ评分比较，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ＢＯ组内病程＞３０ｄ者总有效
率、显效率低于３０ｄ内各组。结论　ＨＢＯ综合治疗优于常规药物治疗，ＨＢＯ治疗越早越好。
【关键词】　脑肿瘤；脑动脉瘤；高压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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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ＦＭＡａｎｄＡＤ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ＨＢ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０．０５）；ＩｎＨＢＯ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３０ｄａｙｓ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ａｃｏｕｒｓ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３０ｄａｙ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ＢＯ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ＢＯｂｅｇｉｎ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ｂｅｔｔｅｒ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ａｉｎｔｕｍｏｒｓ；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Ｈｙｐｅｒｂａｒｉｃｏｘｙｇｅ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脑肿瘤、脑动脉瘤术后常遗有神经、认知功能障
碍，如肢体偏瘫、记忆力、语言障碍等，除残疾外，重者

可致死亡或植物状态。现将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５
月本院高压氧综合治疗脑肿瘤、脑动脉瘤术后４２例患
者与同期病情相似仅用药物治疗的４０例患者比较，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所有患者为住院病人，随机分两组，
ＨＢＯ组４２例：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２０～７７岁，
平均４８．２１岁；对照组４０例：男性２１例，女性１９例，
年龄１７～７５岁，平均 ４９．１８岁。所有患者经 ＣＴ或
ＭＲＩ和术后病理诊断确诊，脑肿瘤均全部切除。高压
氧（ＨＢＯ）组术后７～４０ｄ行 ＨＢＯ。两组患者病种、病
情、病程基本相似，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可

比性。ＨＢＯ组无高压氧治疗禁忌症。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术后均予脱水剂、神经营养
剂、促醒剂和止血药，脑动脉瘤术后予尼莫地平抑制脑

血管痉挛，ＨＢＯ组除药物外加ＨＢＯ。采用中型空气加
压舱，升压１５ｍｉｎ，加压至０．２ＭＰａ，稳压时面罩吸氧
６０ｍｉｎ，休息２次共１０ｍｉｎ，后减压出舱，每天１次。一
疗程为１０次，一般３疗程，平均２４次。
１３　疗效标准　痊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生活自理。

作者单位：２０１６０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高压氧科
通讯作者：赵迎春，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ｃｈｕｎ９０７７＠１６３．ｃｏｍ

显效：症状体征大部分消失，生活部分自理。有效：症

状体征好转但生活不能自理。无效：症状体征无好转。

总有效率 ＝（痊愈 ＋显效 ＋有效例数）／总例数 ×
１００％，显效率＝（痊愈 ＋显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
对肢体功能障碍者用 ＦＭＡ评分：上肢０～６６分，下肢
０～３４分。ＨＢＯ组２６人偏瘫，对照组２５人偏瘫。治
疗前及治疗后２月做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生活量表（ＡＤＬ）评
分，评价 ＨＢＯ组及对照组治疗前后生活自理情况。
ＦＭＡ、ＡＤＬ评分由经过训练的同一位康复科医生完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计数采用χ２

检验，计量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ＨＢＯ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脑瘤、脑动脉瘤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ＨＢＯ组 ４２ ９ １７ １０ ６ ８５．７

对照组 ４０ ２ ８ ８ １４ ６５．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ＦＭＡ、ＡＤＬ评分比较　ＨＢＯ
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ＨＢＯ组治
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ＨＢＯ组
ＦＭＡ、ＡＤＬ评分明显好转优于对照组。
２３　ＨＢＯ组患者不同病程的疗效结果　ＨＢＯ组病
程＜１４ｄ１２例，治愈３例、显效６例、有效３例、无效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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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显效率 ７５％，总有效率 １００％；病程 １５～３０ｄ２０
例，治愈４例、显效８例、有效６例、无效２例，显效率
６０％，总有效率９０％；病程 ＞３０ｄ１０例，治愈２例、显
效３例、有效１例、无效４例，显效率５０％，总有效率
６０％。ＨＢＯ疗效与病程相关，＞３０ｄ显效率、总有效
率明显低于其他组（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脑瘤、脑动脉瘤患者治疗前后ＦＭＡ、ＡＤＬ评分比较

组别 ｎ 时间 ＦＭＡ评分上肢 下肢 ＡＤＬ评分

ＨＢＯ组 ４２治疗前 ２１．７８±１０．５６ １０．０４±１１．１７ ３３．２１±５．３４
治疗后 ３７．８５±８．９１＃ ２６．７６±９．２８＃ ４６．８２±１０．０２＃▲

对照组 ４０治疗前 １９．３２±９．３５ ９．１６±１０．５９ ３１．９８±４．３０
治疗后 ２４．２７±１０．４９ １２．１７±８．９０ ３５．０１±１１．３２

　　注：与ＨＢＯ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治疗

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脑肿瘤、脑动脉瘤在颅腔内不断生长压迫周围组
织，出现脑水肿及神经压迫症状。９０％颅内肿瘤出现
颅高压症状［１］。颅脑术后仍存在不同程度脑水肿，脱

水剂作用时间短易反跳，脑水肿缓解不完全致颅压高，

加重脑损伤。手术虽解除脑组织受压，但易损伤穿过

瘤体或周围的正常血管，血管损伤使血栓形成，术中牵

拉刺激血管致脑血管痉挛继发性脑梗死。手术难免损

伤邻近脑组织。由此造成脑水肿、缺血、脑血管痉挛及

神经损伤程度决定患者致残率及生存质量，其核心是

脑缺氧致一系列病理形态和功能的改变。

由表１、２结果知脑肿瘤、脑动脉瘤术后除药物外
介入高压氧治疗比单纯药物疗效更好。针对以上发病

机制，ＨＢＯ的机理可能是：①降颅压，改善脑缺氧。
０．２ＭＰａＨＢＯ下正常脑血管收缩２１％，脑血流量减少
２５％［２］，脑水肿减轻，颅压降低３６％［２］，血氧含量达２３
ｍｌ／１００ｍｌ，血氧分压１８２ｋＰａ，为常压下１４倍［３］。另

血氧有效弥散半径增加，进一步减轻脑缺氧，打断脑缺

氧－脑水肿－颅高压的恶性循环。颅压降低阻断了后
续反应对正常及可逆性脑细胞的损伤［４］。脑组织溶解

氧增多可纠正低氧引起的酸中毒，利于神经细胞修复。

②缩短昏迷时间。０．２ＭＰａＨＢＯ下椎－基底动脉血流
增加１８％［２］，脑５羟色胺代谢增加，激活上行网状结
构，脑皮质电活动增强、时间延长，提高觉醒水平及恢

复相应神经功能。③解除脑血管痉挛。ＨＢＯ抑制脑
内皮素和血管紧张素（强烈缩血管的一类物质［５］）的

合成与释放，促进脑血管扩张介质 ＮＯ的合成和释放；
使脑内缺血组织的血管扩张而改善供血供氧，通过反

馈调节解除了脑血管痉挛。④促进血栓吸收，改善微
循环。ＨＢＯ下凝血系统被抑制，抗凝系统被激活，溶
纤维蛋白活性升高２０％，血小板凝聚降低，红细胞量
减少，全血粘度下降，血流速度加快，利于血栓溶解［３］；

减轻血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粘附，促成纤维细胞转化和

侧支循环建立，改善微循环。⑤清除自由基，减少细胞
凋亡。颅脑术后脂质过氧化反应产生大量自由基，破

坏细胞膜的稳定性和通透性，加剧脑水肿。０．２ＭＰａ
ＨＢＯ下超氧化歧化酶、过氧化物酶等含量提高，增强
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能力，减少对脑组织损伤［２］；上调

Ｂｃｌ２蛋白，下调 Ｂａｘ蛋白表达［６］，抑制缺血区细胞凋

亡，促进轴突再生。⑥降低 Ｃａ２＋浓度。ＨＢＯ恢复
Ｎａ＋Ｋ＋ＡＴＰ酶的活性，Ｌ型钙通道开放数目减少，
Ｃａ２＋内流受抑，使脑细胞内 Ｃａ２＋浓度下降［７］，脑损伤

减轻。⑦影响内源性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研究表
明ＨＢＯ治疗颅脑损伤大鼠时脑内内源性神经干细胞
增多且神经干细胞迁移到损伤部位分化为成熟的神经

元［８－９］，修复损伤的脑组织。

临床上排除颅脑术后出血及禁忌症外，介入 ＨＢＯ
越早越好。ＨＢＯ疗效与病程相关，早期 ＨＢＯ使缺氧
改善，有氧代谢顺利进行致神经功能恢复，毛细血管再

生和侧支循环形成等挽救病灶周围“缺血半影区”内

可逆性脑组织，减少炎性因子，恢复脑功能［１０］。若得

不到及时医治，该区脑细胞最终死亡。

高压氧与肿瘤复发的关系 近来大多数研究表明

ＨＢＯ对肿瘤的生长、转移无影响。故对脑肿瘤未全切
患者，若病情允许可结合放、化疗进行Ｈ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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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腔内修复术治疗急慢性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夹层的临床研究
郗二平，朱健，朱水波，张瑜，许贵华，王荣平，袁雯

【摘　要】　目的　探讨主动脉腔内修复术（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ｏｒｔ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ＥＶＡＲ）治疗急慢性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主动脉夹层（Ａｏｒ
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Ｄ）的临床思路。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９月的３９７例行ＥＶＡＲ治疗的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主动
脉夹层（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Ｄ）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发病时间分为急性 ＡＤ组（病程 ＜２周）和慢性 ＡＤ组（病程≥２
周），比较患者性别构成比、年龄，入院时收缩压、术前胸腔积液发生率、术前死亡率、术后死亡率、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

率。结果　急性ＡＤ组２１６例，慢性ＡＤ组１８１例，手术成功率１００％。两组无统计学差异的指标有性别构成比（χ２＝
０．１１１，Ｐ＝０．７３９）、年龄（ｔ＝２．４３４，Ｐ＝０．８６６）；急性 ＡＤ组高于慢性 ＡＤ组的指标有入院时收缩压（ｔ＝３．４０９，Ｐ＝
０．００１）、术前胸腔积液发生率（χ２＝２１．２０７，Ｐ＜０．００１）、术前死亡率（χ２＝１９．５４６，Ｐ＜０．００１）、术后死亡率（χ２＝６．０７７，
Ｐ＝０．０１４）；慢性ＡＤ组高于急性ＡＤ组的指标有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χ２＝４．３１４，Ｐ＝０．０３８）。结论　ＥＶＡＲ治疗急
慢性ＡＤ的临床思路不尽相同，急性ＡＤ患者死亡风险相对较大、胸腔积液发生率高，慢性 ＡＤ患者术后并发症相对较
多。

【关键词】　主动脉夹层；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动脉瘤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３．１　Ｒ６５４．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６８６０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ｏｆ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ｏｒｔ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ＸＩＥｒｐｉｎｇ，ＺＨＵＪｉａｎ，
ＺＨＵＳｈｕｉｂｏ，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ｕｈ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ｏｍｍａｎｄ，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ｏｒｔ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ＥＶＡＲ）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ｏｒ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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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ｖ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ＥＶＡ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２１６ｃａｓｅｓｉｎａｃｕｔｅＡ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１８１ｃａｓｅｓ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Ｄ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ＥＶＡＲ．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ｘｒａｔｉｏ（χ２＝０．１１１，Ｐ＝０．７３９）ａｎｄａｇｅ（ｔ＝２．４３４，Ｐ＝０．８６６）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ＡＤｇｒｏｕｐ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Ｄ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ｔ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３．４０９，
Ｐ＝０．００１），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ｔ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χ２＝２１．２０７，Ｐ＜０．００１），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χ２＝１９．５４６，Ｐ＜
０．００１）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χ２＝６．０７７，Ｐ＝０．０１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Ｄｇｒｏｕｐ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ａｃｕｔｅＡＤ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ＥＶＡＲ（χ２＝４．３１４，Ｐ＝０．０３８）．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ｗａｓｎｏｔ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ｙｓｉｎＥＶＡＲ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Ｄ．ＩｎａｃｕｔｅＡ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ｉｒ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ｎ
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ｄｅａｔｈ．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ＥＶ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ｏｒｔ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Ａｎｅｕｒｙｓｍ

　　主动脉瘤分为夹层动脉瘤（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Ｄ）、
假性动脉瘤、真性动脉瘤［１］，其中以 ＡＤ最为多见。
ＡＤ是一种病情变化很快的灾难性疾病，根据症状出现
的时间长短分为急性期ＡＤ（病程＜２周）和慢性期ＡＤ
（病程≥２周）［２］。国内报道 ＡＤ年发病率为 ５～１０／
１００万人口。如不经有效治疗，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 ＡＤ的急
性期病死率达２７．４％以上。随后急性 ＡＤ转为慢性
ＡＤ，长期随访慢性 ＡＤ仍有较高的死亡风险［３］。主动

脉腔内修复术（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ｏｒｔ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ＥＶＡＲ）是近
年来开展并迅速发展的一项用于 ＡＤ治疗的新技
术［４－５］。我科自 ２００５年开展此项技术以来，至 ２０１１
年９月收治３９７例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ＡＤ患者（其中１１３例
为外院会诊病例）。本文就 ＥＶＡＲ治疗急性和慢性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ＡＤ进行临床研究。

基金项目：武汉市科技攻关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６１０３８３４６）；２０１０年度军
队临床高新技术重大项目（２０１０ｇｘｊｓ０３６）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７０湖北省武汉市，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心胸外科
通讯作者：朱水波，电子信箱：ｚｈｕｄａｎｄａｎ２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３９７例，均为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
ＡＤ患者（包括５例创伤性 ＡＤ患者）。其中男性２７３
例，女性１２４例。按照症状出现的时间长短分为急性
期ＡＤ组（病程＜２周）和慢性期ＡＤ组（病程≥２周）。
急性ＡＤ组２１６例，年龄２７～６８岁（平均５０．０４岁）；
慢性ＡＤ组１８１例，年龄３０～７１岁（平均５２．１５岁）。
在入院时通过ＣＴ或 ＣＴＡ检查均获得了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
ＡＤ的诊断。在行 ＥＶＡＲ时，所使用的动脉鞘、导丝、
输送器及支架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美国 ＣＯＯＫ
公司、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产品。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入院后立即告病危入住重症监
护病房监测血压、心率、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同时使

用β受体阻滞剂和血管扩张剂，控制收缩压＜１３０ｍｍ
Ｈｇ，心率６０～７０次／ｍｉｎ，必要时应用吗啡缓解患者疼
痛。当无手术禁忌症、术前准备完成后，在导管室进行

ＥＶＡＲ。
ＥＶＡＲ方法［６－７］为局部浸润麻醉或全身麻醉、心

电监护下，患者仰卧位，行左侧肱动脉穿刺，全身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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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１ｍｇ／ｋｇ），置入动脉鞘，猪尾导管送入升主动脉备
用。暴露一侧股动脉并穿刺，依次置于动脉鞘、猪尾导

管，在导丝牵引下送入升主动脉。造影确认主动脉破

口位置后，依据ＣＴＡ和ＤＳＡ检查结果选择覆膜支架的
直径比主动脉大１０％ ～２０％。股动脉阻断后切开，交
换０．０３５英寸的Ａｍｐｌａｔｚ超硬导丝。支架体外排气后，
沿超硬导丝将支架在透视下缓慢向前推送到主动脉

弓，根据ＤＳＡ所见破口位置，控制血压下释放支架。
退出输送鞘，再次造影满确认主动脉破口已封闭，无明

显内漏，用６０ｐｒｏｌｅｎｅ线修补股动脉，并加压包扎。
术后回 ＩＣＵ监护，给予预防感染、补液、止痛等治

疗。合并胸腔积血的，视患者呼吸功能，予以间断分次

行胸腔穿刺或闭式引流。术后１周复查主动脉 ＣＴＡ，
确认主动脉破口修复良好，支架位置形态正常后出院。

术后第１年的３月、６月、１２月，以后至少１次／年复查
随访ＣＴ和／或ＣＴＡ。
１３　观察指标　入院时各组患者收缩压、术前胸腔积
液发生情况、术前死亡数、术后死亡（支架植入后３年
内）数、术后严重并发症（包括严重内漏、截瘫、急性肾

功能衰竭、夹层逆行撕裂、支架严重移位但除外死亡病

例）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计数
资料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ｘ±ｓ）来表示，两组间计
量资料均数的比较采用ｔ检验。以α＝０．０５作为检验
水准。

２　结果
　　急性 ＡＤ组２１６例，慢性 ＡＤ组１８１例，手术成功
率１００％。两组无统计学差异的指标有性别构成比
（χ２＝０．１１１，Ｐ＝０．７３９）、年龄（ｔ＝２．４３４，Ｐ＝０．８６６）；
急性 ＡＤ组高于慢性 ＡＤ组的指标有入院时收缩压
（ｔ＝３．４０９，Ｐ＝０．００１）、术前胸腔积液发生率（χ２＝
２１．２０７，Ｐ＜０．００１）、术前死亡率（χ２＝１９．５４６，Ｐ＜
０．００１）、术后死亡率（χ２＝６．０７７，Ｐ＝０．０１４）；慢性 ＡＤ
组高于急性 ＡＤ组的指标有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
（χ２＝４．３１４，Ｐ＝０．０３８）。具体见表１。

表１　急性ＡＤ组和慢性ＡＤ组观察指标的比较情况

组别 ｎ 男性（例） 年龄（例） 收缩压（ｍｍＨｇ） 胸腔积液（例） 术前死亡数（例） 术后死亡数（例） 术后严重并发症数（例）

急性ＡＤ组 ２１６ １４７ ５０．０４０±８．９９６１６１．０７０±１７．５３７ ３２ ２５ １０ ３
慢性ＡＤ组 １８１ １２６ ５２．１５０±８．０８５１５５．２４０±１６．３１１ ３ １ １ ９
Ｐ值 ０．７３９ ０．８６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８

３　讨论
　　动脉夹层过去称夹层动脉瘤（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
ｅｕｒｙｓ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发现动脉夹层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夹层动脉瘤，而是动脉壁中层坏死后撕裂、分

离的真假腔形成，其内形成血肿。故现在对于 ＡＤ改
称为主动脉夹层血肿（Ａｏｒｔｉｃ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ｍａｔｏｍａ）或主
动脉夹层分离，简称主动脉夹层（ＡＤ）［８］。

ＡＤ是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的灾难性疾病，如不
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常造成严重后果［９］。ＥＶＡＲ治疗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ＡＤ的近远期效果显著优于传统的开胸手
术和药物保守治疗早已得到证实［１０］。但对于急性 ＡＤ
和慢性 ＡＤ，国外学者的治疗思路有较明显的争
议［１１－１３］。对于慢性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ＡＤ，多数学者观点趋
向一致，认为只要夹层有破裂的可能性、合并内脏缺

血、疼痛不能缓解、血压不易控制等情况之一的就应行

ＥＶＡＲ治疗；而对于急性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 ＡＤ，他们认为发
病后若血压、疼痛易控制，无合并内脏、肢体缺血，肝肾

功能正常，主张保守治疗１周左右，因为处于急性期的
ＡＤ血流持续冲击新鲜的裂口创面易造成夹层假腔继
续增大甚至是破裂。另外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状态不稳

定，动脉壁充血水肿，裂口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进行腔

内支架修复并不适宜。

本组资料共纳入３９７例病例，入院至术前死亡２６
例（６．５％），与国内报道的没有获得有效治疗的ＡＤ死
亡率（２７．４％以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说明我科在治疗ＡＤ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临床
经验。本组资料显示 ＥＶＡＲ成功率 １００％，术后死亡
１１例（１１／３９７），发生严重并发症１２例（１２／３９７），这明
显优于传统的开胸人工血管移植术。近来，ＥＶＡＲ应

用于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 ＡＤ的成功经验报道越来越多。随
着操作技术的进步、经验的积累，血管支架及释放系统

的技术不断改进，急性期不应成为ＥＶＡＲ的禁忌证［３］。

本组资料急性ＡＤ和慢性ＡＤ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构成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为两组资料的其它
指标的比较提供了分组科学的根据。

有研究指出，８０％以上主动脉夹层患者有高血压
病史，因此认为高血压是主动脉夹层的发病基础，而主

动脉夹层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并发症［１４］。本组资料

中，急性ＡＤ组患者入院时收缩压明显高于慢性ＡＤ组
（Ｐ＜０．０５）。其可能机制可能是：①血压突然增高可
增加血管内膜切应力，导致动脉壁中层破裂，使得已有

结构变化的主动脉壁发生急性 ＡＤ；②ＡＤ形成由于疼
痛、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ＲＡＡＳ）高度激活
致血压急剧增高。９０％以上的 ＡＤ患者急性期血压增
高，收缩压增高更为明显。

与ＡＤ相关的胸腔积液发生率，在急性ＡＤ组高于
慢性ＡＤ组（Ｐ＜０．０１），往往是夹层破裂的先兆，可见
急性期主动脉夹层病情较慢性期主动脉夹层危重，所

以术前死亡率也明显高于慢性 ＡＤ组（Ｐ＜０．０１）。本
研究发现行ＥＶＡＲ治疗后急性 ＡＤ组死亡率高于慢性
ＡＤ组（Ｐ＜０．０５），其原因可能是处于急性期 ＡＤ患者
病情危重，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状态不稳定，动脉壁充血

水肿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血管组织脆弱，损伤的主动脉

壁容易在 ＥＶＡＲ术中受损伤［３］，故行 ＥＶＡＲ治疗难度
较慢性期ＡＤ相对更大。

本研究同时发现慢性 ＡＤ组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
率高于急性ＡＤ组（Ｐ＜０．０５）。这可能是：①慢性 ＡＤ
患者的假腔较大，其压迫周围脏器、血管、神经产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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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②慢性ＡＤ患者的假腔较大，存在较高压力导致
支架不能完全释放，使得真腔相对缩小，进而产生一系

列远端器官缺血并发症；③近端直径往往因假腔而扩
张（而急性ＡＤ往往是正常），容易导致支架移位产生
并发症。

总之，与传统开胸人工血管置换相比 ＥＶＡＲ治疗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ＡＤ创伤小，严重并发症少，康复快，住院
时间短，疗效确切，急性期 ＡＤ不应成为 ＥＶＡＲ的禁忌
证［３］。但ＥＶＡＲ治疗急慢性 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 ＡＤ的临床
思路不尽相同，急性ＤｅｂａｋｅｙⅢ型ＡＤ患者死亡风险相
对较大、胸腔积液发生率高，慢性 ＡＤ患者 ＥＶＡＲ后并
发症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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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目前大多数认为主要是与剖宫产术后引起的子宫

内膜修复不全、血供减少、子宫切口愈合不良、瘢痕裂

开有关［３－４］。剖宫产术后愈合不良的切口瘢痕，可能

存在一些微小裂隙，受精卵可能通过这些微小裂隙侵

入子宫肌层，受精卵在子宫肌层着床后，在刮宫时断裂

的血管因肌层收缩差不能自然关闭，常发生大出血。

宫腔内赘生物多、蒂部宽，血管丰富，宫腔镜下电切时

容易出血，当宫腔镜术中宫腔内出血多时，影响视野，

无法准确地对出血部位进行电凝止血。有时时间较快

的大出血可导致休克，当以上情况出现出血多时，甚至

须子宫切除来挽救生命。但行子宫切除造成器官的缺

失，会造成患者身心的双重创伤［５－６］。

Ｆｏｌｅｙ水囊取材于 Ｆｏｌｅｙ双腔导尿管的球囊，原本
在导尿中起固定作用，球囊的表面光滑，可塑性强，在

宫腔内形成的压力均匀。宫腔内应用 Ｆｏｌｅｙ导尿管的
球囊注水压迫止血的原理是球囊内注水形成的压力超

过子宫血管的压力，使接近球囊的子宫壁血管破口缩

小或闭合，实现物理止血，继之血流减慢，血小板、纤维

蛋白、红细胞可迅速形成血栓，促进化学止血，使出血

停止。水囊压迫止血迅速，在产后出血治疗应用中取

得良好效果［７］。孙文洁等［８］报道应用 Ｆｏｌｅｙ水囊在剖
宫产后瘢痕妊娠治疗中是有效的。

ＣＳＰ经甲氨蝶呤、米非司酮等药物治疗后，当血β
ＨＣＧ下降至５０００ＩＵ／Ｌ以下，可考虑在超声引导下行
刮宫术［９－１０］。研究组患者在早孕人流、ＣＳＰ药物治疗
后刮宫及宫腔镜电切宫内赘生物出血时，第一时间应

用Ｆｏｌｅｙ水囊注水压迫，与对照组患者常规应用缩宫
素及止血药治疗在出血量、出血时间、住院天数、住院

费用上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Ｆｏｌｅｙ导尿管的球囊注水压迫治疗宫腔
内出血是一种有效的、方便的、简单的治疗宫腔内出血

的方法，降低了子宫切除的几率，并且减少了出血量，

缩短了出血时间及住院天数，从而减少了住院费用。

可以在急性出血又没有条件介入治疗的情况下应用，

效果满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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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酒精性心肌病治疗近期随访评估
刘艳阳，张世新

【摘　要】　目的　观察、评价酒精性心肌病（ＡＣＭ）的治疗疗效及预后。方法　对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４月于内蒙古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５２例酒精性心肌病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１年进行心脏超声检查，对左室舒张末径、射血分
数进行治疗前后的对比分析，入选病例均为男性，年龄３６～６１岁，饮酒年限７～３０年，饮中、高度白酒日均约２５０～５００
ｍｌ，入选病例在入院时均有心力衰竭的临床表现，并排除由冠心病等其他心脏疾病导致的心力衰竭。结果　５２例患者
在忌酒及规律药物治疗后心功能衰竭的临床症状明显好转，左室舒张末径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由治疗前的（６３．０±
５．３）ｃｍ恢复为（４９．０±４．８）ｃｍ；射血分数均有提高，由治疗前的（２４．６±１３．４）％恢复为（４９．８±１２．６）％。结论　确诊
ＡＣＭ患者在严格忌酒及经及时正规治疗后其疗效及近期预后较好。
【关键词】　酒精性心肌病；治疗；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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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酗酒可以引起酒精性心肌病（ＡＣＭ），我区是
ＡＣＭ的高发地区，近年来，随着酒精性饮品消耗增加，
ＡＣＭ发病率呈上升趋势［１］。一般认为每天摄入酒精

９０ｇ以上连续５年即有可能患病［２］，ＡＣＭ早期无明显
特异性临床症状，往往在出现心力衰竭时才会就诊。

超声心动图在 ＡＣＭ诊断中占有重要地位［３］。如果能

戒酒并经积极正规治疗则预后较好。本随访研究也得

出此结论。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访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４月本院
收治确诊为ＡＣＭ的患者５２例，均为男性，年龄３６～６１
岁，饮酒年限７～３０年，饮中高度白酒日均约２５０～５００
ｍｌ。入选患者均有心功能衰竭，其中有１４例做了冠状
动脉造影排除了缺血性心肌病的可能。

１２　诊疗方法　对入院确诊为ＡＣＭ患者（诊断标准：
①长期大量饮酒史。②心脏超声提示：心室扩大明显，
弥漫性心肌运动减弱，室间隔与左室后壁对称性肥厚，

心肌内出现异常散在斑点状强回声［４］。排除缺血性心

肌病、扩张型心肌病。）进行治疗前及治疗后１年心脏
超声对比，比较治疗前后左室舒张末径、射血分数。入

选病例确诊后均立即戒酒，近期进行抗心衰、抗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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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常对症治疗，并长期服用倍他乐克及卡托普利治疗

以改善远期预后治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５２例患者在戒酒，规律治疗后左室舒张末径明显
缩小（Ｐ＜０．０５），射血分数明显增加（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５２例酒精性心肌病患者治疗前后左室舒张末径、射血分数改变情况（ｘ±ｓ）

时间 ｎ 左室舒张末径（ｃｍ） 射血分数（％）

治疗前 ５２ ６３．０±５．３ ２４．６±１３．４
治疗后 ５２ ４９．０±４．８ ４９．８±１２．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ＡＣＭ发病机制尚不清楚［５］。研究［６］发现乙醇及

其在体内的代谢产物导致的氧化应激反应可能在

ＡＣＭ病程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有研究认为 ＡＣＭ
心肌组织中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的磷酸化水平减低，

导致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和磷酸化水平降低，使 ＮＯ
的产生减少，可能是 ＡＣＭ发病的另一新机制［７］。

ＡＣＭ与扩张性心肌病在病理变化是完全相同的，均表
现为肌细胞肥大、松弛、伴弥漫性退行性变、纤维化；心

肌细胞横纹消失，胞核皱缩变小；肌纤维破坏消失；肌

纤维空泡、水肿、脂肪透明样变性；心肌间质和血管周

围组织纤维化、脂肪大量堆积；线粒体 （下转第７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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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２型糖尿病炎症因子水平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
欧阳嵘，崔世维，朱轶晴，杨建军

【摘　要】　目的　探讨２型糖尿病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方法　收集２００例２型糖尿病患者，
其中确诊骨质疏松症７８例。记录患者资料，测量骨密度，检测相关生化指标，测定空腹血清中炎症因子水平。通过相关
统计学方法分析２型糖尿病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骨质疏松症之间的关系。结果　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症组与
未合并骨质疏松症组之间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症组血清
炎症因子水平均高于无骨质疏松症组（Ｐ＜０．０５）。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骨密度与血清炎症因子之间存在负相关。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２型糖尿病患者中，高龄、女性、总胆固醇水平、单核细胞趋化蛋白、肿瘤坏死因子α和超敏
Ｃ反应蛋白水平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ＢＭＩ是保护因素。结论　炎症是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发病过程中的重要特
征之一，同时也是导致骨质疏松的重要病理生理过程，２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炎症因子水平的增高可能增加并发骨质疏松
症的危险。

【关键词】　２型糖尿病；炎症因子；骨质疏松症；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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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Ｔ２Ｄ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Ｂｏｎ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ＭＤ）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２亿人患骨质疏松症［１］，在继

发性骨质疏松症中，内分泌性骨质疏松症是重要的类

型。慢性炎症是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发病过程中的重

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导致骨质疏松的重要病理生理

过程。本研究选择血清炎症因子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肿瘤坏死因子α、超敏Ｃ反应蛋白，研究２型糖尿病血
清炎症因子水平与骨密度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寻找可

能的糖尿病患者患骨质疏松的易感性生物标志物。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

院内分泌科住院诊断为２型糖尿病的患者２００例，其
中确诊为骨质疏松症的７８例。２型糖尿病的诊断符
合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分型标准［２］，骨质疏松症

的诊断根据骨密度（ＢＭＤ）的值，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特
点建议按骨量低于骨峰均值２个标准差即可诊断为骨
质疏松症［３］。

一般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重指数（ＢＭＩ），
空腹血糖（ＦＢＧ）、餐后血糖（ＰＢＧ），采用意大利的 Ｉ’
ａｃｎ双能Ｘ线骨密度仪，检测受试者腰椎处骨密度值。
见表１。

表１　两组２型糖尿病患者基本临床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性别（男／女） 年龄（岁） ＢＭＤ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ＰＢＧ（ｍｍｏｌ／Ｌ）

骨质疏松症 ７８ ３３／４５ ５７．６４±１０．１３ ０．３１７±０．０６４ ２４．７８±３．８１ ８．６２±２．９８ １５．７９±４．８２
无骨质疏松症１２２ ６８／５４ ５５．２６±１１．３７ ０．５４３±０．０８６ ２７．０４±２．４４ ８．９３±３．０６ １６．２４±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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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生化指标及炎症因子检测　采集研究对象空腹
血清，应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总胆固醇（ＴＣ）、甘油

作者单位：２２６００１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欧阳嵘，
崔世维，杨建军）；南通大学医学院免疫教研室（朱轶晴）

通讯作者：欧阳嵘，电子信箱：ｏｕｙａｎｇｒｏｎｇ７６＠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三酯（Ｔ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和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采用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测定血清单
核细胞趋化蛋白（ＭＣＰ１）、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
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水平。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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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资料的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两组计量资
料之间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骨密度与血清炎症因子的
相关性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
松症的危险因素的分析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生化指标比较　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Ｔ２ＤＭ患者临床生化指标比较（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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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症　 ７８ ５．７２±１．４４ ２．２３±１．５０ ３．４５±１．２１ １．０９±０．２７
无骨质疏松症１２２ ５．４３±１．５１ ２．２６±１．４６ ３．５０±１．２４ １．１０±０．３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见表３。
表３　两组Ｔ２ＤＭ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ＭＣＰ１（ｐｇ／ｍｌ）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ｈｓＣＲＰ（μｇ／ｍｌ）

骨质疏松症　 ７８ ５２１．２７±１８９．４４ １３．９６±９．５７ ５．７８±２．４７
无骨质疏松症１２２ ４２６．３３±１６２．１２ １０．０１±７．９６ ４．１３±１．９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骨密度与血清炎症因子的相关性　通过骨密度
（ＢＭＤ）分别与血清炎症因子（ＭＣＰ１、ＴＮＦα、ｈｓＣＲＰ）
的相关性分析发现，ＢＭＤ与 ＭＣＰ１、ＴＮＦα和 ｈｓＣＲＰ
之间存在负相关（ｒ值分别为 －０．３６５、－０．４９８及 －
０．３７１，Ｐ＜０．０５）。
２４　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以２型糖尿病患者是否合并骨质疏松症为因变量，以
患者的临床一般指标、临床生化指标和血清炎症因子

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用向后逐步
法筛选变量。最终变量年龄、性别、ＢＭＩ、ＴＣ、ＭＣＰ１、
ＴＮＦα、ｈｓＣＲＰ进入回归方程（Ｐ＜０．０５），ＯＲ的估计
值分别为１．０２３，１．０３５，０．８７４，１．１５７，１．７８２，１．８６５和
２．０７３，ＯＲ的 ９５％置信区间分别是（１．００９，１．０７２），
（１．０１１，１．２３２），（０．７６９，０．９１８），（１．１０２，１．３１４），
（１．５９８，１．８７４），（１．６０７，２．００１）和（２．０１２，２．１５６）。
结果表明，在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年龄、女性、ＴＣ、ＭＣＰ
１、ＴＮＦα和ｈｓＣＲＰ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ＢＭＩ是
保护因素，即随着年龄的增加、ＴＣ水平和血清炎症因
子水平的增加，以及ＢＭＩ指数的降低，２型糖尿病患者
合并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加大，女性２型糖尿病患者比
男性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症的风险要大。

３　讨论
　　在２型糖尿病的合并症中，骨质疏松是较为常见
的一种，有研究表明［４－５］，２型糖尿病患者中骨质疏松
患病率达６９．９％。骨密度（ＢＭＤ）是衡量骨质疏松症
的一个重要指标，糖尿病性骨质疏松是由于胰岛素绝

对或相对不足，从而导致糖、蛋白质、脂肪代谢紊乱以

及内分泌功能紊乱，引起激素失衡、钙磷代谢紊乱，在

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发病过程中，慢性炎症过程是主

要的一个特征。已经有相关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指

数与ＴＮＦα水平密切相关［６］。然而慢性炎症过程又

是导致骨质疏松的重要病理生理过程。因此，炎症因

子可能与２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有一定的相关性。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１（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ｃｈｅｍｏｔａｃｔｉｃｐｒｏ
ｔｅｉｎ１，ＭＣＰ１）是趋化性细胞因子 β亚家族的代表，是
一种重要的炎性因子，在炎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７］。本研究结果显示，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
质疏松组的 ＭＣＰ１水平明显高于未合并骨质疏松症
组，并且 ＭＣＰ１水平与骨密度（ＢＭＤ）呈负相关，表明
ＭＣＰ１参与的炎症过程可能导致ＢＭＤ的降低。

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
是一重要炎症介质，在血管内皮细胞表面广泛分布，可

增加血管通透性，刺激血管外基质过量产生和血管细

胞增殖［８－９］。本研究显示，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骨质疏
松组的 ＴＮＦα水平明显高于未合并骨质疏松症组，
ＴＮＦα水平与骨密度（ＢＭＤ）呈负相关，进一步证实
ＴＮＦα水平的增高可使骨密度降低，从而增加患骨质
疏松症的风险。

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既是炎症介
质，又是反映炎症的非特异性敏感指标，有研究结

果［１０］提示高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水平与胰岛素抵
抗、高胰岛素血症以及糖尿病患病有关。本研究结果

提示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症患者的 ｈｓＣＲＰ水平要高
于未合并骨质疏松症组，并且ｈｓＣＲＰ水平与骨密度之
间呈负相关，提示ｈｓＣＲＰ水平的增高可能会引起骨密
度的降低。

２型糖尿病人容易发生骨密度降低进而发展为骨
质疏松症。随着年龄、ＴＣ、血清炎症因子（ＭＣＰ１、
ＴＮＦα和ｈｓＣＲＰ）水平的增高和ＢＭＩ的降低，２型糖尿
病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的风险增高，因此，在２型糖尿病
患者的治疗和预后中，应重视ＢＭＤ的测定及炎性细胞
因子的检测，从而为预防和提早发现骨质疏松做好相

关工作，降低骨折的发生率，提高２型糖尿病患者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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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１５（１３）：３２３４，３８．

［１０］　ＰｒａｄｈａｎＡＤ，ＣｏｏｋＮＲ，ＢｕｒｉｎｇＪＥ，ｅｔａｌ．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ｓ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ｗｏｍｅｎ［Ｊ］．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ＴｈｒｏｍｂＶａｓｃＢｉｌ，２００３，２３（４）：６５０６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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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不同方法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疗效对比
彭建中，苏川妮

【摘　要】　目的　探讨抗消化不良药物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焦虑抑郁症患者的疗效。方法　将１２６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焦虑抑郁症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３组：Ａ组（ｎ＝４２）接受抗消化不良药物治疗，Ｂ组（ｎ＝４２）
接受帕罗西汀治疗，Ｃ组（ｎ＝４２）接受消化不良药物联合帕罗西汀治疗。所有患者的疗程均为８周。结果　①治疗前，３
组患者之间早饱、嗳气、上腹痛、上腹胀等症状评分，Ｚｕｎｇ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３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Ｃ组患者上述指标治疗前后的降
低幅度显著大于Ａ组与Ｂ组患者（Ｐ＜０．０５）。②Ｃ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效率、ＨＡＭＤ评分有效率显著高于Ａ组与Ｂ组
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抗消化不良药物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焦虑抑郁症患者的疗效显著优于单药
治疗。

【关键词】　帕罗西汀；功能性消化不良；焦虑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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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ｉｉｎ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ｇｒｏｕｐＢ（ｎ＝４２）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ｎ＝４２）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ｎｔｉｉｎ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８ｗｅｅｋ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ｃｏｒｅｓ（ｅａｒｌｙｓａｔｉｅｔｙ，ｂｅｌｃｈｉｎｇ，ｕｐｐｅｒ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ｂｌｏａｔｉｎｇ），Ｚｕｎｇ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
ｓｃｏｒ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ＨＡＭＤ）ｓｃｏｒ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②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ＨＡＭＤ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ａｎｔｉｉｎ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ｙｓｐｅｐｓｉａ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ｓｉｎｇｌｅａｇ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ｙｓｐｅｐｓｉａ；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指患者存在一种或多种消化不
良症状，如恶心、呕吐、嗳气、早饱、餐后饱胀、上腹痛、

上腹胀、上腹烧灼感等，尽管上述症状均起源于胃、十

二指肠区域，但是临床上又缺乏解释这些症状的任何

系统性、器质性或代谢性疾病［１］。至目前为止，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部分患者还与精

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这无疑加大了治疗难度。本研

究旨在探讨抗消化不良药物联合帕罗西汀治疗功能性

消化不良合并焦虑抑郁症患者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４月我院
收治的１２６例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焦虑抑郁症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男性４４例，女性８２例；年龄１７～６４岁，
平均（４３．５±１２．７）岁；病程 １～９个月，平均（３．５±
２．５）个月。纳入标准：①符合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罗马
Ⅲ诊断标准［２］；②符合焦虑症或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③
签署知情同意书，服从本研究安排。排除标准：①对帕
罗西汀过敏的患者；②哺乳期女性患者。将上述研究
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３组，３组患者的一般资

作者单位：４１２２００湖南省醴陵市，湖南师大附属湘东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彭建中，电子信箱：２６５０１０５２８１＠ｑｑ．ｃｏｍ

料包括性别、年龄、病程等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饮食生活习惯调理
疗法。在上述疗法的基础上，Ａ组患者接受抗消化不
良药物治疗，根据个体化治疗原则选择阿托品 ０．３
ｍｇ／次，口服，３次／ｄ；或法莫替丁 ２０ｍｇ／次，口服，２
次／ｄ；或多潘立酮１０ｍｇ／次，口服，３次／ｄ。Ｂ组患者
接受帕罗西汀治疗，具体方案为帕罗西汀２０ｍｇ／次，
口服，１次／ｄ。Ｃ组患者接受抗消化不良药物与帕罗
西汀联合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消化不良症状评分：０分为无症
状；１分为轻度症状，患者稍加注意后才感觉到有症状
存在；２分为中度症状，尽管患者自觉有症状，但是这
些症状不影响患者的工作、生活；３分为重度症状，这
些症状可以明显地影响到患者的工作、生活。②ＳＤＳ
评分：由患者自行填写Ｚｕｎｇ抑郁自评量表。该量表共
２０个条目，每个条目分４个级别，分别计为１～４分，
没有或很少时间计１分，小部分时间计２分，相当多时
间计３分，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计４分，２０个条目的
分值之和 ×１．２５即为患者的 ＳＤＳ评分。③ＨＡＭＤ评
分：由两名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师根据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对患者进行评分，取其均值作为患者的 ＨＡＭＤ评
分。④临床症状有效率：对患者进行临床症状疗效判
定，显效是指消化不良症状评分降低＞８０％；有效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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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不良症状评分降低＞５０％，但≤８０％；无效是指消
化不良症状评分降低≤５０％。临床症状有效率 ＝（显
效患者数 ＋有效患者数）／本组患者总数 ×１００％。⑤
ＨＡＭＤ评分有效率：治疗后，ＨＡＭＤ评分达到常模的患
者数／本组患者总数×１００％。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３组患者各评分项目的比较　治疗前，

３组患者的早饱、嗳气、上腹痛、上腹胀等症状评分，
ＳＤＳ评分，ＨＡＭＤ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３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显著下降（Ｐ＜
０．０５），Ｃ组患者上述指标治疗前后的降低幅度显著高
于Ａ组与Ｂ组患者（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３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治疗前后各评分项目的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早饱症状评分 嗳气症状评分 上腹痛症状评分 上腹胀症状评分 ＳＤＳ评分 ＨＡＭＤ评分

Ａ组 ４２ 治疗前 ２．５１±０．４５ １．２４±０．３９ ２．１２±０．５６ ２．３５±０．５１ ６９．５±７．３ ２３．４±３．９
治疗后 １．４２±０．３９ ０．６５±０．２３ １．３１±０．３７ １．５９±０．４６ ５５．７±６．４ １４．７±３．１
降低幅度 １．０９±０．１７ ０．５９±０．１２ ０．８１±０．２６ ０．７６±０．３０ １３．８±３．７ ８．７±１．５

Ｂ组 ４２ 治疗前 ２．４４±０．５１ １．３１±０．３６ ２．０５±０．５９ ２．３９±０．４７ ７０．１±７．１ ２３．５±３．８
治疗后 １．２４±０．４２ ０．７６±０．２１ １．０９±０．４３ １．４７±０．４２ ５０．４±６．２ １２．１±３．４
降低幅度 １．２０±０．１５ ０．５５±０．１４ ０．９６±０．１７ ０．９２±０．３９ １９．２±３．５ １１．４±１．８

Ｃ组 ４２ 治疗前 ２．５９±０．４３ １．３７±０．３３ ２．０１±０．６１ ２．２９±０．５４ ６８．４±７．９ ２４．１±３．５
治疗后 ０．９２±０．２５ ０．２４±０．１９ ０．４７±０．２９ ０．６９±０．４７ ２９．３±３．５ ６．２±１．９
降低幅度 １．６７±０．１８ １．１３±０．２５ １．５４±０．３２ １．６０±０．３８ ３９．１±４．７ １７．９±３．２

２２　３组患者治疗有效率的比较　Ｃ组患者的临床症
状有效率、ＨＡＭＤ评分有效率显著高于 Ａ组与 Ｂ组患
者（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２。

表２　３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治疗有效率的比较（ｎ，％）

组别 ｎ 临床症状有效率 ＨＡＭＤ评分有效率

Ａ组 ４２ １５（３５．７） ４（９．５）
Ｂ组 ４２ １８（４２．９） ７（１６．７）
Ｃ组 ４２ ３６（８５．７） ３４（８１．０）

３　讨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目前临床上常见的消化内科疾
病之一，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可能与胃肠动

力障碍有关［３］，但胃肠动力障碍又与精神心理因素密

切相关，即精神心理因素均可导致胃肠动力障碍的发

生，尤其以焦虑、抑郁等最为常见［４－５］。从另一方面来

看，由于功能性消化不良常常久治不愈，给患者带来沉

重的心理负担，此时亦可导致患者出现一定的焦虑抑

郁症状［６－７］。由此可见，功能性消化不良与焦虑抑郁

症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可以互为因果关系。从本研

究的结果来看，Ａ组与 Ｂ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ＳＤＳ
评分、ＨＡＭＤ评分治疗前后相比均显著下降，这亦可以
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由于功能性消化不良与焦虑抑郁症具有上述关

系，因此当临床上收治到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焦虑抑

郁症患者时，我们联合使用抗消化不良药物以及抗焦

虑抑郁症药物应该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这主要是因

为抗消化不良药物可以通过改善患者的消化不良症状

来进一步改善其焦虑抑郁症状，抗焦虑抑郁症药物可

以通过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来进一步改善其消化

不良症状，两者可以相互构成良性循环，使患者取得较

好的疗效［８］。本研究结果显示 Ｃ组患者临床症状评
分、ＳＤＳ评分、ＨＡＭＤ评分治疗前后的降低幅度显著高
于Ａ组与 Ｂ组患者，且临床症状有效率、ＨＡＭＤ评分
有效率亦显著高于 Ａ组与 Ｂ组患者。由此可见，上述
假设是成立的，抗消化不良药物联合抗焦虑抑郁症药

物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焦虑抑郁症患者的疗效显

著优于单药治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临床诊治功能

性消化不良过程中，常将该病分为运动障碍型、溃疡

型、反流型、复合型等，不同亚型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

者其治疗原则不一致［９－１０］，如运动障碍型可用胃动力

药物如多潘立酮等治疗，溃疡型、反流型可用抑酸药如

法莫替丁等治疗，因此在本研究中在选用抗消化不良

药物时采取的是个体化治疗原则。而帕罗西汀则属于

高选择性５羟色胺（５ＨＴ）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它通
过提高神经突触间隙内５ＨＴ浓度从而发挥抗焦虑以
及抗抑郁作用［７］。由于帕罗西汀对焦虑症状与抑郁症

状同时有拮抗作用，因此本研究中在选用抗焦虑抑郁

症药物时统一使用帕罗西汀。

总之，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焦虑抑郁症患者

时需要同时兼顾两个方面，这样才使得患者获得最佳

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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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术失败的原因分析
生杰，卢妍妍，赵久阳

【摘　要】　目的　通过总结肾内科近两年３２例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导致自体动静脉内瘘手术失败的原因。
方法　选取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的行前臂动静脉内瘘失败的终末期肾病患
者３２例。收集患者术前晨起空腹血红蛋白（Ｈｂ）、胆固醇（ＣＨＯＬ）、纤维蛋白原（Ｆｉｂ）、甲状旁腺素（ＰＴＨ）、血糖以及术前
血压状况，同时术前行上肢血管超声，检测患者桡动脉和头静脉内径。于同期随机选取６６例本院首次行前臂动静脉内
瘘手术成功的患者为对照组，收集其相应的上述指标，结果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实验组头静脉及桡动脉内径明显小
于对照组头静脉和桡动脉内径。头静脉和桡动脉内径是内瘘失败的重要因素，内径越小，失败的危险性越大。②实验组
ＰＴＨ显著高于对照组，经成组ｔ检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认为 ＰＴＨ是动静脉内瘘失败的危险因
素。③两组术前收缩压、舒张压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认为术前收缩压和舒张压与动静脉内瘘手术的成败有关，血压越低，
内瘘越易失败。结论　导致自体动静脉内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头静脉和桡动脉内径，内径越小，闭塞的几率越大。血
压、ＰＴＨ也是影响内瘘成功率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动静脉内瘘；头静脉；桡动脉；血压；ＰＴＨ；尿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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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病（ＥＳＲＤ）患者的主要替代
治疗方式之一。血液透析能否高质量的完成依赖于良

好的血管通路，自体动静脉内瘘（ＡＶＦ）是目前最为安
全、有效的血管通路。影响 ＡＶＦ成功的因素较多，本
文选取我院肾内科住院的３２例前臂动静脉内瘘手术
失败的终末期肾病患者，收集他们术前头静脉、桡动脉

的内径，探讨血管内径对ＡＶＦ的影响，同时评估血脂、
血红蛋白、纤维蛋白原、ＰＴＨ、血糖、血压等对 ＡＶＦ失
败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于
我院肾内科住院的前臂动静脉内瘘失败的终末期肾病

患者３２例为实验组（ｎ＝３２）。其中男性２０例，女性
１２例，年龄２３～７９岁；其中原发病：糖尿病肾病１１例、
高血压肾病８例、慢性肾小球肾炎６例、多囊肾４例、
红斑狼疮肾病２例、间质性肾病１例。对照组：随机选

作者单位：１１６０２３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肾内科
通讯作者：赵久阳，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ｊｉｕｙ＠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取同期６６例本院首次行前臂动静脉内瘘手术成功的
患者（ｎ＝６６），两组的年龄、性别、原发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　终末期肾脏病的诊断标准　根据美国肾脏病基
金会Ｋ／ＤＯＱＩ专家组对慢性肾脏病的分期方法，肾小
球滤过率（ＧＦＲ）＜１５ｍｌ／ｍｉｎ即为终末期肾脏病。
１３　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　有下列情况的不能参加
本研究：既往双上肢均已行前臂自体动静脉内瘘成形

术而再次行动静脉内瘘成形术者。

１４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晨起空腹采血，比较：①两
组患者血红蛋白（Ｈｂ）、胆固醇（ＣＨＯＬ）、纤维蛋白原
（Ｆｉｂ）、甲状旁腺素（ＰＴＨ）、空腹血糖；②比较两组患者
术前血压；③超声检测比较两组间头静脉和桡动脉内
径的差异。

手术部位：以非惯用侧上肢为主，采取前臂腕上

３～６ｃｍ处为手术切口。
手术方法：选择头静脉和桡动脉作端侧吻合。

１５　内瘘成败判断标准　①内瘘成功：术后在内瘘处
可触及震颤，听诊有吹风样血管杂音，４～６周后内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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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可用于血液透析，血流量达２００ｍｌ／ｍｉｎ以上。②
内瘘失败：术后内瘘处不能触及震颤，未能闻及血管杂

音。

１６　血管超声检测仪器与方法　采用美国 ＧＥＬＯ
ＧＩＯ７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７．５～１５ＭＨｚ。充分暴露
检测部位，检查范围包括前臂桡动脉及头静脉，观察并

记录手术部位的桡动脉、头静脉的内径，取目标点的３
个测量值的平均值为测量结果。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对两组患者的头静脉、桡动脉内径、血红蛋白

（Ｈｂ）、胆固醇（ＣＨＯＬ）、甘油三酯（ＴＧ）、纤维蛋白原

（Ｆｉｂ）、甲状旁腺素（ＰＴＨ）、血糖、血压等指标采用成组
ｔ检验，ＡＶＦ闭塞危险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术前基本资料的比较　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均匹配，其中 Ｈｂ、ＣＨＯＬ和血糖等指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的 ＰＴＨ水平升
高，且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纤维蛋
白原（Ｆｉｂ）均增高，实验组增高的程度大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基本资料的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胆固醇（ｍｍｏｌ／Ｌ） 血红蛋白（ｇ／Ｌ） ＰＴＨ（ｐｇ／ｍｌ） 纤维蛋白原（ｇ／Ｌ） 血糖（ｍｍｏｌ／Ｌ）

闭塞组 ３２ ５８．９７±１５．２７ ４．８８±１．３７ ９９．２０±１９．７５ ７４９．８２±４１２．９０ ４．５７±０．７１ ７．１５±１．６９
对照组 ６６ ５８．８８±１５．５５ ４．５７±１．２８ ９０．６９±２４．８８ ５４５．３５±２５３．４７ ４．０７±１．５６ ７．２３±４．５３
ｔ值 －０．３０９ －１．０６３ －１．６９２ －３．０２４ －２．１８７ ０．１２３
Ｐ值 ０．７５８ ０．２９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９０２

２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术前血压情况比较　对照组收
缩压及舒张压明显高于实验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的比较

组别 ｎ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实验组 ３２ １３４．９１±１８．２４ ８１．５３±１８．１３
对照组 ６６ １５６．８２±１７．３４ ９８．６４±１６．３７
ｔ值 ５．７６９ ４．６８２
Ｐ值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２３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血管内径比较　对照组头静
脉及桡动脉内径明显高于实验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头静脉和桡动脉内径的比较

组别 ｎ 头静脉内径（ｍｍ） 桡动脉内径（ｍｍ）

实验组 ３２ １．３３±０．４１ ２．０４±０．６９
对照组 ６６ １．６８±０．５６ ２．４７±０．７４
ｔ值 ３．１３６ ２．７９１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２４　动静脉内瘘失败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回归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ＰＴＨ是动静脉内瘘失败的危险
因素，ＰＴＨ越高，内瘘失败的危险性越大，ＯＲ值为
１．２２８。头静脉内径和桡动脉内径也是内瘘失败的重
要因素，内径越小，失败的危险性越大，ＯＲ值分别为
０．０２９，０．１１５。收缩压和舒张压同样也是内瘘失败的
重要因素，收缩压舒张压越小，内瘘失败的危险性越

高。患者年龄、血红蛋白、胆固醇、纤维蛋白原和血糖

不是内瘘闭塞的危险因素。

３　讨论
３１　自体动静脉内瘘手术失败与血管内径的关系　
正常成人桡动脉内径约为３～４ｍｍ，头静脉在充分充
盈的情况下内径约５～６ｍｍ，正常情况下头静脉和桡
动脉内径的大小完全符合行动静脉内瘘成形术的标

准［１］。尿毒症患者由于自身原发病的影响及尿毒症本

身会导致血管结构功能的异常，从而影响其血管内径

的大小。Ｗｏｎｇ等认为静脉或者动脉的管径小于等于

１．６ｍｍ时内瘘的失败率高［２］。Ｔｈｏｍｓｅｎ等发现头静
脉管径小于等于１．０时内瘘难以成熟［３］。也有报道认

为动静脉内瘘术要求选择口径为２～５ｍｍ的动脉与相
对口径的静脉相吻合，才能达到透析所要求的血流量。

如果血管管径过细则给动静脉内瘘成形术的手术操作

增加了困难。血管管径是影响内瘘血流量的非常重要

的因素，管径越细，内瘘失败率越高。本研究中实验组

的头静脉及桡动脉内径明显小于对照组的头静脉和桡

动脉内径。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头静脉内径的 ＯＲ
值为０．０２９，桡动脉内径的ＯＲ值为０．１１５，两者都是内
瘘闭塞的危险因素，内径越小，发生内瘘闭塞的危险性

越大，这个结果与国外文献报道相一致。

３２　其他原因与动静脉内瘘手术失败的关系　本文
显示内瘘失败组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患者的血压偏低，流经吻合口

的血液流速缓慢，易形成血栓，对内瘘的成败有显著的

影响。有文献报道，对于合并高血压的终末期肾病患

者不宜过度降压，适当控制超滤量不超过体重的２％
是合适的［４］。

终末期肾病的患者会出现甲状旁腺素（ＰＴＨ）的升
高。１．２５（ＯＨ）２Ｄ３缺乏和血磷浓度升高导致血钙水
平降低是刺激 ＰＴＨ分泌的重要因素。钙磷代谢紊乱
及ＰＴＨ升高可导致血管钙化的发生［５］，以中膜钙化为

主［６］。发生较严重血管钙化的患者在手术中可见血管

内膜易于脱落，白色、小片状的骨性物质沉积于血管

壁。此类患者动静脉血管的顺应性差，造成动静脉内

瘘手术中血管吻合困难，术后由于易形成血栓导致内

瘘闭塞。本研究中，实验组的 ＰＴＨ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组，经成组ｔ检验计算后，Ｐ＜０．０５，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得 ＰＴＨ是内瘘失败的危险因
素，ＰＴＨ越大，内瘘失败的风险越高。

在本研究结果中，实验组的纤维蛋白原均数高于

对照组，但是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纤维蛋白 （下转第７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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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 ＨＬＨ疗效分析
司英健，秦茂权，张传仓，杜振兰，张晓妹，刘玉环，岳燕，封志纯

【摘　要】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儿童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ＨＬＨ）的疗效与治
疗经验。方法　对８例ＨＬＨ患儿行ａｌｌｏＨＳＣＴ，观察造血重建、移植相关并发症及疗效。结果　移植后１０～２１ｄ（中位
时间１４．３ｄ）白细胞＞１．０×１０９／Ｌ；移植后１４～２９ｄ（中位时间１９．５ｄ）血小板 ＞２０×１０９／Ｌ。３例发生Ⅰ度急性移植物
抗宿主病（ＧＶＨＤ），１例发生Ⅱ度急性ＧＶＨＤ，其中１例发生慢性ＧＶＨＤ。３例发生肺部感染，其中２例为巨细胞病毒感
染，１例发生肠道感染，１例合并颜面部蜂窝组织炎；１例发生肝静脉闭塞病（ＶＯＤ），１例出现出血性膀胱炎。随访６个
月～５年，６例患儿无病生存，２例分别死于ＶＯＤ和脓毒血症。结论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是治疗ＨＬＨ的可靠方法，在充分考虑移
植风险和积极准备的基础上可实施造血干细胞移植。

【关键词】　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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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ＨＬＨ），在儿童血液系统疾病中较少
见，但死亡率极高，其临床表现主要为持续发热、肝脾

肿大、肝功能异常、全血细胞减少、凝血功能障碍、高甘

油三酯血症、高细胞因子血症、高铁蛋白血症，部分患

儿还伴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症状。ＨＬＨ主要包括原发
性（即家族性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ＦＨＬ）和
继发性（与感染或恶性肿瘤等相关）两种类型。ＦＨＬ
主要发病于婴幼儿，为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根

据其染色体突变可分为４型，ＦＨＬ１～４，分别有相关基
因突变位于９ｑ２１．３２２、１０ｑ２１２２、１７ｑ２５和６ｑ２４［１－２］。
继发性 ＨＬＨ包括感染、免疫、药物、肿瘤等相关性
ＨＬＨ，其中最常见的为 ＥＢ病毒相关性 ＨＬＨ。目前
ＨＬＨ的治疗主要为ＨＬＨ２００４治疗方案［３］。尽管目前

大多数患儿的治疗为免疫化学疗法，但对于原发性

ＨＬＨ和高危及难治的继发性ＨＬＨ，免疫化学疗法的疗
效已被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
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ＨＳＣＴ）超越，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在造血恢复速度，晚期并发症及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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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面与免疫化学疗法有质的差别，特别是原发性

ＨＬＨ，如果不给予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等有效治疗，患儿一般在
发病２个月内死亡。

我科自２００７年开始采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ＨＬＨ，以下对自２００７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于我
科所诊治的８例 ＨＬＨ患儿，在造血重建、移植相关并
发症、移植后生存率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以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５月间我科收
治并且资料完整的８例儿童 ＨＬＨ病例，男５例，女３
例，年龄 ３月 ～１２岁 ７月，中位年龄 ３岁，平均
（２．８７±０．６５）岁。所有患儿均有发热（体温≥３８．５
℃），以弛张热型为主，热程５ｄ～１个月；肝脏肿大７
例；浅表淋巴结肿大６例；全身散在红色斑丘疹２例；
皮疹伴关节疼痛１例。经证实原发性 ＨＬＨ５例，其中
ＰＲＦ１基因突变３例，ＳＴＸ１１及 ＵＮＣ１３Ｄ基因突变各１
例；继发性 ＨＬＨ３例，其中 ＥＢ病毒感染２例，原因不
明１例。
１２　诊断标准　根据ＨＬＨ２００４诊断标准［３］。

１３　造血干细胞移植来源与 ＨＬＡ配型　８例患儿同
胞间移植３例，无关供者移植２例，单倍体相合移植３
例；１例采用骨髓移植（ＢＭＴ），４例采用外周造血干细
胞移植（ＰＢＳＣＴ），３例采用骨髓加外周造血干细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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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ＢＭＴ＋ＰＢＳＣＴ）。所有患儿 ＨＬＡ高分辨基因配型
情况：同胞间均为全相合，非亲缘间高分辨１０／１０相合
１例、９／１０相合１例，单倍体相合移植需符合５／１０相
合。

１４　预处理方案　３例 ＨＬＡ高分辨配型全相合同胞
移植患儿给予以氟达拉滨＋马利兰＋环磷酰胺＋依托
泊苷（Ｆｌｕ＋Ｂｕ＋ＣＴＸ＋ＶＰ１６）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
－１４～－１０ｄ氟达拉滨２５ｍｇ／ｍ２静滴，１次／ｄ；－９～
－６ｄ马利兰１．０ｍｇ／ｋｇ口服，１次／６ｈ；－５～－２ｄ环
磷酰胺５０ｍｇ／ｋｇ静滴，１次／ｄ；－５～－３ｄ依托泊苷
３００ｍｇ／ｍ２静滴，１次／ｄ。另外３例单倍体相合移植及
２例非亲缘移植患儿在上述预处理方案基础上应用抗
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６～－２ｄ即复宁（Ｔｈｙｍｏｇｌｏｂ
ｕｌｉｎｅ）２．５～３．０ｍｇ／ｋｇ静滴，１次／ｄ。
１５　移植物抗宿主病（ＧＶＨＤ）的诊断和预防　ＧＶＨＤ
的诊断按文献［４］标准。ＧＶＨＤ的预防方案因造血干细
胞的来源不同而有差异。同胞供者移植仅用环孢霉素

Ａ（ＣｓＡ）和甲氨蝶呤（ＭＴＸ），非亲缘移植及单倍体相
合移植加用吗替麦考酚酯（ＭＭＦ）。
１６　植活证据检测　红细胞抗原（ＡＢＯ和 Ｒｈ血型改
变成供者型），免疫荧光原位杂交法（ＦＩＳＨ）检测性染
色体的转变（供受者性别不同），短串重复序列聚合酶

链反应（ＳＴＲＰＣＲ，供受者性别相同）。
１７　观测指标　移植后白细胞（ＷＢＣ）、血小板（ＰＬＴ）
重建时间；脏器损伤等并发症；ＧＶＨＤ的发生及其程
度；预后与移植相关死亡率。

２　结果
２１　移植后植入检测情况　存活患儿在移植后３０～
８０ｄ进行植活证据鉴定均提示异体造血干细胞在受者
体内完全植活，移植后植活中位时间为５０ｄ（３２～７４
ｄ）。５例行供患儿血型鉴定，均转为供者血型。２例
ＦＩＳＨ检测性染色体均为供者性染色体表达。１例使用
短串重复序列聚合酶链反应行移植后植入鉴定，转为

供者序列。

２２　移植后造血重建情况　８例患儿移植后 ＷＢＣ＞
１．０×１０９／Ｌ为 １０～２１ｄ（中位时间 １４．３ｄ），ＰＬＴ＞
２０×１０９／Ｌ为１４～２９ｄ（中位时间１９．５ｄ）。骨髓细胞
学检测均提示：增生性骨髓象。

２３　移植后并发症
２３１　感染　肺部感染３例（３７．５％），其中ＣＭＶｓ感
染２例，细菌感染１例，经抗感染治疗均治愈。合并颜
面部蜂窝组织炎１例（１２．５％），经高效广谱抗生素联
合抗感染治疗无效，合并脓毒血症，于移植 ＋５２ｄ死
亡，血液及分泌物培养提示鲍曼不动杆菌感染。

２３２　ＶＯＤ　１例患儿预处理后即出现顽固性腹胀，
诊断为重症ＶＯＤ，＋３４ｄ死于肝性脑病，肾功能衰竭。
２４　ＧＶＨＤ　移植后３例患儿发生Ｉ度急性ＧＶＨＤ，１
例患儿发生Ⅱ度急性 ＧＶＨＤ，急性 ＧＶＨＤ患儿加用甲
强龙及将ＣｓＡ改为ＦＫ５０６后症状很快被控制，其中有

１例患儿发展为慢性 ＧＶＨＤ，持续口服低剂量激素和
环孢素Ａ，病情未再进展，患儿生活质量良好，无慢性
ＧＶＨＤ表现的患儿在移植后６～１２个月均逐渐停用环
孢素Ａ等免疫抑制剂。
２５　移植后生存及转归　８例患儿截至统计时间，１
例移植过程中合并 ＶＯＤ，１例移植后合并颜面部蜂窝
组织炎，继发脓毒血症，均经积极抢救无效死亡。５原
发性ＨＬＨ患儿中除因脓毒血症死亡１例，其余患儿染
色体突变均消失。所有存活患儿尚无血液学复发病

例，１年内总生存率是７５．０％（６／８），１年内无病生存
率为５０％（４／８）。

３　讨论
　　ＨＬＨ发病机制目前认为系网状内皮系统过度活
化导致，常累及多器官、多系统，呈进行性加重并伴有

组织和（或）巨噬细胞吞噬血细胞现象甚至浸润组织、

器官。其临床表现复杂，以持续高热、肝脾肿大、二或

三系血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高脂血症、凝血功能异

常等一系列临床综合征为特征［５］。其中 ＦＨＬ为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病，多在２岁之前发病，５０％有家族遗传
史，与穿孔素基因、Ｕｎｃｌ３Ｄ基因、ＳＴＸ１１基因［６］等缺陷

有关。由于ＦＨＬ患儿存在基因缺陷，免疫活性细胞不
能及时凋亡致大量积聚，炎性细胞因子泛滥，正反馈调

节使免疫活性细胞过度激活，即炎性介质的级联放大

效应，使免疫调节功能受损［７］。ＨＬＨ患儿由于本身存
在基础疾病或有遗传易感性，当受到外来感染时机体

细胞免疫调节系统失控，Ｔｈ１／Ｔｈ２比例失衡［８］，Ｉ型 Ｔ
辅助细胞过度活化，并大量分泌 ＩＮＦγ等细胞因子活
化细胞毒性Ｔ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巨噬细胞，效应细
胞进一步合成并分泌多种酶及细胞因子参与炎症反

应、细胞毒功能及免疫调节，在抗病原体感染中发挥强

烈效应［９］。因此患儿由于持续存在先天性或后天性免

疫缺陷导致Ｉ型 Ｔ辅助细胞过度分泌，而抑制因素减
低，导致炎症因子大量积聚，引起“细胞因子风暴”及

一系列严重的组织损伤。

因此治疗本病的关健在于早期抑制难以控制的淋

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活性，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ａｌｌｏ
ＨＳＣＴ）是治疗 ＨＬＨ的重要手段，对于 ＦＨＬ患儿来说
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唯一能治愈的手段，但部分患儿

免疫调节失衡，高细胞因子血症导致脏器功能严重受

损，并且经历过化疗，一般情况较差，不能耐受高强度

的预处理方案，故可采用减低预处理强度（ＲＩＣ）的造
血干细胞移植［１０］。同时 ＨＬＨ２００４治疗方案亦建议：
ＦＨＬ患儿诱导缓解后需尽快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ＨＬＨ患儿诱导缓解治疗８周后如果仍未达到缓解，应
继续进行巩固治疗直至可以实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ＨＬＨ患儿停药后复发者，应重新进行诱导缓解及巩固
治疗直至可以实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我科通过 ａｌｌｏ
ＨＳＣＴ治疗８例 ＨＬＨ患儿，４例无病存活，占５０％，移
植后存活最长时间已达５年，５例原发性 ＨＬＨ患儿中
４例染色体突变在移植后均消失，取得了较好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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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双钢板治疗肱骨髁间骨折临床分析
王俊，张新伟，王祥峰

【摘　要】　目的　探讨双钢板治疗肱骨髁间骨折的疗效。方法　采集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采用双钢板
内固定技术治疗肱骨髁间骨折病例１５例。按照ＡＯ／ＡＳＩＦ分型：Ｃ１型４例、Ｃ２型８例、Ｃ３型３例。术中行尺骨鹰嘴截骨
显露肱骨髁间者１３例，肱三头肌舌形瓣显露者２例。按照先处理髁间骨折，再处理髁上骨折的原则进行复位与固定。
术后用改良Ｃａｓｓｅｂａｕｍ评分系统评定肘关节术后疗效。结果　１５例患者随访８～２４个月，平均１３个月，骨折全部愈合，
术后疗效评定结果为优４例、良７例、可３例、差１例。优良率为７３％。后４例与骨折复位不良，术后功能锻炼不配合有
关。其中２例行肘关节松解术，功能达到良。结论　双钢板固定肱骨髁间骨折能提供坚强的稳定性，有利于早期功能锻
炼，是治疗肱骨髁间骨折有效方法。

【关键词】　双钢板；肱骨髁间骨折；骨折固定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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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肱骨髁间骨折是临床上常见的复杂性骨折，手术
治疗难度大，预后较差，内外髁常分离为单独的骨块，

且伴有旋转移位。治疗的目的是恢复关节的正常对合

关系，获得解剖复位并给予稳定的内固定［１］，应尽可能

进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２０１２年 ２
月，我院采用双钢板内固定对１５例肱骨髁间骨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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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手术治疗，疗效确切，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５例中男性１１例、女性４例；年龄
３６～６１岁，平均４５岁；左侧６例、右侧９例；致伤原因：
摔伤８例，坠落伤２例，撞伤５例；按照 ＡＯ／ＡＳＩＦ肱骨
骨折分型：其中Ｃ１型４例、Ｃ２型８例、Ｃ３型３例。本
组患者均为闭合性骨折，伴尺神经损伤１例，伴多发骨
折２例；伤后５～１４ｄ行手术治疗，平均８ｄ。

效果，与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其他儿童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疗
效相当，且分子组织配型的改善使得非亲缘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
取得了很好效果。但同时也注意到正确地防治各种移

植相关并发症极其重要，本研究中２例患儿死于移植
并发症（１例死于脓毒血症，１例死于 ＶＯＤ），而病例的
选择和ＨＬＡ配型的相合是预防移植并发症的重要措
施。总的来说，在充分考虑移植风险，积极应对移植并

发症，加强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实施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
ＨＬＨ，是一种相对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值得进一步研
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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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术前准备　１５例均行肘关节ＣＴ检查，了解骨
折移位情况，软组织条件良好。

１２２　麻醉方法　１１例使用臂丛麻醉、４例使用全身
麻醉。

１２３　手术过程　患者仰卧位，患肢上气囊止血带，
取肘后正中纵行切口，显露并保护尺神经，将覆盖尺侧

腕屈肌的筋膜纵形切开６ｃｍ以上，以增加神经的移动
度，可以减小尺神经被纤维环包裹卡压的概率［２］。本

组病例行尺骨鹰嘴截骨显露肱骨髁间者１３例，肱三头
肌舌形瓣显露者２例。按照先处理髁间骨折，再处理
髁上骨折的原则进行复位与固定。首先复位肱骨髁间

骨折块，以尺骨滑车切迹、桡骨头为参照物重建肱骨远

端关节面，确保滑车的解剖宽度，以克氏针对肱骨髁间

骨折临时固定，确定复位满意后，改用全螺纹螺钉自内

侧髁向外侧髁平行滑车轴线穿钉固定。再复位髁上骨

折，将重建钢板或１／３管形钢板固定于肱骨内侧柱的
内侧嵴上，将重建钢板固定于肱骨远端外侧柱的后方，

钢板预弯后与肱骨远端骨面应严密贴切，螺钉应避免

穿入鹰嘴窝或冠状突窝。行鹰嘴截骨组，将尺骨鹰嘴

复位后，以克氏针张力带固定，常规行尺神经前置术，

切口置负压引流。

１２４　术后处理　术后４８ｈ拔出引流管，无需外固
定，１～２ｄ即可行肘关节主动伸屈功能锻炼［３］。术后

２周拆线，以后每月复查，指导功能锻炼及检查功能恢
复情况。

２　结果
　　本组１５例患者随访８～２４个月，平均１３个月，未
见内固定松动及骨折移位，骨折均愈合。采用改良

Ｃａｓｓｅｂａｕｍ评分系统［４］评定肘关节术后疗效，既先以

Ｃａｓｓｅｂａｕｍ评分系统定量肘关节活动度，再将肘关节
活动度与患者的主诉相结合作为最终评分。据此标

准，本组患者中优４例，良７例，可３例，差１例。优良
率为７３％。后４例与骨折复位不良，术后功能锻炼不
配合有关。其中２例行肘关节松解术，功能达到良。

３　讨论
３１　双钢板固定肱骨髁间骨折的钢板放置位置　肱
骨髁的解剖关系较复杂，双钢板放置位置是治疗肱骨

髁间骨折的争论焦点［５］，是平行放置还是垂直放置？

本组病例均采用垂直放置双钢板，当双钢板在双平面

上呈垂直方向固定，其固定强度和抗疲劳程度最好［６］，

尤其是在粉碎性骨折和无法获得骨折块加压的病例。

由于肱骨头的关节软骨没有延伸到肱骨远端的后侧，

因此接骨板放置在外侧柱的后侧可靠向远侧，有利于

垂直放置双钢板，增加固定的力学强度。

３２　手术入路的选择　肱骨髁间骨折的手术入路有
肱三头肌蛇形瓣切开入路、肱三头肌纵劈入路、尺骨鹰

嘴截骨入路、肱三头肌双侧入路［７］，无论采取哪种入

路，都必须显露并保护尺神经。本组病例前２例采用
肱三头肌蛇形瓣切开入路，后１３例均采用尺骨鹰嘴截
骨入路，尺骨鹰嘴截骨入路可以很好地显露肱骨远端

关节面，便于肘关节的解剖复位，避免损伤肱三头肌，

将肌性愈合变为骨性愈合，术后组织肿胀程度较轻，利

于早期功能锻炼。

３３　尺神经的术后处理　治疗肱骨髁间骨折是否常
规前置尺神经存在争议，当内固定物位于或临近尺神

经时，是尺神经前置的适应症［８］，因采用双钢板固定，

内侧钢板位于肱骨内侧柱的内侧嵴上，临近尺神经，本

组病例均行尺神经前置术，避免损伤尺神经。

３４　功能锻炼的时间及必要性　早期开展术后功能
锻炼，可以促进肿胀消退，避免关节僵直，是肘关节功

能恢复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研究指出，若肱骨髁间骨

折术后４周才开始功能锻炼，将明显影响肘关节功能
恢复。牢靠的内固定是术后早期功能锻炼的前提。一

定要鼓励患者早期开始肘关节主动伸屈功能锻炼，辅

以被动锻炼［９］，兼顾前臂的旋转功能锻炼。

肱骨髁间骨折骨折治疗具有较大的难度，恢复肘

关节良好的对合关系，有效的内固定及术后肘关节早

期主动功能锻炼是治疗肱骨髁间骨折、恢复肘关节功

能的重要因素［１０］。双钢板内固定治疗肱骨髁间骨折

具有骨折固定牢靠，基本达到解剖复位的特点，有利于

早期功能锻炼，是目前治疗肱骨髁间骨折安全有效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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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改良逆行气管插管在呼吸衰竭中的综合应用价值研究
廖桂生，陈卫民，曾衍亮

【摘　要】　目的　探讨改良逆行气管插管在呼吸衰竭中的综合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８月
于广东医学院附属石龙博爱医院采用改良逆行气管插管法进行抢救的３０例呼吸衰竭伴困难气道患者为观察组，同期采
用传统逆行气管插管法进行抢救的３０例患者为对照组，后将两组患者的插管时间、第１，２，３次插管成功率、并发症发生
率、插管前及插管中的血流动力学指标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的插管时间短于对照组，第１次插管成功率高于对照
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插管中的 ＳＢＰ、ＤＢＰ、ＨＲ及 ＭＡＰ均低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　改良逆行气管插管在呼吸衰竭中的综合应用价值较高，对患者的不良刺激更小。
【关键词】　改良逆行气管插管；呼吸衰竭；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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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管插管是临床中抢救呼吸衰竭患者的急救方法
之一，但是不同的插管模式的安全性及抢救效率存在

一定的差异，找到一种快速安全的气管插管方法是抢

救效果及预后较大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２］。本文中我们

就改良逆行气管插管在呼吸衰竭中的综合应用价值进

行观察，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８月
于本院采用改良逆行气管插管法进行抢救的３０例呼
吸衰竭伴困难气道患者为观察组，同期采用传统逆行

气管插管法进行抢救的３０例患者为对照组。对照组
的３０例患者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４０～７２
岁，平均年龄（６６．２±３．７）岁，原发病：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１６例，重症肺炎１２例，其他２例。观察组的３０
例患者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３９～７３岁，平
均年龄（６６．４±３．５）岁，原发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１６
例，重症肺炎１０例，其他４例。两组患者均无其他疾
病，在男女比例、年龄及原发疾病构成方面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１２　气管插管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逆行气管插管
法进行抢救，以患者颈前部环甲膜为穿刺点，采用２％

基金项目：广东省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１０５１５００００７６）
作者单位：５２３３２５广东省东莞市，广东医学院附属石龙博爱医院ＩＣＵ
通讯作者：廖桂生，电子信箱：ｌｉａｏｇｕｉｓｈｅｎｇｌ＠１６３．ｃｏｍ

利多卡因进行局麻，以注射器于穿刺点垂直进针１．０
ｃｍ左右，以见注射器内有气泡表示已经进入气管，大
约注入３．０ｍｌ左右利多卡因，然后以“Ｊ”型深静脉导
丝往口腔方向进入，以喉镜辅助将导丝抽出一定长度

导丝，然后将气管导管套入，将导管沿导丝方向滑入，

在滑入过程中如遇阻力可适当调整旋转导管方向，以

导管有气流流出为进入气管，将导丝拉出，继续将导管

插入，最后以气囊进行充气固定。观察组则采用改良

逆行气管插管法，其改良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穿
刺点改为第２～４气管环间隙，其目的为减少声带损
伤，增加气管导管尖端插入深度，从而提高成功率。②
将“Ｊ”型深静脉导丝引出口腔后，不套入气管导管，而
将导丝从气管导管尖端侧孔（即摩菲眼，Ｍｕｒｐｈｙｅｙｅ）
由外壁向内穿出。呈穿针样（见图１Ａ）；操作者一手将
气管导管与导丝紧贴并一起抓紧，另一手拉紧导丝气

管环间隙端（见图１Ｂ），此时气管导管尖端外壁将自动
紧贴于导丝上，牵引导丝气管环间隙端，口腔端导丝和

气管导管顺势跟进，保持此状态持续向前推引气管导

管直至越过声门进入气管。③当气管导管尖端到达
（见图１Ｃ）位置后，继续将气管导管向前推进约２～３
ｃｍ，将气管环间隙端导丝带入气管内，然后从口腔端
拔出导丝。

　　然后将两组患者的插管时间、第１，２，３次插管成
功率、并发症发生率、插管前及插管中的血流动力学指

标进行比较。

·００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图１　改良逆行气管插管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进行数据处理的软件包
选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其中年龄及插管时间为计量资料，进
行ｔ检验处理，其他方面的数据均为计数资料，进行χ２

检验处理。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插管时间、第１，２，３次插管成功率及并
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的插管时间短于对照组，第
１次插管成功率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比较数据
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插管前及插管中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比
较　插管前两组患者的 ＳＢＰ、ＤＢＰ、ＨＲ及 ＭＡＰ水平比
较，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插管中观察组
的ＳＢＰ、ＤＢＰ、ＨＲ及 ＭＡ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Ｐ均＜
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比较数据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插管时间、第１～３次插管成功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ｎ 插管时间（ｓ）
插管成功率

第１次 第２次 第３次
并发症

穿刺点血肿 声带麻痹 总计

对照组 ３０ １８．９±４．５ ２１（７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２（６．７０） ２（６．７０） ４（１３．３０）
观察组 ３０ ９．１±２．８ ２８（９３．３０） ２（６．７０） ０ １（３．３０） ０ １（３．３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插管前及插管中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组别 ｎ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ＤＢＰ（ｍｍＨｇ） ＨＲ（次／ｍｉｎ） ＭＡＰ（ｍｍＨｇ）

对照组 ３０插管前 １４５．３２±１０．３３ ９３．１４±６．７３ ７０．５±７．３ １２２．４５±８．０２
插管中 １６７．２１±１０．７８ １２２．４８±７．４５ ８６．４±７．６ １５０．０７±８．９５

观察组 ３０插管前 １４５．２９±１０．３６ ９３．１８±６．７０ ７０．７±７．１ １２２．５１±７．９９
插管中 １５０．５９±１０．５２ １１０．９４±７．１０ ７５．６±８．１ １３１．４７±８．６６

　　注：插管中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气管插管是为气道通畅、通气供氧、呼吸道吸引和
防止误吸等提供最佳条件和时机的治疗干预方式，其

已成为心肺复苏及伴有呼吸功能障碍的急危重症患者

抢救过程中的重要措施，其对抢救患者生命及降低病

死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３－４］，同时也是医务工作者

必须掌握的急救措施之一。而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完善，临床要求进一步改进其在抢救中的效果，而这

不仅仅要进一步加快插管通气的速度，尽量降低其对

患者的不良影响及并发症发生率也是重点之一［５－６］。

而临床认为要做到较佳的插管效果，保证气管导

管尖正确及时地进入气管是重要前提，而人体结构中

的口咽部位是导致气管插管过程中存在进入阻力的部

位之一，主要与口咽部软组织可能被挤入此部位有关，

而这也是导致患者应激反应较为强烈的原因之一［７］。

再者，传统的逆行气管插管存在从环甲膜处穿刺易导

致声带损伤的缺点，再者其易导致气管插管尖不易通

过从而顺利进入气管［８］。改良逆行气管插管则避免了

上述不足，其取２～４气管环间隙进行穿刺，对患者的
损伤更小，而其穿针式的引导气管导管进入的方式则

进一步提高了气管导管进行的顺利性，且也进一步降

低了对患者的不良影响，并且其对患者的不良刺激也

更小［９－１１］。

本文中我们就改良逆行气管插管在呼吸衰竭中的

综合应用价值进行研究，发现其较传统的逆行气管插

管更具优势，其不仅仅大大缩短了插管时间，且大大提

高了第１次插管的成功率，另外患者的插管并发症发
生率也大幅度降低，并且患者在插管过程中的血流动

力学指标也明显低于采用传统逆行气管插管的患者，

而上述优势均与改良逆行气管插管改善了进管效果及

降低了对患者的刺激有关。我们认为改良逆行气管插

管在呼吸衰竭中的综合应用价值较高，对患者的不良

刺激更小，临床应用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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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肾筋膜扩张器联合输尿管镜、电切镜治疗３１例尿道狭窄分析
陈德钢，徐鹏程，许全超，范新欢，刘成益，张涛福，李增稳，郭亮

【摘　要】　目的　探讨肾筋膜扩张器联合输尿管镜、电切镜在治疗尿道狭窄中的作用，并且评估其价值。方法　在输
尿管镜直视下，沿斑马导丝对３１例外伤型或医源型尿道狭窄患者行尿道扩张术，其中１０例尿道狭窄患者采用单纯肾筋
膜扩张器扩张，另对２１例患者采用肾筋膜扩张器扩张后联合应用电钩或电切镜行尿道狭窄段内切开术，再置入斑马导
丝，沿导丝留置导尿管。结果　３１例患者均一次手术成功，无严重出血、尿失禁、尿瘘、假道形成等并发症；术后最大尿
流率１９．３～２４．１ｍｌ／ｓ，平均２１．８ｍｌ／ｓ，尿道造影显示管径较术前增粗。结论　肾筋膜扩张器联合输尿管镜、电切镜治
疗尿道狭窄技术可行，因在输尿管镜直视下安全有效，且操作简单，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肾筋膜扩张器；输尿管镜；电切镜；尿道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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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我科采用肾筋膜扩张
器联合输尿管镜及电切镜治疗３１例尿道狭窄患者，均
为门诊尿道扩张失败改手术治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３１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２６～７３
岁，平均４５．２岁。尿道球部外伤Ⅰ期行尿道吻合术，
术后未能按时扩张后排尿困难，后经门诊尿扩失败１１
例；外伤后尿道断裂行开放性Ⅰ期尿道会师术后７例、
Ⅱ期尿道会师术后２例，皆门诊扩张失败；尿道下裂术
后反复尿道扩张１３年，继发性前尿道狭窄１例；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后尿道狭窄８例，均为尿道海
绵体狭窄；后尿道结石因“尿道结石取出术”引起尿道

狭窄２例，其中１例为尿道海绵体狭窄、１例为膀胱颈
部狭窄。术前尿道造影狭窄长度０．５～４．５ｃｍ，平均
１．４ｃｍ，尿道狭窄段０．５～２．０ｃｍ２７例；狭窄段 ＞２．０
ｃｍ４例，其中１例为尿道下裂术后患者，３例为外伤性
尿道狭窄患者。

１２　手术方法　采用腰麻 ＋硬脊膜外麻醉，器械：Ｆ
８．０ＷＯＬＦ输尿管硬镜、肾筋膜扩张器、斑马导丝、电
切镜。麻醉成功后，常规消毒手术视野，铺巾，用 Ｆ８．０
输尿管镜直视下沿尿道外口进入尿道至狭窄段远端，

作者单位：２３７００５安徽省六安市，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泌尿外科
一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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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正确尿道后试插输尿管导管，再经输尿管导管留

置斑马导丝，沿斑马导丝逐次套入不同型号（Ｆ８～
Ｆ２４）筋膜扩张器扩张狭窄尿道，最后，Ｆ８．０输尿管镜
再次进入观察狭窄段长度、部位、狭窄部位瘢痕情况；

如果瘢痕较为明显、狭窄段较长，则在输尿管镜直视下

用电切钩切开狭窄段，必要时用 Ｆ２５电切镜进入狭窄
段切除部分瘢痕组织，再置入斑马导丝，沿导丝留置导

尿管（Ｆ１８～Ｆ２２不等）。

２　结果
　　本组３１例患者，单纯用筋膜扩张器扩张成功１０
例，筋膜扩张器扩张后联合应用电钩及电切镜行尿道

内切开２１例，手术均成功，无严重出血（出血量皆＜１０
ｍｌ），均无尿失禁、尿瘘、假道形成等并发症。术后第１
次拔尿管后均排尿通畅，最大尿流率１９．３～２４．１ｍｌ／
ｓ，平均２１．８ｍｌ／ｓ，尿道造影显示管径较术前增粗。随
访４个月 ～４年，其中，１例尿道下裂术后患者因狭窄
段较长而再次发生狭窄，拔管后前３个月在表面浸润
麻醉下行输尿管镜直视扩张术４次，正常排尿后改金
属扩张器扩张；另１例７３岁患者在外院行尿道扩张，
继发性尿道狭窄后拒绝再次手术治疗，行永久性膀胱

造瘘术。其他患者排尿通畅，最大尿流率均大于 １５
ｍｌ／ｓ，未再行金属扩张器扩张。

３　讨论
　　尿道狭窄多见于男性，多因骑跨伤所致的球部尿
道狭窄［１］，如处理不及时，尿流梗塞阻长期不能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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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可能导致肾积水而损坏肾功能，进而可能引发尿

毒症［２］。其治疗的手术方式很多，如定期尿道扩张术、

尿道内／外切开术、狭窄段切除尿道再吻合术、带皮瓣
修补术等。定期尿道扩张术为治疗尿道狭窄最经典的

术式，但其具有盲目性，尿道探子通过狭窄部位时容易

损伤尿道黏膜，加重狭窄程度，甚至有可能造成假道、

尿道直肠瘘等并发症［３］；而开放手术如直视下切开术、

狭窄段切除吻合术，创伤大、并发症多，而且失败后大

大增加再次手术的难度。近年来随着腔内技术及器械

的不断发展，尿道内切开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已

成为治疗尿道狭窄的主要方法［４］；但是，对于长段尿道

狭窄，腔内治疗则不易实施或远期效果较差，常选择的

治疗方案为尿道替代成形术，其尿道替代组织主要有

结肠黏膜［５－６］、颊黏膜［７－９］及游离包皮内板，各有其优

点，但皆因受到取材因素、无血运、易挛缩和术后各种

并发症而限制此类手术的发展应用。所以目前，多数

学者认为较短的尿道狭窄／闭锁，不推荐选择开放手
术，因其具创伤大、较高手术失败率、易并发阴茎勃起

功能障碍等特点，应该选择创伤小、可重复、成功率高

的腔内手术［１０］；而长段尿路狭窄／闭锁，腔内手术往往
效果不理想，并易引起假道形成、尿失禁、尿道直肠瘘

等并发症，重复腔内手术失败率更高［１１］。

本组３１例尿道狭窄患者，采用输尿管镜下单纯肾
筋膜扩张器扩张或联合电切镜治疗。输尿管镜具有镜

头小、分辨率高的优点，较Ｆ２１的尿道镜和Ｆ２４的电切
镜更易辨清假道从而找到正确真道到达狭窄部，这样

在输尿管镜直视下置入导丝，大大减少假道、黏膜损伤

等并发症的发生［１２］，同时也可在尿道扩张术后直视下

视察判断扩张后效果及有无损伤情况，使扩张过程变

得安全、可靠［１３］；如果发现扩张后狭窄段较长，又可对

瘢痕行切开或切除，从而减少术后复发和术后尿道扩

张次数。

笔者治疗体会：①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术前行逆
行尿道造影了解狭窄程度及狭窄长度。并且，积极治

疗尿道及尿道周围感染，尿道狭窄患者排尿不畅，细菌

易在粗糙尿道黏膜上附着和繁殖，尿道扩张术或其它

尿道检查操作均有可能使感染扩散，从而发生尿道炎、

尿道热、败血症，甚至感染性休克的可能。所以，术前

应行尿细菌培养，选择敏感抗生素抗感染治疗。②术
中正确找到尿道真道并留置斑马导丝是治疗成功的关

键，对于膜状狭窄或狭窄段较短的患者单独采用肾筋

膜扩张器即可完成治疗，治疗效果明确；对于狭窄段较

长者，尤其是＞２ｃｍ者，由于瘢痕较多，先用肾筋膜扩
张器将瘢痕扩开，使得电切镜鞘顺利通过并切除狭窄

瘢痕，而不可盲目使用粗镜鞘直接进入尿道，以避免引

起新的损伤及并发症，增加手术失败机率。③在切除
瘢痕时，一点位切开不利于电切镜通过狭窄处，一般三

点位切开，前尿道狭窄于尿道６，４，７点位切开狭窄处，
避免损伤海绵体；后尿道狭窄于尿道１２，３，９点位切开
狭窄处，防止直肠瘘。④手术后一般采用刺激性小的

含硅胶导尿管，不易过粗，以Ｆ１８～Ｆ２０为宜，过粗导尿
管影响尿道血液循环，不利于尿道黏膜生长，而且导尿

管过粗造成尿道分泌物不能排出而易造成感染。留置

导尿管时间有学者主张留置４～６周，也有学者主张留
置２～３周，笔者认为不应留置时间过长，否则会造成
感染而引起手术失败。由于尿道上皮再生一圈需要

４～６周，所以对于电切瘢痕范围较大的患者，术后至
少保留尿管４周正常尿道黏膜才能修复创面。我们根
据狭窄段长短决定拔出导尿管时间。对狭窄段＜１ｃｍ
留置导尿管２周，狭窄段＞１ｃｍ留置导尿管４周，狭窄
段＞２ｃｍ留置导尿管５周。留置导尿管期间，因尿道
分泌物排出困难，每天将剪有多个小侧孔的无菌细硅

胶管插入尿道支架管内，再用注射器抽吸出管中渗液，

并注入适量庆大霉素。拔除导尿管后定期随访及尿道

扩张。

通过对本组患者治疗，笔者认为肾筋膜扩张器逐

次扩张联合瘢痕电切治疗尿道狭窄，具有操作简单、安

全有效、可重复性强、可避免盲目扩张形成假道或穿

孔、避免较粗内镜盲目切割等优点，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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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基层医院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的应用及并发症防治
郭伟钊

【摘　要】　目的　探讨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ＭＰＣＮＬ）在基层医院的应用及并发症的防治。方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吴川
市人民医院实施ＭＰＣＮＬ２８６例，男性１８９例，女性９７例，其中肾结石１７６例，输尿管上段结石５９例，肾结石合并输尿管
上段结石５１例。结果　本组患者均治愈出院，无一例死亡，发生并发症２６例，其中大出血１１例，肾盂破裂２例，胸腔积
液３例，腹腔积液４例，结肠穿孔２例，感染４例。结论　ＭＰＣＮＬ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但有一定的并发症发生
率，在基层医院技术不熟练的情况下风险较大，加强并发症的防治有利于此项技术在基层医院的开展。

【关键词】　基层医院；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肾结石；输尿管上段结石；并发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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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Ｋｉｄｎｅｙｓｔｏｎｅｓ；Ｕｒｅｔｅｒ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ｉ；Ｃｏ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随着泌尿系腔镜技术的发展，微创经皮肾镜取石
术（ＭＰＣＮＬ）是肾结石特别是肾铸型结石最佳的治疗
方法之一。目前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虽然是一种成

熟的高新微创技术，但仍发生诸多并发症，如：大出血、

肾盂破裂、胸腔积液、腹腔积液、结肠穿孔、感染等。对

并发症的预防和有效治疗是有利于此项技术在基层医

院的开展。现结合我院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共行 ＭＰＣＮＬ
２８６例，发生并发症２６例。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２８６例中，男性１８９例，女性９７
例，年龄２３～６９岁，平均４５．３岁，肾结石１７６例，其中
单侧肾结石１５５例，双侧２１例；输尿管结石５９例，其
中单侧４８例，双侧１１例；肾结石合并输尿管结石５１
例；肾结石直径１．０～３．１ｃｍ，输尿管结石直径０．６～
１．７ｃｍ。患者临床表现为腰部酸痛、腹痛等不适症状，
患侧肾区压痛、叩击痛、输尿管行径压痛等。尿常规检

查提示肉眼或镜下血尿，Ｂ超及 ＫＵＢ＋ＩＶＵ检查提示
肾或输尿管上段结石。

１２　治疗方法　在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麻下，采用德
国ＷＯＬＦ公司生产的Ｆ８．０／９．８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
石系统和Ｂ超机。无肾积水者先取截石位，先于患侧
输尿管逆行插管留置５Ｆ输尿管导管。后改侧卧位［１］

或斜卧位［２］，消毒术野，取第１０，１１或１２肋下，腋后线
和肩胛下角线之间的区域为穿刺点，Ｂ超监测定位，确
定结石位置，经输尿管导管向肾盂注入生理盐水制造

肾积水。用１８号肾套管针在 Ｂ超引导下穿入肾集合

作者单位：５２４５００广东省吴川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系统后，拔出针芯，见尿液流出后，经针鞘置入０．０３５
ｉｎ斑马导丝。退出针鞘，用筋膜扩张器依次从６Ｆ开始
扩张至１６Ｆ，退出筋膜扩张器，建立经皮肾取石通道。
在Ｆ１６可撕开鞘内，用 Ｆ８．０／９．８ＷＯＬＦ输尿管镜顺鞘
置入，寻找到结石后，置入气压弹道碎石杆击碎结石，

用取石钳取出或加压冲出碎石［３］。术中行 Ｂ超检查
了解结石残留情况，以取净结石。碎石成功后置入双

Ｊ管，留置肾造瘘管。术后１周复查腹平片，３～５ｄ拔
除肾造瘘管。２个月内拔除双Ｊ管。

２　结果
　　本组２８６例患者中均一期经皮肾镜取尽结石，发
生并发症２６例。２８６例进行 ＭＰＣＮＬ术的患者中最严
重的并发症是出血，共有１１例出现严重出血，予输血、
气囊压迫后止血。２例出血不止，术后行超选择性出
血肾小动脉栓塞术治愈；肾盂破裂２例，只是缩短手术
时间外，未采取其他特殊处理；胸腔积液３例；其中１
例术中有轻度胸闷，术后加重，行胸腔穿刺抽液或闭式

引流术治愈；腹腔积液４例，行脱水、利尿等治疗治愈；
结肠穿孔２例，予以充分引流、抗炎、换药等处理后治
愈；感染４例，经加强抗炎治疗后治愈。

３　讨论
３１　出血是ＭＰＣＮＬ术常见的并发症　微创经皮肾镜
取石术（ＭＰＣＮＬ）已成为治疗复杂性上尿路结石特别
是肾铸型肾结石最佳的治疗方法之一［４］。解决肾脏铸

型结石、重度肾积水、肾内２．０ｃｍ以上结石、输尿管迂
曲、输尿管上段结石伴结石下方输尿管炎症引起肉芽

肿阻塞致使经尿道输尿管镜碎石失败，亦避免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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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的问题［３］。由于 ＭＰＣＮＬ术式
的原因，并发症以出血最为常见，是直接影响 ＭＰＣＮＬ
手术成功的主要原因。出血的原因：①术者操作不当、
肾穿刺时损伤肋间血管、肾实质血管、肾门血管等。②
患者的全身因素：高龄、糖尿病、肝功能损害、高血压、

凝血功能障碍、血管病变等，并发症率高，出血严重。

③局部多次损伤，反复集中在同一区域试穿或反复扩
张肾造瘘通道使肾内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的形成。

④复杂性输尿管上段结石，常合并感染等诸多因素。
为预防严重出血，术者要充分了解肾血管的解剖特点，

对有血管病变的患者进行评估。尤其是基层医院的医

务人员对患者评估不足，选择的穿刺路径不当，术中出

血严重。在术前了解患者的凝血功能，控制糖尿病的

病情，泌尿系感染等。术前行 ＣＴ检查了解肾盏情况，
选择适当的穿刺路径以减少出血，尽量避免在同一区

域重复试穿刺。术中选择肾少血管区进行穿刺，如肾

外侧缘后１～２ｃｍ处。如有血管病变和糖尿病的患
者，尽量小号筋膜扩张器扩张，一般不要大于 Ｆ１４，以
减少对肾脏的损伤引起大出血。据患者和结石具体情

况，尽量分期手术，也能减少出血的发生率。出血量大

可形成肾周血肿、感染，导致肾功能损害，早期可保守

治疗。出血常常由于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引起，出血

严重者可予Ｋａｙａ管或Ｆｏｌｅｙｓ导尿管气囊压迫止血，经
保守治疗无效后行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５］。在术前

应充分准备，均经有效控制后方予手术，以最大程度降

低手术风险。术后的预防机制也要作充分准备，不能

存在侥幸心理［６］。

３２　肾盂破裂的原因　①穿刺过度。②碎石时气压
弹道撞针击穿或结石挤压。③液体冲洗压力过大。一
般情况肾盂穿孔的发生率不高，小的穿孔在术后２４～
７２ｈ会自行愈合。术中如发现穿孔后应缩短手术时
间，术后保持引流通畅。

３３　胸膜的损伤　胸膜损伤引起液胸、气胸、血胸等
并发症，与ＭＰＣＮＬ穿刺路径有关。本组３例胸膜损伤
引起胸腔积液，原因是选择穿刺部位较高。教训是：高

位穿刺损伤胸膜的可能大。患者主要表现为胸闷、气

促及酸中毒。如果在拔除肾造瘘管后出现以上症状，

需检查胸片确诊。术中、术后密切观察。一般少量气

胸或液胸可自行吸收，量大可行胸腔穿刺抽出或闭式

引流，密切观察呼吸情况［７］。

３４　腹腔积液的原因　腹腔积液是ＭＰＣＮＬ的常见并
发症。术中操作不当引起集合系统损伤，如：穿孔、

ｐｅｅｌａｗａｙ鞘脱出、冲洗液灌注压力过高、引流不通畅
等原因，引起冲洗液或尿液渗出至腹膜后、腹腔或胸

腔，造成腹膜后、腹腔或胸腔积液，引起麻痹性肠梗阻、

假性腹膜炎等。少量液体外渗可自行吸收，大量外渗

可引起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功能障碍或体液调节紊乱，

引起生命危险。术中灌注生理盐水时保持低压灌注，

可减少液体外渗和保持术后引流通畅，可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术中如发现低钠水中毒，立即终止手术，予利

尿、限制晶体输入［８］。

３５　结肠的损伤　结肠损伤是ＭＰＣＮＬ损伤中较为严
重的并发症，但现在术中采用Ｂ超监测定位下穿刺，结
肠的损伤已比较少见，但应该警惕该类并发症的发生。

采用Ｂ超监测定位穿刺，取第１０，１１或１２肋下，腋后
线和肩胛下角线之间的区域为穿刺点，穿刺时可见胸

膜移动，一般很少损伤。一般与解剖畸形或低位穿刺

有关［９］。肾后位结肠是结肠损伤的主要原因，肾后位

结肠常位于左肾下极，多见于结肠扩张、高龄、马蹄肾、

腹膜后脂肪薄及既往手术史的高危患者。结肠穿孔早

期不易发现，一般在２～３ｄ后出现腹膜炎才被发现或
在拔除肾造瘘管后发现。经胸腹联透、立位腹片、腹部

ＣＴ、肾盂造影或结肠造影等辅助检查以明确诊断。如
果结肠穿孔穿破后腹膜，进入腹腔或感染严重的感染

应开放手术。如果结肠穿孔是在腹膜外的，可保守治

疗。

３６　感染是 ＭＰＣＮＬ术较常见的并发症　ＭＰＣＮＬ患
者术后感染是较常见的并发症，据报道，术前预防使用

抗生素，经 ＭＰＣＮＬ后感染的患者约 ３０％，并出现菌
尿。出现脓毒败血症并休克的发生率约在 ０．３％ ～
１．３％。可能与术前合并尿路感染等有关，术后尿外渗
尿液的吸收、细菌毒素血行播撒、引流不畅、相邻器官

的损伤特别是术前有尿路感染或肾积脓者，最好先行

肾造瘘，控制感染后再行二期取石术，以避免加重感染

甚至败血症的发生。总结我院术后病例，引发感染的

原因主要有：①患者大都是年龄大、糖尿病、免疫功能
差等自身全身状况差和局部因素引起。泌尿系畸形并

感染，如肾盂内感染或炎性核心结石等局部因素。②
手术因素：手术中致肾盂穿孔引起尿外渗；损伤泌尿系

黏膜；术中感染的肾盂因冲洗液压力过高致冲洗液逆

行渗漏；术程过长；术后引流不畅和抗生素的使用不合

理等。术前准备要充分，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术前

应常规作中段尿培养和药敏试验。术前要控制好感

染。如果有上尿路梗阻、复杂性铸型肾结石伴重度肾

积水或术中穿刺液为浑浊或脓性的患者，应给予肾盂

引流、抗炎等治疗，控制好感染，延期行二期手术。术

中在视野清楚下，保持肾盂内的低压，缩短术程。术后

保持肾造瘘管的通畅也是预防感染的重要手段。术后

给予速尿、强的松的应用，有明显减少术后感染。速尿

可能增加了肾小球、肾小管内压力，同时减少冲洗液外

渗量，减少细菌感染的机会。与类固醇激素的抗炎作

用有关。术前的充分准备，很少出现严重感染的患

者［１０］。

微创经皮肾镜取石术（ＭＰＣＮＬ）是肾结石特别是
肾铸型结石最佳的治疗方法之一。是近年来发展起来

的高新技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但有一定的并发症发生率，在基层医院技术

不熟练的情况下风险较大，要加强并发症的防治，充分

了解ＭＰＣＮＬ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充分做好术前准备，
手术操作规范，手术技巧熟练，术后严密观察，才能有

效防止ＭＰＣＮＬ并发症的发生，有利于此项技术在基层
医院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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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早期应用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研究
程蓬江

【摘　要】　目的　研究早期应用无创正压通气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
法　将黔江中心医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２月收治的７２例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３５例采用常
规治疗，观察组３７例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早期应用无创正压通气治疗，比较两组的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的总
有效率为９７．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４．３％，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的肺功能指标均明显改善，
且观察组较对照组的ＦＥＶ１和ＦＶＣ改善更为明显（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早期应用无创
正压通气治疗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均更为满意，并且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是临床首选的治
疗方案。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无创正压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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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７．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７４．３％ 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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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ＦＥＶ１ａｎｄＦＶＣ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ｅ
ｒ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ａｒｌ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ＰＰＶ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Ｄｈａｓｍｏｒ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ｒｅｇｉｍｅｆｏｒＣＯＰ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是临床常见的慢性疾
病，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应当积极治疗。临床

工作中将无创正压通气疗法引入该疾病的治疗中获得

满意效果［１－２］，笔者借助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的相

关病例资料，分析早期应用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ＣＯＰＤ
急性加重期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收治的７２例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患者，遵照知情同意原

作者单位：４０９０００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呼吸内科

则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３５例，观察组３７例。对照组
中，男性 １５例，女性 ２０例；年龄 ５６～８１岁，平均
（６５．１±５．７）岁；ＣＯＰＤ病程 ４～１９年，平均（５．２±
１．５）年。观察组中，男性１７例，女性２０例；年龄５５～
８０岁，平均（６４．９±５．８）岁；ＣＯＰＤ病程２～２０年，平均
（５．０±１．７）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临床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给予合理使用
抗生素、支气管扩张剂、吸氧以及对症支持治疗。观察

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早期应用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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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病２４ｈ内应用瑞典公司生产的ＢｉｌｅｖｅｌＣＰＡＰ呼吸
机，选择适当通气模式，吸气压力从１０～１６ｃｍＨ２Ｏ开
始，呼气压力从４ｃｍＨ２Ｏ（１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开
始，氧流量２～５Ｌ／ｍｉｎ、２９％ ～４１％氧浓度，ＳａＯ２维持
在９０％左右，病情好转后逐渐下调参数，间断延长停
机时间（每天停用呼吸机３～５次，１０ｍｉｎ／次），并转为
鼻导管吸氧，直至完全撤离。

１３　观察指标　有效性指标为临床有效率及肺功能
改善情况，安全性指标为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其中，肺

功能指标包括用力呼气肺活量（ＦＶＣ），１秒用力呼气
容量（ＦＥＶ１），１秒率（ＦＥＶ１／ＦＶＣ）。疗效标准为，显
效：咳嗽、咳痰症状消失或者咳嗽、咳痰症状由

（＋＋＋）转为（＋）或由（＋＋）转为（－）。好转：咳
嗽、咳痰症状由（＋＋）转为（＋）或由（＋）转为（－）。
无效：咳嗽、咳痰症状无好转或加重。显效＋好转＝总
有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对研究中
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应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ＣＯＰＤ患者疗效比较　治疗２周后观察组
的总有效率为９７．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４．３％，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ＣＯＰＤ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ｎ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３７ ２０（５４．１） １６（４３．２） １（２．７） ３６（９７．３）★

对照组 ３５ １５（４２．９） １１（３１．４） ９（２５．７） ２６（７４．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肺ＣＯＰＤ患者功能改善情况比较　两组治
疗后的肺功能指标均明显改善，且观察组的 ＦＥＶ１和
ＦＶＣ改善更为明显（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ＣＯＰＤ患者肺功能改善情况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ＦＶＣ（Ｌ） ＦＥＶ１（Ｌ） ＦＥＶ１／ＦＶＣ

观察组 ３７治疗前 １．４９±０．１８ ０．８１±０．１５ ０．５４±０．０５
治疗后 １．９０±０．１２★▲ １．２２±０．０９★▲ ０．７１±０．０３★▲

对照组 ３５治疗前 １．５０±０．１７ ０．８０±０．１８ ０．５５±０．０６
治疗后 １．７１±０．１４★ １．０７±０．１０★ ０．６２±０．０４★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观察组出现口干１例、恶
心、呕吐１例，对照组出现胃部不适１例，以上不良反
应症状均较轻微，不影响继续治疗，两组均无严重不良

反应发生。

３　讨论
　　研究入选的研究对象均为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患
者，主要症状是气促加重，常伴有喘息、胸闷、咳嗽加

剧、痰量增加、痰液颜色和（或）黏度改变以及发热等，

此外亦可出现全身不适、失眠、嗜睡、疲乏抑郁和精神

紊乱等症状［３－４］。当患者出现运动耐力下降、发热和

（或）胸部影像异常时可能为 ＣＯＰＤ加重的征兆［５］。

气促加重，咳嗽痰量增多及出现脓性痰常提示细菌感

染［６－７］。研究中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早期应用

无创正压通气治疗效果更佳，应用无创性机械通气可

降低ＰａＣＯ２，减轻呼吸困难，从而降低气管插管和有创
呼吸机的使用，缩短住院天数，降低病死率。但是使用

无创性机械通气时要注意掌握合理的操作方法，提高

患者依从性，避免漏气，从低压力开始逐渐增加辅助吸

气压和采用有利于降低 ＰａＣＯ２的方法，从而提高临床
使用的效果。杨晓芸等［８］研究提示双水平 ＮＩＰＰＶ治
疗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伴重度Ⅱ型呼吸衰竭可取得较好
的疗效。赵玉娟等［９］的研究结论也提示无创正压通气

对ＣＯＰＤ急性加重并严重呼吸衰竭疗效显著，可以改
善患者的血气分析，减少气管插管、院内感染及抗生素

的应用。孙丽华等［１０］的研究结果则提示实施无创正

压通气后，ＣＯＰＤ合并呼衰患者的住院时间缩短，插管
率以及病死率明星下降，轻、中度患者实施无创正压通

气的成功率较高，而重度患者的疗效不佳。本研究结

果与以上报道基本相符，值得参考，但在应用无创正压

通气治疗的实践标准上与孙丽华等［１０］着手点不同，本

研究显示发病２４ｈ内应用效果较佳。
由上可见，早期应用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ＣＯＰＤ急

性加重期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均更为满意，并且能

够明显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是临床首选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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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赵玉娟，王栋．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并发Ⅱ型呼
吸衰竭疗效观察［Ｊ］．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３（６）：７８４
７８５．

［１０］　孙丽华，谭焰，乔岩，等．慢性阻寨型肺疾病伴Ⅱ型呼吸衰竭患者
实施无创通气最佳时机的探讨［Ｊ］．中国急救医学，２００６，２６（２）：
８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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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依达拉奉联合奥扎格雷钠治疗急性脑梗死４８例疗效观察
梁彩霞，刘婷婷

【摘　要】　目的　探讨依达拉奉联合奥扎格雷钠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
择宿州市立医院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期间住院的９６例急性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８例）和对照组（４８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４８例使用依达拉奉３０ｍｇ静脉滴注，２次／ｄ，连用１４ｄ，奥扎格雷钠８０ｍｇ静脉滴注，２
次／ｄ，连续１４ｄ。对照组４８例，单用奥扎格雷钠８０ｍｇ静脉滴注，２次／ｄ，连用１４ｄ，两组治疗前后均对患者进行神经功
能缺损程度评分并进行疗效比较。结果　治疗１４ｄ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８５．４２％，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６８．７５％，治疗组
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１４ｄ后，治疗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两组均无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依达拉奉联合奥扎格雷钠治疗急性脑梗死安全有效。
【关键词】　依达拉奉；奥扎格雷钠；急性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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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ｒｅｓ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ａ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１４ｄａｙ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５．４２％）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６８．７５％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ｒ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ａｍ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ｄａｒａｖｏ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ｓｏｄｉｕｍｏｚａｇｒｅｌ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ｂｒａｉｎ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ｄａｒａｖ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ｏｚａｇｒｅｌ；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危害中老年身体健康和生命的
主要疾病之一，脑梗死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病，其发病

率、致残率、死亡率均较高。脑梗死急性期的治疗直接

影响其预后，治疗急性脑梗死一方面要通过溶栓、抗

凝、抗血小板聚集、降纤等来改善脑部的血液供应，另

一方面要保护缺血脑组织减少神经元的破坏防止各种

继发性的脑损害。我院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期
间应用自由基清除剂依达拉奉联合血栓素合成酶抑制

剂奥扎格雷钠治疗急性脑梗死４８例，取得了较好的临
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３月
期间住院的 ９６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男性
５２例，女性４４例，年龄３８～７９岁，平均（５９．６±５．３）
岁，其中伴高血压５６例，伴糖尿病３６例，所有入选患
者均予头颅ＣＴ或头颅ＭＲＩ扫描确诊。９６例入选患者
均符合中华神经科学会２０１０年制定的急性脑梗死的
诊断标准［１］。患者均在发病后２４ｈ内就诊，并且均为
首次发病，且无意识障碍，无出血倾向、消化性溃疡史，

无合并心房颤动，无合并心肺肝肾功能不全者，无精神

疾病及过敏体质者。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梁彩霞，电子信箱：１３６９６７１６５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４８例，分别为对照组和治疗组，但性别、年龄、病程等
情况无明显差异。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入院后均采用常规治疗：包括脱
水，扩容，口服阿司匹林，活血化瘀，神经营养调控血压

及血糖等治疗。治疗组一次给予依达拉奉注射液３０
ｍｇ（吉林博大制药公司生产）＋０．９％氯化钠溶液１００
ｍｌ静滴，２次／ｄ，同时给予奥扎格雷钠注射液（北京凯
因制药公司生产）８０ｍｇ加入０．９％氯化钠溶液２５０ｍｌ
静滴，２次／ｄ，连续应用１４ｄ；对照组一次给予奥扎格
雷钠注射液８０ｍｇ加入０．９％氯化钠注射液２５０ｍｌ静
滴，２次／ｄ，１４ｄ一疗程。
１３　疗效标准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
表（ＮＩＨＳＳ）对患者进行评分和神经功能缺损积分值
（ＮＦＤＳ）的减少程度进行评定。根据全国第四届脑血
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疗效判定标准。疗效分为：①基
本治愈：ＮＦＤＳ减少９１％～１００％，病残程度０级；②显
著进步：ＮＦＤＳ减少４６％～９０％，病残程度１～３级；③
进步：ＮＦＤＳ减少１８％～４５％；④无效：ＮＦＤＳ减少１７％
左右；⑤恶化：ＮＦＤＳ增加１８％以上或死亡。治疗期间
注意观察患者有无不良反应定期复查肝肾功能。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对所得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１４ｄ后进行临
床疗效评定，治疗组总有效率８５．４２％，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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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７５％，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１４ｄ后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基本治愈 显著治愈 进步 无效 恶化 总有效率（
"

）

治疗组 ４８ ２０ １１ １０ ６ １ ８５．４２

对照组 ４８ １５ １１ ７ １３ ２ ６８．７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
损情况均有改善，治疗组改善更明显，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治疗前ＮＩＨＳＳ评分 治疗后ＮＩＨＳＳ评分

治疗组 ４８ １７．５±４．６ ４．８±３．４＃

对照组 ４８ １７．３±５．７ １３．８±４．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急性脑梗死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病，其发病率、致残
率、死亡率均较高，其常见病因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

粥样硬化、高血脂、高纤维蛋白原血症、冠心病等。急

性脑梗死病灶是由缺血中心区及周围的缺血半暗带组

成，缺血中心区的脑组织发生不可逆性损害，但缺血半

暗带由于局部脑组织存在大动脉残留的血流和侧支循

环，尚有大量的存活的脑细胞，因此尽快恢复缺血半暗

带的血液供应和应用有效的神经细胞保护剂是急性脑

梗死治疗的关键，但这一措施必须在一定的治疗时间

窗内完成，治疗时间窗包括再灌注时间窗和神经细胞

保护时间窗，脑梗死的治疗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病情

实行个体化和整体化治疗原则，虽然目前溶栓治疗是

超早期治疗急性脑梗死最有效的治疗方法［２］，但由于

条件所限绝大多数病人到达医院时已经超过３～６ｈ
的有效溶栓时间窗，不能采取溶栓治疗。所以临床上

治疗急性脑梗死多采取应用抗血栓药物或抗血小板聚

集药物改善缺血半暗带的微循环并应用神经保护

剂［３］。急性脑梗死超过６ｈ的再灌注时间窗，脑损伤
可继续加剧，且释放出兴奋性氨基酸，神经细胞钙内流

产生氧自由基，正常生理情况下，自由基处于生成清除

平衡状态，不损害机体，当脑缺血缺氧时，会引起机体

一系列生化反应及生理病理变化，使氧自由基大量蓄

积，并且氧自由基又能生成毒性更强的羟自由基，大量

的氧自由基和羟自由基使缺血半暗带区的血管内凝血

形成血栓，使梗死的病灶扩展迅速，造成脑组织严重损

害，因此早期使用有效神经保护剂自由基清除剂是治

疗急性脑梗死的关键。

依达拉奉是一种新型自由基清除剂和抗氧化

剂［４］，具有清除有细胞毒性的氧自由基作用，急性脑梗

死在其缺血期花生四烯酸代谢加快，致使自由基产生

增多造成脑组织死亡和脑水肿。依达拉奉能够减少花

生四烯酸的代谢，并可以抑制脂质的过氧化反应，从而

减轻脑水肿，并可减少迟发性神经元死亡，防止血管内

皮细胞损伤对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保护作用［５］。依达拉

奉通过清除氧自由基从而改善脑缺血缺氧，另外还能

通过抑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及白三烯的合成，来减少

氧自由基的产生。目前有研究报道萘乙酸（ＮＡＡ）生
成减少能损害神经元功能，依达拉奉可使急性脑梗死

患者脑组织中ＮＡＡ含量升高，减轻患者的神经功能缺
损［６］。依达拉奉相对分子量为１７４．１９的亲脂性基团，
血脑屏障的通过率为６０％，依达拉奉对于急性脑梗死
的血浆凝血酶原时间（ＰＴ）、活化部分性凝血活酶时间
（ＡＰＰＴ）和凝血酶时间（ＴＴ）值无明显影响，但能进一
步降低血浆纤维蛋白原（Ｆｇ）浓度。而依达拉奉本身
不影响血凝系统，其降低血浆 Ｆｇ的机制可能与 Ｆｇ不
仅是体内重要凝血因子又是常见的炎性反应标志物有

关，Ｆｇ升高已被证实为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主要的独
立危险因素之一，依达拉奉能降低 Ｆｇ浓度，从而改善
神经功能缺损症状［７］。因此依达拉奉是一种安全有效

的神经保护剂，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急性脑梗死的常见病因有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

血小板功能异常等，其中血小板功能异常是形成血栓

的关键，因此抑制血小板聚集，也是急性脑梗死的治疗

方法之一，目前认为血小板聚集与血栓素Ａ２（ＴＸＡ２）、
前列环素（ＰＧＩ２）的关系密切，ＴＸＡ２是强烈的血小板
聚集物，是强有力的血管收缩剂［８］，血栓素 Ａ２通过激
活血栓素Ａ２受体，强烈诱导血小板聚集，促进血栓形
成［９］，ＰＧＩ２则有抗血小板聚集和扩张血管的功能，两
者互相制约，正常情况下两者保持动态平衡，血栓素

Ａ２增多时就易形成血栓。而前列环素（ＰＧＩ２）有扩张
血管和抗血小板聚集的功能。奥扎格雷钠是一种高选

择性血栓素合成酶抑制剂，能够抑制 ＴＸＡ２生成，并且
能促进 ＰＧＩ２的合成，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功能，而
且奥扎格雷钠还具有扩张脑血管，减低血粘度，使形成

的血栓溶解，改善缺血半暗带区局部的血流量，使受损

的脑组织功能得到恢复，达到缓解脑部缺血症状及神

经缺损程度的目的，进而改善患者临床症状［１０］。

本研究表明，依达拉奉和奥扎格雷钠联用既能快

速地改善脑供血，又可以很好地保护脑细胞，恢复脑梗

死缺血半暗带神经细胞功能，治疗急性脑梗死有效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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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后腹腔镜技术在上尿路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肖辉，季金峰，曾显奎，焦常宝，王学强，许晓东，姚良芳

【摘　要】　目的　通过比较后腹腔镜手术与开放手术治疗的上尿路疾病，总结后腹腔镜技术特点，进一步提高后腹腔
镜技术的水平。方法　回顾分析后腹腔镜组１２４例、开放手术组１１０例资料，分别就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
间、术后住院日、费用等进行比较和统计学检验。结果　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后腹
腔镜术中及术后出血量，住院日均明显减少（Ｐ＜０．０５），手术时间部分长于开放组（早期），费用高于开放组。结论　后
腹腔镜技术应用于上尿路疾病，具有出血少，损伤小，痛苦少，恢复快等优点，但费用较高。随着腹腔镜耗材的费用降低

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信后腹腔镜技术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　上尿路疾病；后腹腔镜技术；开放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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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总结后腹腔镜技术在上尿路疾病应用的临床经
验，提高技术水平，２００６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我院
分别应用后腹腔镜技术和开放手术治疗上尿路疾病，

选择２３４例，现比较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后腹腔镜组（Ａ组）１２４例，男性７０
例，女性５４例，年龄２２～７８岁，中位年龄５６岁。肾癌
根治性肾切除１３例（均为局灶的临床分期仍 Ｔ１Ｎ０Ｍ０
和Ｔ２Ｎ０Ｍ０期，肿瘤直径１．８～５．２ｃｍ（无肾静脉、下腔
静脉癌栓形成）；肾上腺占位切除术１１例；肾上腺巨大
囊肿切除术３例（８～１２ｃｍ）；萎缩肾切除术１０例；无
功能肾（积水）切除术１２例；肾蒂周围淋巴管结扎术４
例；肾盂癌根治性切除术６例；患侧尿路切除术（输尿
管下段癌）２例；肾盂切开取石术６例；输尿管上段切
开取石术２３例（结石１．５ｃｍ×０．８ｃｍ～２．４ｃｍ×１．６
ｃｍ）；肾囊肿去顶减压术３６例（囊肿直径５．０～１２．０
ｃｍ）。开放手术组１１０例（Ｂ组），男性６２例，女性４８
例，年龄２１～７５岁，中位年龄４８岁。肾囊肿去顶减压
术１８例（囊肿直径４．８～１１．６ｃｍ，平均７．６ｃｍ）；肾上
腺巨大囊肿１例；肾上腺占位切除术４例（肿瘤直径为
１．８～９．８ｃｍ，平均４．６ｃｍ）；肾盂切开取石术１３例；萎
缩肾切除术１６例；无功能肾（积水）切除术９例；肾蒂
淋巴管结扎术２例；肾癌根治性肾切除术１４例（均为
局灶的临床分期 Ｔ２Ｎ１Ｍ０期，无肾静脉、下腔静脉癌栓
形成）；肾盂癌根治性切除术１５例；患侧尿路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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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下段癌）４例；输尿管上段切开取石术１４例
（结石１．６ｃｍ×１．０ｃｍ～２．８ｃｍ×１．２ｃｍ）。
１２　手术方法　腹腔镜组手术全部气管插管麻醉，健
侧卧位。于腋后线、肋缘下方０．５ｃｍ（Ａ孔）切开皮肤
１～１．５ｃｍ，以大弯钳伸入钝性分离肌肉层直至腰背筋
膜，示指伸人向腹侧推开腹膜并初步分离腹膜后间隙；

放入自制气囊扩张器，注气８００ｍｌ，５ｍｉｎ后取出；在腋
中线、髂嵴上方（Ｂ孔）切开皮肤１～１．５ｃｍ，在Ａ孔手
指引导下穿入１０ｍｍ鞘卡，腋前线肋缘下（Ｃ孔）切开
皮肤０．５ｃｍ，在Ａ孔手指引导下置５ｍｍ鞘卡。部分
过度肥胖肾上腺及肾癌病人采用四孔法，在 Ｂ孔内侧
８ｃｍ处作Ｄ孔。Ａ、Ｂ孔置入１０ｍｍ鞘卡，缝合密闭切
口，自Ｃ、Ｄ孔置入５ｍｍ鞘卡，充盈 ＣＯ２气体，Ｂ孔置
入监视镜，余两孔置入相应的操作器械进行相关手术。

所有开放手术均为常规术式。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
析。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Ａ组１例放置引流管时发现引流管有肠液样液体
流出，立即开放进入，发现结肠损伤，予以缝合，１周后
再次行结肠部分切除术。Ａ组１例肾上腺占位切除、１
例无功能肾（积水）切除术，因肾蒂结构变形，时间较

长；２例输尿管切开取石、１例肾盂切开取石术后漏尿，
负压吸引４ｄ愈合；３例肾癌根治术损伤腹膜，因较小
未处理；１例肾盂癌根治术Ａ孔切口感染，在当地治疗
后出现切口疝，拒绝手术处理；１例肾上腺占位（ＲＨ阴
性血型），术后出血，经到外地输血保守治疗后恢复，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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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无并发症发生。肾囊肿术后 ６个月随访均未复
发；肾上腺切除术随访３～２４个月，无复发或转移；肾
切除、根治性肾切除、肾盂癌根治术、肾蒂淋巴管结扎

术随访３～１２个月。１例淋巴管结扎术后２个月复发
外，其余无复发或转移；输尿管、肾盂切开取石术随访

３～６个月，无残石、复发及输尿管狭窄。Ｂ组手术有３
例切口感染，经积极处理后痊愈，余无严重并发症。

比较术中及术后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住院

日，Ａ组较 Ｂ组优势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手术时间方面，肾囊肿去顶术、肾上腺囊肿、肾
上腺占位切除术Ａ组明显短于 Ｂ组（Ｐ＜０．０１）：而根
治性肾切除术、肾盂癌根治术、无功能肾（积水）切除

术、无功能肾（积水）切除术、肾蒂淋巴管结扎术、肾盂

切开取石术，Ａ组仍长于 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萎缩肾切除术、输尿管切开取石术，两组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住院费用 Ａ组明显高于 Ｂ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起步较晚。自１９９０年 Ｃｌａｙ
ｍａｎ第一次成功施行经腹腔入路腹腔镜肾切除术后，
该入路逐步成为国外泌尿外科上尿路手术的主流入

路。自１９９２年Ｇａｕｒ发明了腹膜后气囊分离器以来，
后腹腔间隙为腹腔镜手术提供了又一良好的操作空

间。建立良好的后腹腔间隙后，应用腹腔镜可以清晰

辨别腹膜后结构并进行相关操作，具有对腹腔干扰少、

损伤小、恢复快的优点。国内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经

过１０余年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张旭为代表的后腹腔
途径为主的上尿路腹腔镜技术体系并研究了腹膜后的

解剖结构［１］。

随着后腹腔解剖结构的认识、腔镜技术的不断熟

练以及器械的不断更新，其在上尿路疾病的手术适应

证也在不断扩大。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肾癌根治术、

肾上腺占位切除术、肾上腺囊肿切除术、无功能肾切除

术、肾盂癌根治术、肾囊肿去顶减压术等，也较为顺利

地开展了输尿管上段嵌顿性结石切开取石、肾蒂淋巴

管结扎术、肾盂切开取石手术，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目前肾上腺、肾囊肿疾病的治疗，后腹腔镜技术已

几乎成为金标准，胡瑞义［２］认为经腹膜后径路更符合

肾上腺的解剖特点，具有更多的优势，主张行后腹腔镜

术式治疗肾上腺疾病，经腹膜后径路施行腹腔镜手术，

没有肠管的干扰，术野清晰，腹膜还可起到自然牵拉的

作用；但我们在操作中体会到，一定要保证腹膜的完整

性，一旦腹膜破损，气体进入腹腔，腔隙明显减小，对操

作极为不利。由于后腹腔镜肾癌根治术具有手术视野

清晰、解剖层次精确、损伤小、出血少和并发症少等优

点，该技术已逐渐代替开放手术成为治疗局限性肾癌

微创、安全、有效的方法［３］，其适应证主要为了 Ｔ１和
Ｔ２期；李伟等

［４－５］报道已成功切除直径达８～１９ｃｍ的
巨大肾上腺肿瘤。杨国胜等［６］报道肾上腺囊肿体积

大、粘连、怀疑恶性的不主张后腹腔镜手术，而我们实

践中发现，巨大囊肿同样适合腹腔镜手术，只有粘连严

重的才是后腹腔镜手术的禁忌症，囊肿的大小不应成

为腔镜手术的禁忌症。对于伴有静脉癌栓的肾癌患

者，我们建议采用开放手术较为安全；但也有成功取出

肾静脉及腔静脉瘤栓的报道［７］。周毅等［８］认为肿瘤

较大及恶性的不宜行腹腔镜手术，因为淋巴结清扫困

难，容易损伤大血管后造成出血难以控制。嵌顿性输

尿管上段结石由于常有息肉包裹或伴有结石以下尿路

梗阻、输尿管狭窄或扭曲或并发同侧肾结石，体外冲击

波碎石及输尿管镜取石的疗效常不理想［９］，此时采用

后腹腔镜技术处理更显优势，可以尽量避免残石发生，

并且可以同时处理患侧肾脏其他病变如囊肿等，但放

置双“Ｊ”有一定难度。韩辉等［１０］报道了成功行后腹腔

镜下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进一步扩大了手术适应症。

陈勇等［１１］报道了后腹腔镜下肾淋巴管结扎术，具有结

扎更完全、创伤小、恢复快的优势，逐渐成为治疗乳糜

尿的金标准，但应严格掌握适应症，我们在实践中发现

固定肾脏较为困难。对于年龄过小、身高较矮者、过于

肥胖者建议运用四孔法操作显露较好，妊娠、患侧有过

手术史的因难以制备足够大的腹膜后隙，手术操作困

难，故不适合腹膜后途径腹腔镜手术，不首选腹腔镜技

术［１２］。

虽然绝大多数上尿路手术都能够在后腹腔镜下开

展，但是要顺利开展该技术，首先必须要有扎实的开放

手术基础和后腹腔镜下的解剖学的认识，其次，要加强

后腔镜的训练。血管大出血是腹膜后镜手术中最常见

的严重并发症［１２］，在手术过程中最易损伤到肾及肾上

腺动静脉、性腺血管、肠道血管等，造成大量的出血，出

血一旦发生，应立即用纱布块等填塞止血，吸引器冲水

吸附，看清后予以止血，切忌视野不清下盲目钳夹，造

成更大的出血。无法控制出血，则及时改开放；腹膜损

伤在初学者以及腹膜后存在粘连时容易出现，损伤小

无须处理，相对损伤大的可以用钛夹或合成夹处

理［１３］。

从本探讨的结果可以看出，后腹腔镜手术与开放

手术相比，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在术中损伤、术后恢

复、出血量、住院时间等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在

手术时间方面，随着手术操作的不断熟练，经验的不断

积累，某些后腹腔镜的手术时间将明显短于开放手术。

在并发症方面，除有一例腹腔镜做肾切除时损伤肠管

严重并发症外，其余效果满意。但费用明显高于开放

手术，随着器械改进、手术时间的缩短，手术并发症的

发生也将越来越少，其在泌尿外科的应用将会愈发广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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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脑利钠肽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性临床研究
徐浩，杨涛，周敏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不同分级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及稳定期患者血脑利钠肽（ＢＮＰ）变化的观
察，来分析脑利钠肽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８０例，根据肺功能分为４级，每
级各２０例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进行监测脑利钠肽，观察急性加重期监测急性加重及稳定期脑利钠肽的变化。
结果　Ⅲ～Ⅳ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脑利钠肽明显高于Ⅰ～Ⅱ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而且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急性加重期脑利钠肽明显高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且分级越高，变化越大。结论　根据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治疗前后脑利钠肽的监测，不仅可以判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情严重程度，同时也有助于判断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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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全球大气污染的不断加剧，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ＣＯＰＤ）患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不断增加，然而目
前对于ＣＯＰＤ患者进行合理的临床评估及疾病风险预
测仍然是临床的一大难题。本研究通过对不同分级的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与临床缓解期患者的脑利钠肽
（ＢＮＰ）进行监测，急性加重期的脑利钠肽明显高于稳
定期，且分级越高，变化越大，两者有明显相关性，ＢＮＰ
不但可以作为判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情严重程度的

指标，同时也有助于判断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选标准：选择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

作者单位：２０１５００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呼吸科
通讯作者：周敏，电子信箱：ｚｈｏｕｍｉｎ１２０９＠１６３．ｃｏｍ

年４月期间在我科住院的ＣＯＰＤ患者８０例，所有患者
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

组制订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２００７年修订
版）》［１］所定义的诊断标准，并根据肺功能分为４级，
每级各２０例。各组患者性别、年龄等无明显差异，具
有可比性（Ｐ值均＞０．０５）。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②未控制
的糖尿病患者。③合并有恶性肿瘤。④不能进行肺功
能检测的患者。

１２　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立即予以检测ＢＮＰ，
在病情缓解后出院前予以复查，分别观察各级患者急

性加重期及缓解期ＢＮＰ的变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３］　梅骅，陈凌武，高新．泌尿外科手术学［Ｍ］．３版．北京：人民卫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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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１１）：７２５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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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张旭，傅斌，郎斌，等．后腹腔镜解剖性肾上腺切除术［Ｊ］．中华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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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采用ｔ检验，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ＢＮＰ正常值为 ０～１２５ｎｇ／Ｌ。所有入选的各级
ＣＯＰＤ患者，急性加重期ＢＮＰ均高于缓解期，其中Ⅰ级
与Ⅱ级患者ＢＮＰ无明显升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Ⅲ级与Ⅳ级患者急性加重期 ＢＮＰ明显高于缓
解期，且分级越高，ＢＮＰ升高越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详见表１。

表１　各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脑利钠肽的比较

组别 ｎ 急性加重期 临床缓解期 ｔ值 Ｐ值

Ⅰ ２０ ５６．６±１２．１ ５５．４±１１．９ ０．３２ ＞０．０１
Ⅱ ２０ ６７．３±１３．２ ６６．６±１２．７ ０．１７ ＞０．０１
Ⅲ ２０ ４５０．１±１２４．６ １２０．８±１３．４ １１．７５ ＜０．０１
Ⅳ ２０ １２００．３±４０３．２ ３５０．１±１７０．６ ８．６８ ＜０．０１

３　讨论
　　脑利钠肽是一种由心室分泌的含有３２种氨基酸
的多肽，在心室容量负荷过重，压力负荷过重及室壁张

力增加的情况下分泌，具有排钠、利尿、扩血管、拮抗肾

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功能。与充血性心力
衰竭、急性心肌梗死等左心功能不全密切相关。由于

ＢＮＰ能特异性的反应左心功能的改变，特异性及敏感
性均较高［２］，因此既往的研究多用于探讨慢性心力衰

竭。ＢＮＰ的清除主要有两条途径：①通过 Ｃ受体介
导，将ＢＮＰ内吞入胞内，再由溶酶体降解；②由中性肽
链内切酶降解，此酶在肾脏及肺脏中浓度较高。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ＢＮＰ的监测对于越来越多
的疾病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王联发等［３］研究发现 ＢＮＰ
有助于判断高血压的严重程度。ＨｉｌｌＮＳ等［４］研究表

明，血ＢＮＰ升高与肺动脉压力成正比。ＹｅｔｋｉｎＯ等［５］

研究表明ＣＯＰＤ患者 ＢＮＰ在急性加重期会有不同程
度的升高。ＣＯＰＤ患者 ＢＮＰ升高原因分析如下：①
ＣＯＰＤ患者由于长期慢性缺氧导致肺血管广泛收缩和
肺动脉高压，存在肺循环的结构重组，在急性加重期肺

血管阻力明显增加，右心血液动力学发生改变，促使

ＢＮＰ释放［６］。②ＣＯＰＤ患者急性加重期炎症因子
（ＩＬ６，ＴＮＦα等）增加，促使ＢＮＰ释放［７］。③ＣＯＰＤ患
者不但右心功能受损，同时左心功能也有所下降，在急

性加重期，左心功能受损更加明显［８］。④由于缺氧，高
碳酸血症，酸中毒，相对血流量增加等因素，加重左心

功能衰竭，促使ＢＮＰ释放［９］。⑤由于肺毛细血管网的
破坏，影响ＢＮＰ的清除，导致ＢＮＰ升高［１０］。

本研究发现，ＣＯＰＤⅠ ～Ⅱ级患者急性加重期与
缓解期 ＢＮＰ无明显升高，并且变化无明显差异，Ⅲ ～
Ⅳ级急性加重期患者ＢＮＰ明显增高，缓解期明显下降
（表１，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 ＣＯＰＤⅠ ～

Ⅱ级患者中肺动脉压力及右心负荷改变不明显，ＢＮＰ
变化也随之无明显变化，急性加重期 ＢＮＰ明显低于
Ⅲ～Ⅳ级。这就说明在 ＣＯＰＤ患者分级越高，存在肺
循环的结构重塑，肺血管阻力越高增加，肺动脉压力及

右心负荷越高，ＢＮＰ增加越高，在急性加重期，由于缺
氧及二氧化碳潴留明显，肺动脉压力及右心负荷较前

明显增加，因此 ＢＮＰ明显升高，经过治疗后缺氧及二
氧化碳潴留纠正，肺动脉压力下降，右心负荷降低，

ＢＮＰ随之下降。但Ⅲ ～Ⅳ级 ＣＯＰＤ患者，由于随着疾
病的发生发展，患者右心肥厚，右心功能失代偿仍存

在，不完全可逆，故即使在缓解期 ＢＮＰ明显下降，却仍
高于正常值，对于该类患者仍需院外低流量持续家庭

氧疗，以纠正缺氧及右心功能不全。

综上所述，监测 ＢＮＰ的变化不但有助于判断
ＣＯＰＤ病情严重程度，同时也有助于判断治疗效果，能
够较准确、及时、简便地对病情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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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奥曲肽治疗急性水肿型胰腺炎７２例临床研究
孙强，郑正

【摘　要】　目的　探讨奥曲肽治疗急性水肿型胰腺炎的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８月阜阳
市第二人民医院７２例急性水肿型胰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因、发病时间、ＣＴ分级等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０例，对照组３２例。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淀粉酶、Ｃ反应
蛋白、腹痛缓解时间、恢复进食时间及住院时间等。结果　治疗组３８例治愈，有效率９５％；对照组２５例治愈，有效率
７８％，与对照组有明显区别（Ｐ＜０．０５）；治疗后Ｃ反应蛋白、腹痛缓解时间、恢复进食时间及住院时间等治疗组均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但血淀粉酶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应用奥曲肽治疗急性水肿型胰腺炎较不用
奥曲肽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奥曲肽；胰腺炎；血淀粉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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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水肿型胰腺炎是外科临床上常见的急腹症，
近年发病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有较高的并发症和病

死率［１］。对其采用非手术疗法已为广大医师所接受。

生长抑素可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抑制胰腺外分泌，减

弱胰腺的自身消化作用。目前，其类似物奥曲肽治疗

急性胰腺炎的研究已有很长时间，但对其临床疗效的

研究仍有不同意见。为探讨奥曲肽治疗急性水肿型胰

腺炎的治疗效果。笔者观察了我院 ２００６年 ３月 －
２０１１年８月我院７２例急性水肿型胰腺炎患者治疗的
临床资料，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１１年８月于我
院普外科收住的急性水肿型胰腺炎（ＡＥＰ）患者共７２
例，男性３７例，女性３５例；年龄２２～７７岁，平均年龄
４６．４岁。诊断参照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胰腺炎组提
出的急性胰腺炎临床诊断及分级标准（１９９６年第二次
方案）［２］，主要临床表现为急性上腹痛、恶心、呕吐、血

淀粉酶＞５００Ｕ／Ｌ，排除其他急腹症。将其随机分为奥
曲肽治疗组４０例及未用奥曲肽的对照组３２例，两组
患者年龄、性别、病因、发病时间、ＣＴ分级等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常规治疗，包括胃肠减压、

作者单位：２３６０１５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
通讯作者：郑正，电子信箱：４１６１８１１７２＠ｑｑ．ｃｏｍ

禁食水、静脉营养支持、抗生素、质子泵抑酸、纠正水电

解质及酸碱平衡及相应的对症治疗；治疗组在上述综

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奥曲肽，首次以 ０．１ｍｇ静脉注
射，后以５０μｇ／ｈ持续静脉泵入，１．２ｍｇ／ｄ，连用３～７
ｄ。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治疗有效率，入院当天、７
ｄ、１４ｄ后患者的血淀粉酶、Ｃ反应蛋白水平，及患者腹
痛缓解时间、进食时间、住院时间等指标并按统计学要

求处理；其中统计治疗有效率的标准为用药７ｄ内症
状消失，血淀粉酶恢复正常为有效，７ｄ内症状不缓解
或加重或转为出血坏死型胰腺炎为治疗无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
处理：计量资料结果以（ｘ±ｓ）表示，两样本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有效率比较　使用奥曲肽
的治疗组４０例中有３８例痊愈，治疗有效率为９５％；未
使用奥曲肽的对照组３２例中有２５例痊愈，有效率为
７８％；比较发现治疗有效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治疗组与对照组血淀粉酶及 Ｃ反应蛋白变化比
较　使用奥曲肽的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在入院后的
第７天、第１４天，患者血淀粉酶含量无明显差别（Ｐ＞
０．０５）；但血清 Ｃ反应蛋白在使用奥曲肽的第７、第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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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表明疾病好转要优
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急性水肿型胰腺炎患者血淀粉酶及Ｃ反应蛋白变化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血淀粉酶（Ｕ／Ｌ）

入院 ７ｄ １４ｄ
ＣＲＰ（ｍｇ／Ｌ）

入院 ７ｄ １４ｄ
治疗组 ４０ ８４８±３５２ ４２０±２０２ １５７±６０ １８０±４１ ８３±２１ ５８±１５

对照组 ３２ ９０２±４１１ ４３７±１９６ １７６±５３ １９３±３８ １２９±３３ ８９±１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治疗组与对照组腹痛缓解、进食及住院时间比
较　使用奥曲肽的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在腹痛缓解、
恢复进食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方面，治疗组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急性水肿型胰腺炎患者腹痛缓解、进食及住院时间比较（ｘ±ｓ，ｄ）

组别 ｎ 腹痛缓解 恢复进食时间 住院时间

治疗组 ４０ ３．５±０．９ ３．８±０．９ ５．６±１．０

对照组 ３２ ５．８±２．３ ６．２±１．９ ８．７±２．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胰腺腺泡细胞内多种消化酶的活化可引起胰腺及
胰腺周围组织的自身消化，这也是急性胰腺炎的早期

病理机制，因而治疗急性胰腺炎的关键因素在于抑制

胰酶分泌及减轻胰腺的自身消化过程。生长抑素可通

过抑制胃肠激素和相关神经递质的释放［２］，减少胰腺

分泌，还能直接胰腺的外分泌过程。奥曲肽作为一种

人工合成的８肽环状化合物［３］，具有与内源性生长抑

素同样的作用，且其半衰期为天然生长抑素的３０倍，
其可以抑制胰腺分泌［４］、松弛 Ｏｄｄｉ括约肌［５］、保护胰

腺细胞、减少内毒素血症［６］、抑制 ＰＡＦ等功能，被认为
在处理早期胰腺炎中发挥着作用。

我们的研究显示，使用奥曲肽的治疗组与对照组

比较，在腹痛缓解、恢复进食时间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这是奥曲肽治疗急性水肿型胰腺炎的
一个优势，因进食时间早，可以减少肠外营养制剂的使

用，这可避免由于长期使用肠外营养制剂所造成的酸

碱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及其他并发症。从而避免小肠黏

膜萎缩及肠道细菌转移等不利因素［７－８］，从而有利于

患者的康复。

另外，从我们的研究还可以看出，使用奥曲肽的治

疗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要小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这
意味着更低的住院费用及成本。使用尽可能小的医疗

资源而取得更好的医疗效果，这不能不说是使用奥曲

肽治疗胰腺炎的一个优势。

除此以外，尚有学者认为，奥曲肽可刺激肝脏网状

内皮系统，减少内毒素吸收，改善全身炎症反应，并能

改善胃肠动力，减少肠麻痹及肠梗阻的形成［９－１０］。从

我们的临床研究结果看，使用奥曲肽的患者腹痛缓解

时间确实要早于对照组，这似乎印证了其对胃肠功能

恢复的改善作用。总之，用奥曲肽治疗急性水肿型胰

腺炎能确实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有效率，改

善患者的预后并缩短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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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镜组医师操作，选用先进，合适的腔镜器械，腹腔镜

下子宫肌瘤剥除是安全可靠的，具有开腹手术不具备

的优点［１０］。腔镜下操作具有术野暴露清晰、创伤小、

恢复快、感染少、术后并发症少等明显优势。肌瘤剥除

最大程度地保留患者的生育功能及子宫的生理功能，

保持了盆底结构的完整性，易于被患者接受，且有利于

术后患者的身心健康，被认为是一种安全可行的手术

方式。因此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也将会有更为广

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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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冠心病与单纯冠心病患者危险因素的对比研究
石大环，李济福

【摘　要】　目的　总结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临床特点，探讨其危险因素及发病机制。方法　选择２００８
月７月－２０１２年７月住院的ＳＬＥ合并冠心病患者４８例作为观察组；对照组为５０例单纯冠心病患者。记录两组患者的
所有传统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检测血生化指标及血清 ＴＮＦα水平，并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记录左室舒张末径、左
心室射血分数。结果　观察组的吸烟史所占比例、冠心病家族史及高脂血症病史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血ＬＰ（ａ）、ＣＲＰ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左室舒张末内径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左心
室收缩功能低下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血清ＴＮＦ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传
统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危因素不足以解释ＳＬＥ早期发生冠心病，ＳＬＥ合并冠心病可能是其独特的高危因素。炎症反应
参与了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关键词】　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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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
ＳＬ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冠心病逐渐成为 ＳＬＥ病
死率和致残率的主要原因［１］。近年研究发现，除传统

危险因素，ＳＬＥ疾病的本身可以加速其冠状动脉病变
的发生发展［２］。笔者回顾分析了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及
单纯冠心病患者的病史特点、血生化水平、心脏彩超、

炎性因子等相关因素，旨在探讨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危
险因素、发病机制及临床特点，从而提高其早期诊断率

和治疗率。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月７月－２０１２年７月在我院住
院的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患者４８例作为观察组，男性２６
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４１～６８岁，平均（５１．２６±４．２７）
岁。所有ＳＬＥ患者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推荐的诊
断标准。选同期住院的冠心病患者为对照组，共 ５０
例，男性 ２９例，女性 ２１例，年龄 ３９～６９岁，平均

作者单位：４６７０００河南省平顶山煤业集团十矿医院心内科（石大环）；平
顶山煤业集团总医院急诊科（李济福）

通讯作者：石大环，电子信箱：ＳＨＩＤＡＨＵＡＮ９２８＠１６３．ｃｏｍ

（５１．６５±４．４８）岁，均排除结缔组织性疾病。两组患
者的性别比、年龄经过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分析方法　①记录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组及对照组
的所有传统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高血压病史；糖尿

病病史；高脂血症史；吸烟史；冠心病家族史；年龄。②
所有患者入院后空腹１２ｈ后清晨卧位，于肘静脉部位
采血，采用日本奥林巴斯 ＡＵ２７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检测：包括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酯（Ｔ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③使用美国 ＧＥＶｉｖｉｄ超声心动
图仪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记录左室舒张末径、左心室

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其中 ＬＶＥＦ＜５０％定义为左心室收
缩功能减低。④检测血清 ＴＮＦα水平，采用双抗体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试剂盒为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分装的美国Ｇｅｎｚｙｍｅ公司双抗体夹心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
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用χ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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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组
患者高血压病及糖尿病病史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组的吸
烟史所占比例、冠心病家族史及高脂血症病史的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ｎ，％）

组别 ｎ 高血压病史 糖尿病史 吸烟史 冠心病家族史 高脂血症病史

观察组 ４８ ２５（５２．０８） ９（１８．７５） ４（８．３３） ５（１０．４２） １０（２０．８３）

对照组 ５０ ２６（５２．００） １１（２２．００） ２９（５８．００） １７（３４．００） ２８（５６．００）

　　注：经χ２检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生化检查与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比

较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组患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血ＬＰ（ａ）、ＣＲＰ的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组患
者的左室舒张末内径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左心室收缩功能低下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血清 ＴＮＦα水平检测结果比较　观察
组患者血清 ＴＮＦα水平（３１．６８±１４．４２）ｐｇ／ｍｌ，对照
组（２５．３６±１５．２７）ｐｇ／ｍｌ，经 ｔ检验，观察组明显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的生化检查与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比较

组别 ｎ
ＴＣ

（ｍｍｏｌ／Ｌ）
ＴＧ

（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Ｌ）

ＬＰ（ａ）
（ｍｇ／Ｌ）

ＣＲＰ
（ｍｍｏｌ／Ｌ）

左室舒张末内径

（ｍｍ）
左心室收缩功能低

下比例（ｎ，％）
观察组 ４８ ４．４１±１．５６ ２．２２±１．１３ ２．６１±０．７１ １．６２±０．３２ ２８７．７７±３１．６５ ２１．４１±４．２８ ５５．１２±６．６８ １９（３９．５８）

对照组 ５０ ４．３４±１．４３ ２．１１±１．１３ ２．４２±０．８３ １．４１±０．２８ ２１１．３１±２６．５４ １４．５４±４．８２ ４６．５１±９．３２ １４（２８．００）

　　注：经ｔ检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慢性多系统、多脏器受累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遗传、感染、环境、性激素、药物、

免疫反应等的多种因素参与［３］。心血管事件已成为

ＳＬＥ预后不佳的主要因素。国外荟萃分析和多中心研
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患已经成为ＳＬＥ患者
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４］。

既往研究发现，心血管传统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

压病、肥胖、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在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
作用同样重要，但亦有研究发现积极控制上述高危因

素后，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危险率仍明显高于正常人［５］，

故传统的高危因素不足以解释ＳＬＥ早期发生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可能存在ＳＬＥ独特的致动脉粥样硬化因素。
因此临床工作中，不能单一应用传统的冠心病危险因

素来评价ＳＬＥ合并冠心病发生的几率［６］。本研究发现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组患者的左室舒张末内径明显高于单
纯冠心病组，左心室收缩功能低下比例明显高于单纯

冠心病组，揭示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病情凶险，如不
能及时治疗，预后较差。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组患者男女比例、高血压病及糖
尿病病史发生率、血清生化检查（如总胆固醇、甘油三

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

平）与单纯冠心病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ＳＬＥ
合并冠心病组的平均年龄、吸烟史所占比例、冠心病家

族史及高脂血症病史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一般认为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发病机制有两种：一
种是原发性冠状动脉炎，造成冠脉内皮细胞变性，内膜

纤维增生，管腔狭窄，伴瘤样扩张，甚至血栓形成，常常

累及左前降支［７］。另一种原因为多种细胞因子的致动

脉粥样硬化机制。本研究发现ＳＬＥ合并冠心病患者的
血清 ＣＲＰ、ＴＮＦα的水平明显高于单纯冠心病组。
ＴＮＦα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合成和分泌，参与自身免
疫的炎症过程，是介导自身免疫反应的重要效应因子，

研究发现 ＴＮＦα与 ＣＲＰ对于 ＳＬＥ的分期、判断活动
度、提示预后和指导治疗均有重要意义［８］。而 ＴＮＦα
又可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内皮损伤和血栓形成，

促进心肌细胞凋亡，促进平滑肌细胞增生和内皮细胞

活化，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和斑块不稳定，此亦

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与冠心

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９］。本研究发现ＳＬＥ合并冠心
病组患者血清ＣＲＰ、ＴＮＦ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也证
实了炎症反应在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发病机制中的重要
作用，因此临床工作中，对于 ＳＬＥ非活动期，进行炎症
指标的监测可以早期筛选 ＳＬＥ合并冠心病的高危患
者。

ＳＬＥ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常出现多系统、多脏器
的损伤，需大剂量激素迅速控制疾病，继而长期维持治

疗。而长期大剂量应用激素后，使胆固醇转化减少，最

终导致血脂明显增高。其中ＬＰ（ａ）是一种独立的脂蛋
白成分，是纤维蛋白溶解酶原竞争性抑制物，具有强烈

的致动脉粥样硬化及血栓形成作用［１０］。我们的研究

发现ＳＬＥ合并冠心病患者的ＬＰ（ａ）水平明显高于单纯
冠心病患者。因此应积极提倡糖皮质激素的个体化治

疗，控制ＳＬＥ活动的同时尽量减少激素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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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结核药物对肺结核患者肝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张庆团，覃善芳，张凯

【摘　要】　目的　分析抗结核药物对肺结核患者肝功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分析柳州市龙潭医院收治的１８４例肺结
核患者的临床资料，均接受抗结核药物治疗，分析其对患者肝功能的损害情况。结果　无一例死亡病例，出现肝功能损
害患者共２９例，占１５．８％。ＨＢｅＡｇ（＋）组、ＨＢｅＡｂ（＋）组、ＨＣＶ（＋）组发生肝功能损害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单纯ＨＢｓＡｇ
（＋）组和阴性对照组；ＨＢｅＡｇ（＋）组、ＨＢｅＡｂ（＋）组及ＨＣＶ（＋）组中重度肝损害患者。结论　使用抗结核药物而对肝
功能造成损害的危险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患者合并肝炎病毒感染，同时年龄较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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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抗结核药物为肺结核患者的临床首选用药，
但其在应用过程中，对肝脏及身体其他脏器损害明显，

容易导致患者无法顺利完成化疗［１］。尤其在乙肝病毒

（ＨＢＶ）感染及老年患者中常见，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
不同患者经服用抗结核药物后，其肝功能的受损情况，

本文对１８４例肺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
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８月
收治的１８４例肺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无长
期饮酒史，且均为初治病例，住院治疗并完成至少２个
月强化期治疗。病例选择均经判断临床症状如发热、

咳嗽、虚汗、盗汗及全身乏力等，及经过痰集菌或痰结

核菌培养，辅以胸部 Ｘ线及 ＣＴ检查确诊肺结核。排
除由于使用其他药物而造成的肝功能损害患者。其

中，男性１０６例，女性７８例，患者年龄１６～７９岁，平均
年龄（４２．８±３．４）岁，其中６０岁及以上５８例，６０岁以
下患者１２６例。本文分组依据主要为乙肝两对半指标
及丙抗原肝抗体检查指标的差异。其中，分为 ＨＢｅ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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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检查指标为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ＨＢｓＡｇ
（＋）、ＨＣＶ（－）；ＨＢｅＡｂ（＋）组：检查指标为 ＨＢｓＡｇ
（＋）、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ＨＣＶ（－）；单纯 ＨＢ
ｓＡｇ（＋）组：检查指标为 ＨＢｓＡｇ（＋）、ＨＣＶ（－）；ＨＣＶ
（＋）组：检查指标为 ＨＣＶ（＋）；阴性对照组：检查指
标，ＨＢｓＡｇ（－）、ＨＣＶ（－），各组结核患者的男、女例
数，年龄及肝脏受损例数见表１。

表１　１８４例肺结核患者的肝脏损害的情况

组别 ｎ 男性 女性 平均年龄（岁） 肝脏受损例数（％）

ＨＢｅＡｇ（＋）组 １６ ８ ８ ４３．２±３．３ ７（４３．７５）
ＨＢｅＡｂ（＋）组 ２３ １２ １１ ４３．５±３．６ ９（３９．１３）
单纯ＨＢｓＡｇ（＋）组 ４７ ３１ １６ ４４．１±３．２ ６（１２．７７）
ＨＣＶ（＋）组 １２ ８ ４ ４５．１±３．３ ４（３３．３３）
阴性对照组 ８６ ４７ ３９ ４１．４±３．５ ３（３．４８）
合计 １８４ １０６ ７８ ４２．８±３．４ ２９（１５．７６）

１２　治疗方法　本院抗结核化疗方案：①２ＨＥ（Ｓ）
ＲＺ／４ＨＲ；②２Ｈ３Ｅ３Ｒ３Ｚ３／４Ｈ３Ｒ３；③２ＨＥＲＺＳ／６ＨＥＲ；④
２ＨＥＲＺ／１０ＨＲＥ。治疗方案中：Ｅ为乙胺丁醇，Ｈ为异
烟肼，Ｒ为利福平，Ｓ为链霉素，Ｚ为吡嗪酰胺。药物剂
量：患者体重＜５０ｋｇ的，每天服用 Ｈ：０．３ｇ、Ｒ：０．３ｇ、
Ｚ：１ｇ、Ｓ：０．７５ｇ、Ｅ：０．７５ｇ，患者体重≥５０ｋｇ者，每天
服用Ｈ：０．３ｇ、Ｒ：０．４５ｇ、Ｚ：１．５ｇ、Ｓ：０．７５ｇ、Ｅ：０．７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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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评价指标　在开始化疗时患者肝功能正常，１周
后其总胆红素或者谷丙转氨酶水平 ＞２倍正常值上
限，如果排除其他因素造成的肝损害，则可确定为抗结

核药物所引起的肝脏受损。损害程度可以分为，轻度：

谷丙转氨酶水平介于２～５倍正常值上限之间；中度：
单项谷丙转氨酶水平上升至５～１０倍正常值上限，或
者谷丙转氨酶水平上升 ＜５倍正常值上限，但总胆红
素介于２～５倍正常值上限之间；重度：总胆红素以及
谷丙转氨酶水平均＞５倍正常值上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患者肝功能损害情况比较　本研究无一例
死亡病例，经抗结核治疗，出现肝功能损害患者共２９
例占 １５．８％。ＨＢｅＡｇ（＋）组、ＨＢｅＡｂ（＋）组、ＨＣＶ
（＋）组发生肝功能损害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单纯 ＨＢ
ｓＡｇ（＋）组和阴性对照组；ＨＢｅＡｇ（＋）组、ＨＢｅＡｂ（＋）
组及ＨＣＶ（＋）组中重度肝损害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各组患者肝功能损害情况比较（ｎ，％）

组别 ｎ 肝功能损害例数
肝功能损害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ＨＢｅＡｇ（＋）组 １６ ７（４３．８） １（６．３） ５（３１．３） １（６．３）
ＨＢｅＡｂ（＋）组 ２３ ９（３９．１） ２（８．７） ６（２６．１） １（４．３）
单纯ＨＢｓＡｇ（＋）组 ４７ ６（１２．８） ４（８．５） ２（４．３） ０
ＨＣＶ（＋）组 １２ ４（３３．３） ０ ２（１．７） ２（１．７）
阴性对照组 ８６ ３（３．５） ２（２．３） １（１．２） ０

２２　性别及年龄对肝功能损害的影响　男性患者出
现肝功能损害２２例，发生率为２０．８％，明显高于女性
患者肝功能损害发生率９．０％（７／７８）；６０岁及以上患
者肝功能损害１５例，发生率为２５．９％，明显高于６０岁
以下患者肝功能损害发生率１１．１％（１４／１２６），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肺结核是由于患者机体内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其
肺部所造成的肺部感染性疾病。其不但严重影响患者

的健康以及日常生活质量，同时，结核分枝杆菌还能够

通过呼吸道传染，导致他人患病。身体状况正常的健

康人，在感染结核菌的时候，并不会第一时间发病，只

有机体出现免疫力下降时，才会导致感染者发病［２］。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统计，全球每年肺结核病的发

病率非常高，发病人数多达８００～１０００万，且每年因肺
结核病死亡人数在３百万左右，是世界上造成死亡人
数最多的单一性传染病［３］。我国是肺结核病发病率最

高的国家之一，传统的肺结核病治疗中，采取化疗药物

控制病情，严重影响患者健康，导致肺结核病难以医

治［４］。

目前治疗肺结核主要是遵循早期、联用、适量、规

律、全程原则，对不同病症采取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法，

而应用抗结核药治疗肺结核是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

其中常用到的抗结核药物为利福平、异烟肼以及吡嗪

酰胺等，但是其会对患者带来肝功能损害［５］。在本研

究中，１８４例肺结核患者的肝功能损害率为１５．８％，和
其他文献研究接近。

本研究表明 ＨＢｅＡｇ（＋）组、ＨＢｅＡｂ（＋）组以及
ＨＣＶ（＋）组中，肝功能损害发生率显著高于单纯 ＨＢ
ｓＡｇ（＋）组及阴性对照组（Ｐ＜０．０５），而单纯 ＨＢｓＡｇ
（＋）组与阴性对照组患者的肝功能受损情况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原因可能为患者被病
毒感染之后，出现免疫应答而导致细胞损害，由于免疫

攻击细胞不是 ＨＢｓＡｇ，所以造成的肝细胞损害不太严
重所致。

有研究还表明［６］，男性结核病患者发生肝功能损

害机率明显高于女性患者，本文结果也与其相符，具体

机制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６０岁及以上组肝功能损
害发生率明显高于 ６０岁以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这跟其他文献报道相一致［７］，因为老年人

在机能上逐渐衰弱，其体内的水分大量降低，从而减缓

了药物代谢速度，延长了药物的半衰期，并且清除率也

下降。另外，很多老年人因为血浆蛋白跟年轻人相比

下降，因此其和药物的结合量也不高，从而提高了游离

性药物的浓度，很可能发生副作用［８－１０］。

综上，使用抗结核药物而对肝功能造成损害的危

险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患者合并肝炎病毒感染，同时年

龄较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对于该类病人在

临床中使用抗结核药物治疗过程中，需加强对其肝功

能各项指标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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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结直肠癌中血清 ＣＥＡ和 ＣＡ１９９的检测价值
朱惠东，彭秋平，曾春兰

【摘　要】　目的　探讨肿瘤标记物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的动态变化在评判结直肠癌肿手术治疗中的检测价值。方法　选取
瑞金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５２例结直肠癌为研究对象，作为观察组，将观察组患者按改良的 Ｄｕｋｅ’ｓ分级分为 Ａ、Ｂ、Ｃ、Ｄ４
期，比较观察组患者与正常对照者（对照组）血清中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的浓度水平；同时，对观察组患者行根治切除原发肿
瘤手术，回顾性分析结直肠各期患者手术前后血清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的浓度水平变化。结果　近端结肠部位癌变与肿瘤
低分化患者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水平均明显高于其他部位癌变患者与分化程度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结
直肠癌Ａ期与Ｂ期患者治疗后ＣＥＡ水平显著降低，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Ｃ与 Ｄ期患者
ＣＥＡ水平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水平高低有利于结直肠肿瘤患者的早期
诊断，其动态变化有利于评判治疗效果，是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情评估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结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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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ｃｉｎｏ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Ａ１９９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随着肿瘤发病机制的深入探讨，研究表明血清肿
瘤标志物的相关物质量的动态变化能够提示患者体内

某种肿瘤的存在与病变程度，对恶性肿瘤的诊断及疗

效评估有重要的临床意义［１］。血清癌胚抗原（ＣＥＡ）
是目前临床用于辅助诊断结直肠肿瘤的重要肿瘤标志

物，同时糖类抗原ＣＡ１９９作为新的肿瘤标志物已在临
床上得到广泛应用［２］。这两种肿瘤标志物目前已作为

最常用的辅助诊断结直肠肿瘤的重要参考依据。本研

究对５２例结直肠肿瘤恶性患者手术前后血清中 ＣＥＡ
与ＣＡ１９９水平变化进行监测，评估其动态变化对判断
治疗疗效的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照组：选取来我院要求进行肠镜检
查的健康体检者５２例，其中男性２９例，女性２３例，年
龄３２～７９岁，平均年龄（４９．２±８．２）岁。经电子结肠
镜检查排除了结直肠部位病变，同时，经其他影像学检

查结果排除消化系统疾病及其他部位肿瘤。

观察组：选取我院收治的结直肠肿瘤恶性患者５２
例，其中男性３１例，女性２１例，年龄３４～７６岁，平均
年龄（５１．５±９．１）岁。其中管状腺癌１３例，粘液腺癌
２４例，印戒细胞癌 １５例。按改良的 Ｄｕｋｅ’ｓ分期方
法，Ａ期患者１７例，Ｂ期患者１６例，Ｃ期患者１３例，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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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６例。所有患者均经肠镜检查确诊，且无影响
血清中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水平测定的其他疾病。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均行根治手术切除原发
肿瘤，术后行辅助化疗，根据病情调整化疗方案。对于

合并肝脏转移肿瘤患者给予肝切除或射频治疗，化疗

１～２４个周期。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使用Ｒｏｃｈｅ公司试剂盒检测对

照组患者及观察组患者手术前与手术切除后１个月血
清中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的浓度水平。正常参考值为ＣＥＡ
０～５ｎｇ／ｍｌ，ＣＡ１９９０～２７Ｕ／ｍｌ。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对比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血清中
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水平；②比较结直肠不同癌变部位与
分化程度患者血清中 ＣＥＡ与 ＣＡ１９９的浓度水平；③
比较观察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清中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的动
态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各参数
处理，两组间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采
用ＡＮＯＶＡ方差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对照组与观察组血清中 ＣＥＡ与 ＣＡ１９９水平　
观察组患者 ＣＥＡ平均水平为（２１．４５±４．３７）ｎｇ／ｍｌ，
ＣＡ１９９平均水平为（６９．５２±１５．４２）Ｕ／ｍｌ，两种血清
肿瘤标记物水平与对照组正常人群相比，均有显著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统计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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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结直肠不同癌变部位与不同分化程度患者血清
中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的浓度水平　由表２，表３结果可
知，近端结肠部位癌变患者 ＣＥＡ与 ＣＡ１９９水平均明
显高于其他部位癌变患者。而肿瘤低分化患者的２种
肿瘤标记物水平亦显著高于中、高分化结直肠肿瘤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血清中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的浓度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ＣＥＡ（ｎｇ／ｍｌ） ＣＡ１９９（Ｕ／ｍｌ）

观察组 ５２ ２１．４５±４．３７ ６９．５２±１５．４２
对照组 ５２ ２．２９±１．３５ １４．６３±４．９３
ｔ值 １２．４５ ５．８２
Ｐ值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８

表２　不同部位恶性肿瘤患者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的浓度比较（ｘ±ｓ）

肿瘤部位 ｎ ＣＥＡ（ｎｇ／ｍｌ） ＣＡ１９９（ｇ／ｍｌ）

近端结肠 ２１ ３４．２５±１９．３ ８７．３５±２４．５８
远端结肠 １９ １２．４６±５．４２ １８．３４±１２．３９
直肠 １２ ８．３２±６．１９ ２４．１３±１２．５４
Ｐ值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７

表３　不同分化程度患者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的浓度比较（ｘ±ｓ）

分化程度 ｎ ＣＥＡ（ｎｇ／ｍｌ） ＣＡ１９９（ｇ／ｍｌ）

低分化 １３ ３１．２７±１０．２９ ６２．４７±２１．３８
中分化 ２５ １０．４６±５．３１ ４７．２９±１２．４５
高分化 １４ ７．４９±４．２９ ２１．１３±１３．６７
Ｐ值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９

２３　观察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清中ＣＥＡ的动态变化　
观察组患者按Ｄｕｋｅ’ｓ分为 Ａ、Ｂ、Ｃ、Ｄ共４期，各期患
者治疗后ＣＥＡ水平均有降低，其中Ａ期与Ｂ期患者治
疗后ＣＥＡ水平显著降低，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Ｃ与 Ｄ期患者 ＣＥＡ水平虽有
降低趋势，但幅度较低，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比较见表４。
表４　Ｄｕｋｅ’ｓ不同分期结直肠癌手术治疗前后血清ＣＥＡ变化（ｎｇ／ｍｌ）

时间 Ａ期 Ｂ期 Ｃ期 Ｄ期

治疗前 １０．４３±２．４５ ８．４３±３．２４ １４．７８±４．７６４２．３４±７．８６
治疗后 ２．５６±１．４９ ３．２１±１．３６ １１．７２±２．４７３９．２９±６．２５
ｔ值 ８．５３ ４．７５ ２．４１ １．９４
Ｐ值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６

３　讨论
　　肿瘤标志物主要是指由肿瘤细胞产生和释放至体
液或组织中的某种物质，或者是由宿主对进入体内的

异物产生反应而分泌或脱落至肿瘤细胞内或宿主体液

中的某种物质，常以抗原、酶或激素等代谢产物的形式

存在［３－４］。其在患者体液或组织中量或质的异常改

变，可以辅助诊断原发肿瘤，筛选肿瘤高危人群，分析

肿瘤发展程度，监测肿瘤复发或转移，评估预后［５］。因

此，肿瘤标志物是肿瘤诊断、预后及疗效观察的重要参

考依据。由于任意一种肿瘤都具有不同的组织类型或

呈现不同的分化程度，且同一种类型肿瘤在不同分化

程度中也可能由不同癌基因控制。一种肿瘤可能出现

多种标志物，而一种标志物也可能同时存在于多种肿

瘤中，因此选择合适的肿瘤标志物，提高肿瘤诊断的特

异性，是临床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ＣＥＡ是一种酸性糖蛋白，作为最早、最常见的结
直肠癌肿瘤标记物，其广泛存在于内胚叶起源的消化

系统肿瘤细胞表面［６］。由肿瘤组织产生的 ＣＥＡ在细
胞质中形成，可透过细胞膜进入到人体体液中，因此除

了可在血液中检出外，在其他体液中也可得到检测。

ＣＡ１９９是唾液酸衍生物，广泛分布于胎儿结肠、胰腺、
胃及其他消化系统中，在正常成人血清中含量甚微，主

要存在于胃肠道等肿瘤细胞中［７］。近期研究表明，

ＣＥＡ与ＣＡ１９９的血清水平在结直肠癌不同临床病期
血清水平均有不同，其动态变化与肿瘤诊断密切相关，

有助于术前肿瘤分期与术后预后的评估［８］。

本研究中，结直肠癌患者的 ＣＥＡ与 ＣＡ１９９的血
清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因此可推断肿瘤标志物

的升高与结直肠肿瘤的诊断密切相关［８］。且不同结直

肠癌变部位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浓度水平存在差

异，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在近端结肠癌中表达水平与远端
结肠和直肠相比显著上升。ＣＥＡ与 ＣＡ１９９同属糖蛋
白，造成其不同表达的机制可能与肿瘤局部的宿主抗

肿瘤免疫反应有密切关系。ＣＥＡ与 ＣＡ１９９的分子存
在多个抗原族，早期胎儿有内胚层衍生出的胃肠道均

能合成，并分泌至肠道。成年人中当胃肠道肿瘤细胞

出现极性损伤后，ＣＥＡ和 ＣＡ１９９将反流入淋巴或血
液循环，导致其血清浓度动态增加。而近端结肠中，非

特异性的交叉反应性抗原更为密集，可引起阳性的放

免反应，进一步反馈增加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的血清浓度。
由于近端结肠起病隐匿，检查中容易被忽略，因此，

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水平的异常增高有利于提高结直肠肿
瘤的检出率。同时，ＣＥＡ表达水平亦随结直肠分化程
度不同而迥异，其中低分化程度结直肠癌患者中血清

肿瘤标记物浓度最高，可能由于低分化的结直肠癌患

者肿瘤细胞繁殖力较强，血清中 ＣＥＡ的分泌随之增
加，而高分化程度患者肿瘤标记物水平相对较低，因此

根据血清中ＣＥＡ的动态变化亦有助于结直肠瘤患者
的临床病情评估［１０］。

有报道称血清中ＣＥＡ和ＣＡ１９９水平与结直肠肿
瘤的Ｄｕｃｋ’ｓ分期有密切关联，且当２种血清肿瘤标记
物水平异常增高时，其５年生存率明显降低［１１］。本研

究结果表明，结直肠肿瘤患者治疗前 ＣＥＡ和 ＣＡ１９９
水平均显著增高，治疗后Ａ期与Ｂ期肿瘤标记物水平
均恢复至正常值，预后较好。Ｃ期和 Ｄ期肿瘤标记物
治疗后虽有下降趋势，但其水平仍明显高于正常值，表

明经治疗后原有肿瘤可能有残留和复发的可能性，多

有向血管或淋巴管周围转移的倾向，预后较差。

综上所述，ＣＥＡ和 ＣＡ１９９是检测结直肠癌的敏
感指标，监测其水平的动态变化有助于评估治疗疗效

和预后判断，为进一步调整结直肠肿瘤的治疗方案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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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连续性血液净化在治疗糖尿病乳酸酸中毒的临床研究
陈晓玲，王洪武，柏林

【摘　要】　目的　观察连续性血液净化（ＣＲＲＴ）在治疗糖尿病乳酸酸中毒的应用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８年６
月－２０１１年５月笔者所在医院行连续性血液净化抢救的重症糖尿病乳酸酸中毒患者１２例，收集患者首次ＣＲＲＴ前后血
生化、全血乳酸、血ｐＨ值的变化，统计患者的病死率及并发症。结果　１２例患者抢救成功９例，死亡３例，病死率为
２５％。治疗后血ｐＨ值，ＨＣＯ３

－接近正常，血乳酸、血肌酐显著下降。结论　连续性血液净化在抢救乳酸酸中毒的治疗
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并发症少，能改善患者的预后，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关键词】　连续性血液净化；乳酸酸中毒；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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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ｅｓｔｅｓｔｓ，ｗｈｏｌｅｂｌｏｏｄｌａｃｔ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ＰＨｉｎｂｌｏｏ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ＲＲ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Ｎｉｎｅｏｆｔｗｅｌ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ｇｏ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ｒｅｓｃｕｅ，ｔｈｒｅｅｃａｓｅｓｄ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２５％．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ｌｏｏｄｐＨ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ＨＣＯ３

－ｇｏｔ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ｂｌｏｏｄｌａｃｔａｔｅ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ｐｌａｙａｍａｊｏｒ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ｃｕ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ｏｓｉｓ，ｉ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ｓｃｕ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ｓｗｏｒ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ｌｏｏ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ｏｓｉ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乳酸酸中毒是糖尿病患者少见却较危重的急性并
发症，多见于双胍类治疗糖尿病，如果患者伴有肾功能

衰竭，则存在增加双胍类相关的乳酸性酸中毒（ＭＡ
ＬＡ）的风险。重症乳酸酸中毒严重影响组织内氧的释
放和利用，易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率很高，有报

道血乳酸根＞１３．０ｍｍｏｌ／Ｌ时病死率达９８％。我院采
取连续性血液净化（ＣＲＲＴ）抢救重症糖尿病乳酸酸中
毒患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５月
期间接受ＣＲＲＴ治疗的糖尿病乳酸酸中毒患者为研究
对象。本组１２例患者，男性８例，女性４例，平均年龄
（５４．８±１３．２）岁。１２例均为为２型糖尿病，病史６～

作者单位：２２３００２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肾脏内科
通讯作者：王洪武，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ｐａｉ３２９６００６＠ｓｉｎａ．ｃｏｍ

２０年。１０例伴糖尿病肾病，慢性肾脏病（ＣＫＤ）３～５
期，其中ＣＫＤ５期患者６例；７例并发严重感染（肺部
感染５例、糖尿病足感染１例、急性胃肠炎１例）；４例
患者合并心力衰竭，心功能Ⅲ ～Ⅳ级；１１例有双胍类
药物服用史，服用降糖灵２例，服用二甲双胍９例。所
有患者均有深大呼吸，皮肤潮红，神智模糊或昏迷，其

中６例患者出现呼吸衰竭需要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
通气。

１２　诊断标准　血乳酸 ＞８ｍｍｏ／Ｌ，ｐＨ＜７．３０，阴离
子间隙＞１８ｍｍｏｌ／Ｌ，血糖升高不明显，符合乳酸酸中
毒的诊断标准［１］。入选患者病情严重，至少有一个以

上器官功能衰竭。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予以常规内科综合治疗，包
括吸氧、严重者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大量补液、

抗感染、缓慢补碱、应用小剂量胰岛素持续静滴、营养

［３］　周琦，张琼，魏来．血清甲胎蛋白、肿瘤相关物质和癌胚抗原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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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ＣｈａｎｇＳＣ，ＬｉｎＪＫ，ＹａｎｇＳＨ，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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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汪建平，杨祖立，王磊，等．结直肠癌临床病理特征与预后的多因

素回归分析［Ｊ］．中华肿瘤杂志，２００９，６（１）：３０３２．
［８］　席连峰．腹腔镜在结直肠癌根治手术中的应用探讨［Ｊ］．医药论坛

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２１）：９０９１．
［９］　魏宜胜，常家聪，王少波．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ＣＥＡ的检测在大肠

癌诊断及治疗中的意义［Ｊ］．肿瘤防治研究，２０１０，５（８）：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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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Ｍａｒｋｅｒｓ，２００９，１８（３）：１８２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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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价值［Ｊ］．医学信息（中旬刊），２０１１，５（７）：３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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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等治疗，在此基础上联合应用 ＣＲＲＴ。ＣＲＲＴ以股
静脉穿刺留置临时导管作为血液通路，采用旭化成

ＡＣＨ１０连续性血液净化机，选用ＡＥＦ１０１．０ｍ２血滤
器。行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透析滤过（ＣＶＶＨＤＦ）治
疗。根据患者血压情况，血流量控制在２００～２５０ｍｌ／
ｍｉｎ，净超滤率控制在 ０～４００ｍｌ／ｈ。置换液流量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ｍｌ／ｈ，选择前稀释法；置换液配置为南京
军区总院低糖配方［２］，治疗２ｈ、６ｈ、１０ｈ、２０ｈ后复查
血生化适时调整配方，并以第２０ｈ血生化结果决定是
否继续ＣＲＲＴ治疗，最长治疗时间７２ｈ，之后改为隔日
ＣＲＲＴ。根据临床情况做２～７ｄ。１２例患者均使用低
分子肝素抗凝。

１４　观察指标　随时记录患者治疗过程中血压、脉
搏、呼吸、神志改变等情况，收集患者首次 ＣＲＲＴ治疗
前后实验室指标有血尿素氮（ＢＵＮ）、血肌酐（ＳＣｒ）、血

钾（Ｋ＋）、血糖（Ｇｌｕ）、血二氧化碳结合力（ＣＯ２ＣＰ）、全
血乳酸（ＣＬａｃ）、血 ｐＨ值（ｐＨ）的变化，统计抢救成功
及死亡病例，收集并发症出现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
验。

２　结果
２１　疗效　６例患者首次 ＣＲＲＴ后血压、脉搏、呼吸
平稳，最终抢救成功；３例患者首次 ＣＲＲＴ后神志转清
醒。３例患者首次 ＣＲＲＴ后血压仍为休克状态，并逐
渐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虽继续ＣＲＲＴ及积极抢救，最
终死亡，病死率２５．０％。
２２　实验室指标　首次 ＣＲＲＴ前后 ＢＵＮ、ＳＣｒ、Ｋ＋、
Ｇｌｕ、ＣＯ２ＣＰ、ＣＬａｃ、ｐＨ的变化。详见表１。其中 ＢＵＮ、
ＳＣｒ、ＣＬａｃ出现显著性下降，ＣＯ２ＣＰ、ｐＨ显著性上升。

表１　首次ＣＲＲＴ前后实验室指标变化情况一览表（ｎｉ＝１２）

时间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ＳＣｒ（ｕｍｏｌ／Ｌ） Ｋ＋（ｍｍｏｌ／Ｌ）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ＣＯ２ＣＰ（ｍｍｏｌ／Ｌ） ＣＬａｃ（ｍｍｏｌ／Ｌ） ｐＨ

ＣＲＲＴ前 １７．１２±５．８５ ３１６．７８±１６０．１８ ４．５６±１．７６ １１．１６±４．１２ １２．１４±３．０２ １３．１６±３．９６ ７．０３±０．２１
ＣＲＲＴ后 ９．０３±３．０２ １２１．２７±６４．５１ ４．０４±０．８３ ７．９２±３．１２ ２７．０２±３．１６ ６．８１±２．７８ ７．３６±０．１７

　　注：与ＣＲＲＴ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并发症　１例患者出现股静脉导管伤口渗血明
显，予以压迫止血好转，完成ＣＲＲＴ后８ｈ渗血停止。

３　讨论
　　乳酸酸中毒（ＬＡ）是糖尿病患者一种严重的并发
症，一旦发生，病死率高，常高达３０％以上［３］，乳酸酸

中毒临床表现主要突然不适、呕吐、神志改变，过度通

气、低血压和循环衰竭［４］。实验室检查为酸中毒，血钾

升高、血磷升高，高乳酸血症。当阴离子间隙增大＞１８
ｍｍｏｌ／Ｌ，或血ｐＨ＜７．３０，血乳酸根＞５ｍｍｏｌ／Ｌ，即可诊
断。乳酸酸中毒是一种酸碱紊乱，乃因机体内生成与

利用之间失去平衡，至乳酸在体内堆积所致，它是代谢

性酸中毒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临床上有休克、缺氧所致

的代谢性酸中毒，其本质是乳酸酸中毒，乳酸生成量代

表总缺氧量，乳酸水平的升高反映了低灌注时无氧代

谢的增加及低灌注和休克的严重程度，与预后有关［５］。

糖尿病患者因为感染、暴饮暴食、过度运动或药物治疗

不当等原因可出现血糖升高，脱水、丙酮酸氧化障碍及

乳酸代谢障碍均可导致乳酸堆积，从而诱发 ＬＡ，肝肾
功能异常或合并心功能衰竭而引起肾供血不足时，可

导致乳酸降解和排泄减少，亦可使体内出现乳酸升

高［６］。糖尿病乳酸酸中毒多同时存在这两种情况。有

学者认为多数糖尿病乳酸酸中毒的发病与服用二甲双

胍等双胍类药物有关［７］。有文献报道乳酸酸中毒的预

后主要取决于并存的疾病而不是血二甲双胍或乳酸的

浓度［８］。目前认为糖尿病乳酸酸中毒是多种危险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９］。本研究中，１２例临床情况复杂，
至少有一个以上器官功能衰竭，ＡＰＨＡＣＨ２评分很高，
亦支持乳酸酸中毒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

一观点。

乳酸酸中毒多病情危重，病死率高，可导致

ＭＯＤＳ，ＣＲＲＴ能大量清除血乳酸，改善和稳定内环境，

是抢救乳酸酸中毒的重要治疗方法，ＣＲＲＴ有稳定的
血流动力学状态和缓慢的溶质清除等优点［１０］。本组

研究中，可见首次ＣＲＲＴ后，患者内环境紊乱有显著改
善，血压、呼吸、神志等都有明显好转，所以一旦确诊

ＬＡ，应立即治疗，应选择高容量 ＣＲＲＴ，为患者抢救赢
得宝贵时间。

糖尿病乳酸酸中毒虽少见，但病情多严重，本研究

中观察到 ＣＲＲＴ抢救糖尿病乳酸酸中毒疗效确切，并
发症少，可以改善预后，降低患者死亡率，值得在临床

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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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６）：３４３５．
［６］　黄春苓，刘日光，余绮玲．ＣＲＲＴ在抢救重症糖尿病乳酸酸中毒患

者中的应用［Ｊ］．中国医学创新，２０１１，８（７）：６０６１．
［７］　ＣｈａｎｇＣＴ，ＣｈｅｎＹＣ，ＦａｎｇＪＴ，ｅｔａｌ．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ｏ

ｓｉｓ：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２，１５（２）：
３９８４０２．

［８］　ＳａｌｐｅｔｅｒＳ，ＧｔｅｙｂｅｒＥ，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ｋＧ，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ｏｆｆａｔ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ｆａｔａｌｌａｃ
ｔｉｃａｃｉｄｏｓｉｓｗｉｔｈ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ｕｓｅｉｎ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Ｒｅｖ，２００３，３（２）：ＣＤ００２９６７．

［９］　ＳｔａｄｅｓＡＭ，ＨｅｉｋｅｎｓＪＴ，ＥｒｋｅｌｅｎｓＤＭ，ｅｔａｌ．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ａｎｄｌａｔｉｃａｃｉｄｏ
ｓｉｓ：ｃａｕｓｅｏｒ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Ｍｅｄ，
２００４，２５５（２）：１７９１８７．

［１０］　ＢｒｕｉｊｓｔｅｎｓＬＡ，ｖａｎＬｕｉｎＭ，ＢｕｓｃｈｅｒＪｕｎｇｅｒｈａｎｓＰＭ，ｅｔａｌ．Ｒｅｒｌｉｔｙ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ｏ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
ｎａｌ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Ｊ］．ＮｅｔｈＪＭｅｄ，２００８，６６（５）：１８５１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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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营养支持研究
李凡民

【摘　要】　目的　观察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营养支持情况，分析营养支持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择 ＩＣＵ中５６例重
型颅脑损伤患者，记录每日摄入热量，计算能量平衡；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营养支持影响预后的情况。结果　全部患者实
际摄入能量平均为（５９６６±１９７３）ｋＪ／ｄ，能量负平衡平均为（８２２±３１４）ｋＪ／ｄ。前３天能量负平衡最严重，实际摄入能量值
明显低于目标能量值［（３２５８±１２８０）ｋＪ比（５９７７±９７６）ｋＪ，Ｐ＜０．０１］，随时间延长，实际摄入能量值逐渐上升，前１４天是
发生能量负平衡的主要时期。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营养负平衡与并发症相关［感染的优势化（ＯＲ值）２．１２９，９５％可信
区间（９５％ＣＩ）为（１．５２８，２９．８８６），Ｐ＝０．０２３；上消化道出血的ＯＲ值０．０９１，９５％ＣＩ（０．０１３，０．５４５），Ｐ＝０．００９］。结论　
营养负平衡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并发症相关；及早补充足够的能量，可能改善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　颅脑损伤；营养支持；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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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强烈的代
谢反应可导致瘦体的急剧消耗，引起内脏功能受损，修

复功能和免疫功能下降［１］，可能会影响患者预后。观

察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营养支持情况，分析其对预后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４月入住
本院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的重型颅脑外伤患者５６例，
其中男性 ３９例，女性 １７例；年龄 １８～７２岁，平均
（３５．６±１４．５）岁；体质指数（ＢＭＩ）１８．８～２４．８ｋｇ／ｍ２；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ＡＰＡＣＨＥ
Ⅱ）评分１０～２５分，平均（２４．８±９．０）分。脑挫裂伤
３３例，颅内血肿１８例，原发性脑干损伤５例。
１２　营养供给　肠内营养使用整蛋白制剂能全素（按
标准浓度配比，４．１８ｋＪ／ｍｌ），并添加可溶性纤维，如不
能耐受则使用要素型制剂百普素（按标准浓度配比，

４．１８ｋＪ／ｍｌ），用量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调整。肠内营
养的使用途径包括胃和小肠。根据情况补充肠外营

养，包括脂肪乳、氨基酸以及输液中的葡萄糖。

１３　观察指标及方法
１３１　能量平衡的计算　记录３０ｄ内每日目标能量
和实际摄入能量。目标能量为每公斤体重计算得的数

作者单位：２７４０３１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

值。实际摄入能量包括肠内营养、肠外营养以及静脉

输液的葡萄糖所含的总能量。

１３２　预后及并发症发生率　记录入院 ２８ｄ内感
染、死亡、多器官损害、腹泻、消化道出血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标本ｔ
检验，双变量资料用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入院后总住 ＩＣＵ期间为５９３ｄ，平均
（１４．１±１０．０）ｄ，其中６例超过２１ｄ，４例超过２８ｄ，最
长的１例反复３次进入 ＩＣＵ、共住７１ｄ后死亡。总住
院时间为２３５６ｄ，平均（５６．１±４５．５）ｄ。
２２　能量平衡　５６例患者实际摄入能量平衡为
（５９６６±１９７３）ｋＪ／ｄ，能量负平衡平均为（８２２±３１４）ｋＪ／
ｄ。前３天内能量摄入最少，能量负平衡最严重，随时
间延长能量摄入逐渐增多，２１ｄ时实际摄入能量与目
标能量无明显差异。受伤后前１４天是发生能量负平
衡的主要时期；观察结束时除１例患者外，其余均达到
正平衡；３０ｄ内有６ｄ为正能量平衡，大多数出现在后
期。见表１。
２３　预后及并发症发生率　见表２。５６例患者中８
例死亡，病死率为１４．２８％。７ｄ内上消化道出血的发
生较多，７ｄ后以腹泻为主。感染、多器官损害、上消化
道出血与１４ｄ累积能量负平衡（以达到（下转第７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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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基层医院开展肾活检１１３例临床与病理分析
张文意，钟鸿斌，余英豪，洪本林，金永恩，郑全林，郑自力，贺永湘

【摘　要】　目的　总结基层医院开展肾活检的经验，探讨基层医院开展肾活检的价值。方法　对１１３例肾活检病例资
料的临床诊断和病理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肾活检的安全性进行分析。结果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７６例（６７．２６％），
以ＩｇＡ肾病（ＩｇＡＮ）和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ＭｓＰＧＮ）多见，分别占 ３５．５３％和 ３２．８９％；继发性肾小球疾病 ３２例
（２８．３２％），以狼疮性肾炎（ＬＮ）最多见（４６．８８％），其次为不典型膜性肾病（ＭＮ）（２５．０％）和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
（ＨＢＶＤＮ）（２１．８８％）；小管间质性疾病５例（４．４２％）。通过肾活检修正诊断１３例，修正诊断率１１．５０％，其中３例改变
了原有的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修正率达２３．０８％。肾活检并发症：肉眼血尿１例（０．８８％），肾包膜下血肿２例（１．７７％），
腰部酸痛２５例（２２．１２％）。无一例出现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结论　经皮超声引导下肾穿刺并发症少，风险小，在基层医
院容易开展，临床与病理紧密结合，使各种肾病患者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治，明显提高基层医院肾脏病的诊治水平。

【关键词】　肾活检；肾小球肾炎／诊断；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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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脏病的诊断包括临床综合征的诊断、组织形态
学诊断和分子表型诊断，其中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

活检的组织形态学检查对明确肾脏疾病诊断、指导治

疗、判断预后有重要作用。为总结基层医院开展肾活

检的经验，探讨基层医院开展肾活检的价值，我们对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两家单位１１３例肾活检患
者的肾脏病理及临床诊治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男性 ６２例，女性 ５１例，年龄
１６～５６（平均２７．３２±６．４２）岁。临床表现急性肾炎综
合征９例、肾病综合征６９例、慢性肾炎综合征２５例、
单纯血尿 ３例、单纯蛋白尿 ７例，其中肾功能不全 ５
例。所有病例均无肾活检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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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张文意，电子信箱：ｔｔｓｂｓｉｋ＠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２　活检方法及病理检查　在 Ｂ超定位下经皮肾穿
刺活检。患者俯卧位，两胁下垫硬枕以固定肾脏，常规

消毒、铺巾，用Ｂ超探头显示肾纵切声图像，取右肾下
极处实质较宽厚部分，采用美国 ＢＡＲＤ可调式重复活
检枪、活检针（１８Ｇ），穿刺时要求患者屏气，向上向外
斜角进针取得肾活体组织标本１．５～２．２ｃｍ，将组织
用特制病理盒送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病理科行光镜、

免疫病理及部分做电镜检查。术后用消毒纱布覆盖，

卧床２４ｈ，测血压、脉搏、尿常规３次，嘱多饮水，注意
尿色变化。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据患者病理特点情况，结合临床，
分析临床诊治修正情况；②观察肾活检并发症发生情
况。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病因诊断情况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占７６例
（６７．２６％），其中 ＩｇＡＮ２７例（３５．５３％）、ＭｓＰＧＮ２５例
（３２．８９％）、ＭＮ１３例（１７．１１％）、局灶节段肾小球硬
化症６例（７．８９％）、微小病变２例（２．６３％）、毛细血
管内增生２例（２．６３％）、硬化型肾病１例（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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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性肾小球疾病占３２例（２８．３２％），其中 ＬＮ１５例
（４６．８８％）、不典型 ＭＮ８例（２５．０％）、ＨＢＶＤＮ７例
（２１．８８％）、紫癜性肾炎２例（６．２５％），不典型 ＭＮ最
终明确原发病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短期大量应用

染发剂、长期接触汽油、纵隔肿瘤、结肠癌等各１例，尚
有３例原因不明；小管间质性疾病５例（４．４２％），急性
间质性肾炎２例、慢性间质性肾炎３例。
２２　临床诊断修正情况　修正原有诊断 １３例
（１１．５０％），均为临床不典型病例，其中继发性 ＭＮ３
例，急性间质性肾炎２例，ＬＮ８例。有３例改变了原
有的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修正率达２３．０８％。
２３　肾活检并发症情况　肉眼血尿１例（０．８８％），肾
包膜 下 血 肿 ２例 （１．７７％），腰 部 酸 痛 ２５例
（２２．１２％），所有病例经卧床休息３～７ｄ症状均消失。
无一例出现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

３　讨论
　　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活检是诊断原发性及继发
性肾小球疾病和小管间质性疾病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它能为正确诊断提供线索，为及时治疗提供依据。我

们两家基层医院自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共行肾
活检 １１３例，其中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占 ７６例
（６７．２６％），以 ＩｇＡＮ和 ＭｓＰＧＮ多见，分别占３５．５３％
和３２．８９％；继发性肾小球疾病占３２例（２８．３２％），以
ＬＮ最多见（４６．８８％），其次为不典型 ＭＮ（２５．０％）和
ＨＢＶＤＮ（２１．８８％）；小管间质性疾病５例（４．４２％）。
通过肾活检修正诊断１３例，修正诊断率１１．５０％，其
中３例改变了原有的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修正率达
２３．０８％，肾活检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了依据。

特发性ＭＮ占 ＭＮ５５．７％，我国占原发性肾小球
肾炎９．８９％［１］，国外报道占成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１９％ ～４０％［２－３］，本 组 资 料 ＭＮ 占 比 例 较 高
（１７．１１％），加上不典型ＭＮ占所有肾活检病例数高达
１８．５８％（２１／１１３）。对于不典型 ＭＮ有多种免疫球蛋
白和补体沉积、多部位电子致密物沉积、系膜细胞和基

质增生等病理特征［４］，除了ＬＮ和ＨＢＶＤＮ外，我们还
发现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短期大量应用染发剂、长期

接触汽油引起，在病人随访中进一步检查还发现纵隔

肿瘤、结肠癌，提示，对于不典型 ＭＮ，临床应积极寻找
病因。另外，福建石狮晋江两地地处沿海，经济相对发

达，主要产业以鞋业与服装业为主，饮食习惯也与海产

品为多，我们发现一些不明原因的不典型 ＭＮ的年轻
患者，都是鞋厂或服装厂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患者是否

与饮食习惯改变以及与工种有关，尚需进一步深入研

究。

ＬＮ是我国最常见的继发性肾小球肾炎，其临床表
现和病理改变存在显著的不均一性及多样性［５］。有些

病例发病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极易误诊［６］，本组８例
曾就诊多家县市级医院未被诊断ＬＮ，主要原因可能是
“患者临床表现不满足１９９７年ＡＣＲ修订对 ＳＬＥ的１１
条分类标准中的４条”以及医生对本病表现多样性、不
典型性认识不足有关。有 １例 ３年前诊断为特发性
ＭＮ，表现慢性肾炎综合征，曾在多家医院查 ＡＮＡ及抗
ｄｓＤＮＡ抗体均阴性，因肾功能不全住我院，考虑特发
性ＭＮ低危患者预后相对较好，短期出现肾功能不全
不能用特发性ＭＮ解释，给予重复肾活检证实为ＬＮ（Ｖ
型），这类病人不出现肾外表现，可能与低亲和力、低滴

度的抗 ＤＮＡ抗体有关。因为 ＳＬＥ患者早期几乎
１００％存在肾脏病理损害，而且 ＬＮ有“白金耳”样改
变、“满堂亮”现象、小球病变的多样性和病变的节段

性等特征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借助这些病理特征可与

其他非ＬＮ进行鉴别［７］，所以肾活检对 ＳＬＥ早期诊断
及非典型ＬＮ的确诊具有重要价值［８］。

本组资料小管间质性疾病５例，其中２例在多家
医院临床误诊。１例临床表现不明原因的急性肾损
伤，血肌酐升至３７５μｍｏｌ／Ｌ，但病理显示慢性间质性
肾炎改变，我们根据病理间质有明显炎症细胞浸润，结

合临床表现，给予足量激素治疗，血肌酐逐渐恢复正

常，已随访１余年未复发，故临床仍考虑急性间质性肾
炎的诊断。１例肾脏病变较轻，病理检查提示小管间
质性病变可能，在多家医院按慢性间质性肾炎治疗，后

因出现贫血，在我院行骨髓穿刺证实为不典型多发性

骨髓瘤肾损害。提示肾脏病理应与临床紧密结合，临

床医生应以辨证发展的眼光观察病情变化，发现原有

诊断不能解释的疑点应及时调整思维，考虑其他诊断

的可能。

本组资料显示，肾活检作为一种有创操作，虽然有

一定并发症，但最严重的是肉眼血尿和肾包膜下血肿，

发生率均比较低，可能与我们 Ｂ超准确定位及穿刺时
进针角度向上向外斜角进针有关。我们虽病例数不

多，但未发现严重并发症，所以我们也认为只要严格掌

握适应症，准确定位，做好围肾活检期的处理，肾活检

是非常安全的［９－１０］。配合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病理

科研制的远程病理邮寄盒，任何基层医院均可开展肾

活检，临床与病理紧密结合，使各种肾病患者得到及

时、正确的诊治，可明显提高基层医院肾脏病的诊治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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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论著·

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李云，武荣

【摘　要】　目的　观察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的相关临床指标变化。方法　将轻度和中度新
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２０例随机分成观察组（１０例）和对照组（１０例）。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布地奈德雾化
吸入；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２组的住院时间、吸氧时间、胸部 Ｘ线转为清晰时间、呼吸窘迫评分和氧合指数。结
果　观察组住院时间为（９．２４±２．４０）ｄ，低于对照组的（１２．３±２．８）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５５１，Ｐ＝０．０１１）；观察
组吸氧时间（４．７±１．５）ｄ，低于对照组的（６．４±１．６）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３０７，Ｐ＝０．０２１）；观察组Ｘ线转为清
晰时间为（８．４±２．２）ｄ，低于对照组的（９．８±２．８）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５２７，Ｐ＝０．０１２）。结论　布地奈德雾化
吸入治疗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能缩短住院时间、氧气依赖时间和Ｘ线转为清晰时间，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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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ｍｅｃｏｎｉｕｍ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ＭＡＳ）是一种以肺部炎症为主的新生儿疾病，严
重者可导致呼吸衰竭，并发其他脏器功能受损而危及

生命。最近的国外流行病学调查报道 ＭＡＳ的病死率
在３％～１２％［１］；ＭＡＳ所致的呼吸衰竭占新生儿呼吸
衰竭的９．５％［２］，是导致新生儿呼吸衰竭和死亡的主

要疾病之一。目前，ＭＡＳ的治疗主要是以支持性的治
疗为主，还没有任何十分有效和安全的预防和治疗的

措施。我们采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辅助治疗 ＭＡＳ疗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１安徽医科大学滁州临床学院儿科（李云）；２２３００２安
徽医科大学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武荣）

通讯作者：武荣，电子信箱：ｗｒ６１８＠１２６．ｃｏｍ

效较好，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我院收治的新生儿。本研究的２０例ＭＡＳ新生儿
均治愈出院。两组在性别、胎龄、出生体重、呼吸窘迫

评分和氧合指数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病例入选标准　①符合 ＭＡＳ的诊断标准［３］；②
体重大于２．５ｋｇ；③生后１２ｈ内入院。
１３　病例排除标准　①需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②
合并败血症；③合并明显的先天性畸形。

［３］　ＲａｂｂａｎｉＭＡ，ＭｅｍｏｎＧＭ，ＡｈｍａｄＢ，ｅｔａｌ．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ｅｎａｌｂｉｏｐｓ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５１１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Ｊ］．ＳａｕｄｉＪ
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Ｔｒａｎｓｐｌ，２０１２，２３（３）：６１４６１８．

［４］　邹万忠．肾活检病理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１．

［５］　胡伟新，刘春蓓，孙海鸥，等．１３５２例狼疮性肾炎的临床与免疫学
特征［Ｊ］．肾脏病与透析移植杂志，２００６，１５（６５）：４０１４０９．

［６］　钟鸿斌，黄硕，余英豪，等．狼疮性肾炎２７例误诊探析［Ｊ］．临床误
诊误治，２００６，１９（１２）：４１４２．

［７］　ＶａｚｑｕｅＺ，ＭａｒｔｕｌＥ．Ｌｕｐｕｓ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ｂｉｏｐｓｙ［Ｊ］．Ｎｅｆｒｏｌｏ
ｇｉａ，２００５，２５（６）：６０８６１１．

［８］　钟鸿斌，黄硕，廖爱能，等．肾活检在非典型狼疮性肾炎诊断中的
价值［Ｊ］．实用全科医学，２００８，６（２）：１２５１２６．

［９］　胡伟新．降低肾活检出血并发症的经验和体会［Ｊ］．肾脏病与透析
移植杂志，２０１０，１９（６）：５４１５４２．

［１０］　刘伏友，刘映红，肖力．高危患者围肾活检期的处理［Ｊ］．肾脏病
与透析移植杂志，２０１０，１９（６）：５４０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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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分组及治疗方法　将ＭＡＳ新生儿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支持综合治疗；观察组在

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雾化吸入治疗，雾化吸入的方

法为：将布地奈德１ｍｌ、生理盐水２ｍｌ加入一次性雾
化器中，利用氧气驱动，氧流量为６～８Ｌ／ｍｉｎ，每天雾
化吸入２次，每次１５ｍｉｎ，疗程５～７ｄ。
１５　观察指标　两组的住院时间、吸氧时间、胸部 Ｘ
线转为清晰时间、呼吸窘迫评分（见表１）和氧合指数
（动脉血氧分压／吸入氧浓度）。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用（ｘ±ｓ）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本研究的２０例 ＭＡＳ新
生儿均治愈出院。两组在性别、胎龄、出生体重、呼吸

窘迫评分和氧合指数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２　临床观察指标的比较　住院时间观察组为
（９．２４±２．４０）ｄ，低于对照组的（１２．３±２．８）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Ｚ＝－２．５５１，Ｐ＝０．０１１）；吸氧时间观察
组为（４．７±１．５）ｄ，低于对照组的（６．４±１．６）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３０７，Ｐ＝０．０２１）；Ｘ线转为清
晰时间观察组为（８．４±２．２）ｄ，低于对照组的（９．８±
２．８）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５２７，Ｐ＝０．０１２）。
见表２。

表１　呼吸窘迫临床评分

分数 呼吸频率（次／ｍｉｎ） 青紫 呼吸肌收缩 呻吟 双肺呼吸音

０ ＜６０ 无 无 无 清晰

１ ６０～８０ 吸入≤４０％下氧气无 轻度 用听诊器能听到 减弱

２ ＞８０ 吸入＞４０％的氧气无 中度或重度不用听诊器能听到 几乎听不见

表２　两组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临床观察指标变化的比较（ｄ）

组别 ｎ 住院时间 吸氧时间 Ｘ线转为清晰时间

观察组 １０ ９．２±２．４ ４．７±１．５ ８．４±２．２
对照组 １０ １２．３±２．８ ６．４±１．６ ９．８±２．８
Ｚ值 －２．５５１ －２．３０７ －２．５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糖皮质激素治疗ＭＡＳ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１９７５
年Ｆｒａｎｔｚ等［４］首次在ＭＡＳ动物模型上使用可的松，能
减轻呼吸窘迫及肺组织损伤。有一些研究发现，对幼

兔气管注入胎粪后１ｈ及３ｈ经比例辅助通气后给予
地塞米松０．５ｍｇ／ｋｇ，地塞米松可以减轻肺水肿［５］，抑

制环氧化酶２、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８等炎症
因子释放［６－７］，从而减轻肺部炎性损伤，增加幼兔的肺

顺应性、潮气量和提高氧合指数，但对心率和呼吸的影

响小［８］。

有研究表明［９］，给成年兔气管注入胎粪后０．５ｈ
及２．５ｈ经高频振荡通气给予布地奈德０．２５ｍｇ／ｋｇ，

首次用药后５ｈ就能显著改善肺换气，减少肺内右向
左分流，降低中心静脉压以及肺通气阻力，减轻肺水

肿、肺组织蛋白和脂质的氧化修饰，降低气道对组胺的

高反应性，减轻支气管肺泡中性粒细胞的浸润。

有临床研究结果提示［１０］，布地奈德联合氨溴索雾

化吸入辅助治疗新生儿吸入性肺炎，能明显改善新生

儿吸入性肺炎临床症状，缩短住院时间；能减少需要患

儿机械通气的机会和并发症的发生。

Ｗｉｓｗｅｌｌ等将 ＭＡＳ分为：①轻度：吸氧浓度＜
４０％，吸氧时间＜４８ｈ；②中度：吸氧浓度 ＞４０％，吸氧
时间＞４８ｈ不伴有气漏；③重度：需要辅助通气４８ｈ
以上，伴有 ＰＰＨＮ。本次研究病例对象均为轻度和中
度的新生儿，研究结果发现，布地奈德雾化吸入能缩短

ＭＡＳ新生儿的住院时间和氧气依赖时间，未见明显不
良反应出现。

但是，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糖皮质激素可以

作为ＭＡＳ的常规治疗手段［１１］。仍然需要进一步多临

床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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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腱闭合性断裂手术修复６３例临床分析
陈泽群，王荣春，银春景，陈拓，郭伟峰，陈深源

【摘　要】　目的　对６３例跟腱闭合性断裂病例手术治愈后病因分析，疗效观察，总结经验。方法　对２００６年７月 －
２０１１年７月年东莞市常平人民医院接诊的６３例跟腱闭合性断裂病例，６３例均实施了手术修复，３９例采用 Ｂｕｎｎｅｌｌ法缝
合，两断端马尾状断缘互相交叉呈瓣结样，不整齐跟腱断端Ｂｅｋｅｒ法显微外科修复，２４例实施双改良Ｋｅｌｌｓｓｅｒ法十字交叉
缝合修复，马尾状断端Ｂｅｋｅｒ法显微外科修复。术后１～３周长腿石膏外固定，术后４～６周短腿石膏外固定，术后第７周
去石膏功能训练。结果　术后所有患者５～２４月（平均１２月）随访，其中６０例踝关节活动范围正常（背屈２０°～跖屈
４５°），３例背屈稍受限（背屈 １０°～跖屈 ４５°）；无跟腱与皮肤粘连。按照 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ｄｈｏｒｍ疗效判定标准，优 ６０例
（９５．２％），良３例（４．８％）。优良率１００％。结论　采用手术方法修复闭合性跟腱断裂，术中显微外科操作，修复跟腱旁
组织，术后行保护性功能训练，治疗满意。

【关键词】　跟腱；闭合性损伤；手术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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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广大工作人员因时间
紧凑，崇尚周末运动，因平时缺乏锻炼和运动前准备，

在运动过程中腿部突然发力，出现跟腱断裂的病例逐

渐增加。闭合性跟腱断裂在小腿肌腱损伤较为常见。

回顾以往，完全性跟腱断裂误诊率可达２０％ ～３０％，
同时治疗方法不当可能出现疗效差，甚至致残。我院

自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１１年７月共收治闭合性跟腱断裂
６３例，均在伤后１周内采用了手术方法治疗，取得满
意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共６３例，其中男性５２例，女性
１１例，年龄２０～５３岁，平均年龄（３５±６）岁。闭合性
完全断裂５１例，１２例不全断裂（断裂部分超过１／２）。
撕脱性断裂伤１１例，撕裂伤２例。２８例在打篮球时
断裂，２３例打羽毛球时断裂，１２例叉车撞击断裂，受伤
时间１～６ｄ，平均受伤时间３ｄ。
１２　手术方法　本组跟腱修复在腰麻或连续硬膜外
麻醉下进行，采用小腿后内侧直切口或后方“Ｓ”型切
口［１］。３９例采用爱惜帮２＃线 Ｂｕｎｎｅｌｌ法缝合，两断端
马尾状断缘互相交叉呈瓣结样，不整齐跟腱断端腱束

作者单位：５２３５７３广东省东莞市常平人民医院骨外科
通讯作者：陈泽群，电子信箱：７２０４７＠１６３．ｃｏｍ

采用３０带针无创缝线Ｂｅｋｅｒ法逐一显微外科修复；２４
例采用爱惜帮２＃带针缝线双改良Ｋｅｌｌｓｓｅｒ法垂直交叉
修复，马尾状断端腱束采用３０带针无创缝线Ｂｅｋｅｒ法
显微外科修复。术后１～３周长腿石膏屈膝跖屈踝４５°
外固定，术后４～６周短腿石膏踝跖屈２５°～３０°外固
定，白天去石膏不负重被动功能训练，术后第７周去石
膏主动功能训练。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结果　６３例闭合性跟腱断裂患者术后 ６３
例获随访，随访时间为５～２４个月，平均１２个月，其中
６０例踝关节活动范围正常（背屈２０°～跖屈４５°），３例
背屈稍受限（背屈 １０°～跖屈 ４５°），无跟腱与皮肤粘
连。按照 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ｄｈｏｒｍ疗效判定标准，优 ６０例
（９２．３％），良３例（７．７％）。优良率１００％。
２２　典型病例　男患３８岁，平时少动，打篮球时，突
然起跳致伤左跟腱撕脱断裂，伤后当天入院。既往有

跟腱炎病史３年，接受糖皮质激素局部封闭治疗２次。
入院时查体：左后踝空虚，压痛，跟腱连续性中断；跖屈

无力，提踵试验阳性；Ｔｈｏｐｍｓｏｎ征阳性。ＭＲＩ检查跟
腱连续性中断，跟腱显像紊乱。入院后第２天在腰麻
下行左跟腱修复，术中见跟腱于止点上约４ｃｍ处撕脱
断裂，近端于肌腹中撕脱，两断端呈马尾状，参差不齐。

本例采用了爱惜帮２＃线Ｂｕｎｎｅｌｌ法缝合（下转第７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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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奥氮平合用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分析
王勇

【摘　要】　目的　探讨奥氮平合用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６０例精神分裂症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奥氮平合用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与奥氮平单用治疗，各３０例，疗程为８周。在治疗前及治
疗２，４，６，８周分别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ＰＡＮＳＳ）评定精神症状和治疗效果，用治疗中出现的症状量表（ＴＥＳＳ）评定治
疗中出现的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８周后，两组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ＰＡＮＳＳ）评分较治疗前均有下降，合用组有效率
７３．３％，单用组有效率５０．０％；奥氮平合用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优于单用奥氮平的疗效
（Ｐ＜０．０５）；两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奥氮平合用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疗
效好，安全性好。

【关键词】　奥氮平；丙戊酸镁缓释片；精神分裂症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９．３　Ｒ９７１．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３００２

　　精神分裂症患者大约有２１％伴有激越行为，表现为对他人
充满敌意、疑心大，常伴有严重的幻觉妄想症状、思维障碍，对

冲动控制力差。甚至会攻击医护人员或其亲人。文献报道丙

戊酸镁与抗精神病药合用有助于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本研

究为探讨奥氮平（商品名：欧兰宁）合并丙戊酸镁缓释片治疗难

治性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以单用奥氮平为对照进

行研究，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６０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为２００７年２月 －
２００８年２月我院住院患者，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３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并符合以下条件：①迁延未愈或复
发患者；②本次病程内接受过２个疗程的常规抗精神病药系统
治疗，但未达到临床显效水平；③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ＰＡＮＳＳ）≥６０分；④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胸透及心电图均正
常；⑤排除酒精及药物依赖、既往有过敏史、严重躯体疾病者。
将６０例患者随机分为合用组和单用组。合用组３０例，男性１８
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２１～５９岁，平均（３４．３±８．９）岁；平均病程
（４．８±９．２）年。单用组３０例，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１例，年龄２３～
６０岁，平均（３３．８±８．７）岁；平均病程（４．９±８．６）年。两组以上
各项及治疗前ＰＡＮＳＳ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停药１周清洗后治疗。单用组使用奥氮平，
合用组使用奥氮平合并丙戊酸镁治疗；可合并使用苯二氮卓类

药，不合用其他抗精神病药及电休克治疗。疗程８周。丙戊酸
镁缓释片起始剂量２５０ｍｇ／ｄ，最大剂量１０００ｍｇ／ｄ；奥氮平起始
剂量５～１０ｍｇ／ｄ，最大剂量３０ｍｇ／ｄ。
１３　疗效标准　采用ＰＡＮＳＳ和ＴＥＳＳ评定疗效和不良反应，在
治疗前及治疗２，４，６，８周各评定一次。同时监测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血糖，心电图。疗效以 ＰＡＮＳＳ减分率≥７５％为痊
愈，≥５０％为显著进步，≥２５％为有效，＜２５％为无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ｔ检验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合用组显著进步１３例，进步９例，无
效８例，显效率４３．３％，有效率７３．３％；单用组分别为５例、１０
例及１５例，显效率１６．７％，有效率５０．０％；两组疗效以合用组
显著较好（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ＰＡＮＳＳ评分比较　两组间比较见表１，在治疗６周
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两组在治疗后各
周ＰＡＮＳＳ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

表１　两组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前后ＰＡＮＳＳ评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ＰＡＮＳＳ 治疗前 治疗２周 治疗４周 治疗６周 治疗８周

合用组 ３０ 阳性症状 ２３．９６±５．３７ ２１．２８±５．２３ １７．５９±５．２６ １６．５３±４．８７△ １５．７８±４．７６△

阴性症状 ２３．８７±１０．２６ ２３．４６±１０．０８ ２１．３０±１０．２１ ２０．６４±１０．０６△ １８．９５±９．７６△

精神病理 ４６．５６±７．０１ ４２．９７±６．２６ ４０．６５±６．２７△ ３６．６２±６．４５△ ３５．２２±７．０７△△

总分 ９４．３９±１２．１８ ８７．７１±１２．３６ ７９．５４±１３．６６ ７３．７９±１４．０３△ ６９．９５±１５．０９△

单用组 ３０ 阳性症状 ２３．１６±５．８７ ２１．３１±５．３８ １９．１３±４．６８ １７．８８±４．４７ １６．６９±４．６３

阴性症状 ２３．１１±９．４８ ２２．６６±９．５６ ２２．１３±９．３９ ２１．１３±８．４２ ２０．９８±８．２５
精神病理 ４７．８７±６．２９ ４６．５７±６．４７ ４４．２８±７．０５ ４２．１１±７．２１ ４０．０５±７．１１

总分 ９４．１４±１１．９５ ９０．５４±１２．１２ ８５．５３±１２．２０ ８１．１２±１２．３８ ７７．７２±１３．６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单用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安全性比较　合用组头痛８例，失眠３例，恶心６例，
焦虑５例，静坐不能３例，嗜睡３例，心动过速３例；单用组失眠
６例，焦虑５例，恶心３例，嗜睡４例，头痛３例，心动过速３例，
流涎３例。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精神分裂症急性期伴激越、兴奋、冲动行为症状很常见，症
状难以控制，对患者造成了情感和心理上的压力，其行为与环

境不相适应。对家庭及医护人员容易出现伤人毁物、攻击行

为，且容易复发。对他人和自身都构成威胁，需积极处理［１］。

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治疗伴有激越冲动症状的精神症状有一定

作者单位：１１４０３４辽宁省鞍山市精神康复医院医疗科

难度，急性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一般来说，能够降低多巴胺

能或去甲肾上腺素能的药物或能提高５羟色胺能或 γ氨基丁
酸能的药物都可以减轻各种激越。近年来研究表明，非典型抗

精神病药单一应用或与情感稳定剂合用常被用于急性激越状

态的治疗，疗效好，副作用小，有助于维持治疗。

本结果中，丙戊酸镁合并奥氮平治疗有效率为７３．３％，疗
效优于单用奥氮平（５０．０％），合用可减少相应抗精神病药的剂
量或较少合并多种抗精神病药，减轻抗精神病药副反应，减轻

抗精神病药或疾病本身带来的情绪和认知障碍，能够安全有效

地控制症状，提高了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与相关报道一

致［２］。

目前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多集中于神经递质方面，伴有冲

动激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基底节多巴胺功 （下转第７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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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参芪扶正注射液在晚期胃癌中的临床应用
孙贵张

【摘　要】　目的　观察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癌的疗效及毒副反应。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收治的晚期胃癌３８例，均经病理确诊。治疗组２０例采用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对照组１８例采用
单纯化疗治疗。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７０．０％，对照组６１．１％，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生活质量及毒
副反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参芪扶正注射液对晚期胃癌化疗的患者能降低
骨髓抑制及消化道反应，改善生活质量。

【关键词】　参芪扶正注射液；晚期胃癌；化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２　Ｒ７３０．５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３１０２

　　对于晚期胃癌患者，手术效果欠佳或无法手术，临床上通
常采用以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但化疗的不良反应有骨髓抑

制、消化道反应等，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患者的痛苦，严

重时甚至不能继续化疗影响治疗效果。我院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使用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癌２０
例，观察其对化疗不良反应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并选择１８例单
纯化疗的患者作对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我科接
受化疗的胃癌患者３８例，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６例；年龄４２～６５
岁，平均为５３．６岁；手术患者２５例，不能手术患者１３例。入选
条件：均经过病理学诊断确诊，生存质量评分（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６０，
预计生存期≥６个月，治疗前行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检查
无异常，患者均无化疗禁忌症。

１２　治疗方法　将３８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２０例，对
照组１８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使
用奥沙利铂联合替吉奥化疗：奥沙利铂 １００ｍｇ／ｍ２静滴第一
天，替吉奥胶囊４０ｍｇ／ｍ２，连续口服２１ｄ（２次／ｄ，早晚餐后口
服）。观察组于化疗同时开始应用参芪扶正注射液２５０ｍｌ，静
脉滴注，１次／ｄ，连用１４ｄ。２个周期治疗后评估疗效和毒副反
应。

１３　疗效标准　根据国际抗癌联盟（ＵＩＣＣ）制定的标准分为完
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和进展（ＰＤ），总有效
率（ＲＲ）为 ＣＲ＋ＰＲ所占比例。生活质量评价（ＫＰＳ评分标
准），１００分：能进行正常活动，无症状和体征；９０分：能进行正
常活动，有轻微症状和体征；８０分：勉强可进行正常活动，有一
些症状和体征；７０分：生活可自理，但不能维持正常生活或工
作；６０分：有时需人扶助，但大多数时间可自理；５０分：常需人
照料；４０分：生活不能自理，需特殊照顾；３０分：生活严重不能
自理；２０分：病重，需住院积极支持治疗；１０分：病危，临近死
亡；０分：死亡。治疗后评分增加≥１０分为显效，增加＜１０分为
有效，减少≥１０分为无效，总有效率为显效＋有效所占比例。
１４　毒副反应评价　按ＷＨＯ不良反应程度分级，分０～４度，
主要观察治疗过程中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及白细胞数量变

化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率的
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疗效比较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６１．１％，治疗组为７０．０％，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生活质量比较　对照组升高 ７例（３８．９％），稳定 ７例

作者单位：２３９０００安徽省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科

（３８．９％），下降４例（２２．２％）；治疗组升高１３例（６５．０％），稳
定５例（２５．０％），下降２例（１０．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两组晚期胃癌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ＲＲ（％）

对照组 １８ ０ １１ ４ ３ ６１．１
治疗组 ２０ ２ １２ ５ １ ７０．０

表２　两组晚期胃癌患者ＫＰＳ评分比较（例）

组别 ｎ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

对照组 １８ ７ ７ ４ ７７．８
治疗组 ２０ １３ ５ ２ ９０．０

２３　毒副反应　对照组白细胞下降１～２度１６例（８８．９％），
３～４度２例（１１．１％）；恶心、呕吐１～２度１４例（７７．８％），３～４
度４例（２２．２％）。治疗组白细胞下降１～２度８例（４０．０％），
３～４度２例（１０．０％）；恶心、呕吐１～２度６例（３０．０％），３～４
度１例（５．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晚期胃癌患者常有食欲不振、乏力、体重下降、恶病质等，
而化疗虽能治疗肿瘤，但毒副作用较明显，杀伤正常细胞，损害

机体，降低机体免疫功能，又可进一步加重上述症状，出现恶

心、呕吐、食欲下降、睡眠差、全身乏力、白细胞下降等，导致患

者有时无法继续进行治疗，影响患者生活及生存质量。研究表

明，部分中成药如参芪扶正注射液辅助化疗可改善机体物质代

谢，整体提高机体能力［１］，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减轻不良反

应［２－３］。

参芪扶正注射液是以黄芪、党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中药复

方制剂，具有扶正固本、益气补虚、活血化瘀、补脾益肾的功效。

现代研究证实黄芪、党参中含有总皂甙、总酚物质、多糖类物

质，具有保护造血系统及骨髓功能［４－５］、抗肿瘤、增强机体免疫

功能［６－７］，具有增效减毒作用［８］；临床上可以减轻白细胞减少

的症状，改善自主神经功能、乏力等症状。本文通过两组临床

对照研究表明，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胃癌，能有

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尤其在减轻因化疗所致的

恶心、呕吐、白细胞下降等不良反应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

对晚期胃癌患者采用化疗联合参芪扶正注射液，中药复方

制剂对化疗具有增效、减毒作用，可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

且通过保护骨髓功能，促进白细胞恢复，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

加化疗抗肿瘤效果；同时通过减轻化疗引起的毒副反应，使患

者化疗依从性更好，提高患者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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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颈动脉狭窄血管内支架成形疗效分析
吴章松，张均，陈生，金平

【摘　要】　目的　分析总结神经内科１９例经皮血管内支架治疗颈动脉狭窄的手术方法、适应症选择和并发症的预防。
方法　均经ＣＴＡ或造影确诊，采用经股动脉入路，应用自膨式支架对颈动脉颅外段狭窄进行治疗。结果　１９例手术１８
例获得成功，颈动脉狭窄得到有效改善，临床缺血症状术后得到明显改善，１８例患者共置入颈动脉支架２０枚、使用保护
伞１８个，其中２例患者分别于左右侧颈内动脉各植入１枚支架。回收的过滤伞中４个发现组织碎片。８例患者出现迷
走反射均在球囊扩张及支架置入后，经对症处理全部缓解。６～３０个月临床中短期随访１２例，平均随访２２个月。１例
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７ｄ后死亡；１例患者出现小卒中；１例患者出现一过性脑缺血发作。随访１２例支架全部开通良
好，未出现再狭窄。随访６～３０个月，未发现明显脑缺血发作，无 Ｂ超发现支架内再狭窄病例。１例手术不成功。结
论　血管内支架成形治疗颅外段颈动脉狭窄是安全、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颈动脉狭窄；支架；血管内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３２０２

　　颈动脉狭窄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之一，随时可能
导致脑梗死，发生偏瘫、语言障碍，可遗留严重后遗症，甚至死

亡。颈动脉狭窄的常见治疗方法：内科药物治疗、颈动脉内膜

剥脱术、颈动脉搭桥术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ａｎｄ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ＣＡ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
神经内科应用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１９例颈动脉狭窄患者，
取得较好疗效，现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１９例，男性１２例，女性７例，年龄
５３～７４（平均６４）岁，其中患有高血压病１６例，糖尿病９例，大
动脉炎病史１例。本组中９例表现为发作性黑朦、语言障碍、
偏瘫等症状，间期未见神经系统阳性体征；１０例患者有脑梗死
病史，遗留有肢体偏瘫、失语等；颈动脉听诊区可及血管杂音７
例；病程１～６个月。
１２　影像检查　１２例患者行彩色超声和多普勒检查，提示９
例有血管狭窄或血液流速增快，其中４例局部测得流速峰值 ＞
１２０ｃｍ／ｓ，最高达３２０ｃｍ／ｓ。３例局部流速正常（＜１２０ｃｍ／ｓ）。
１９例全脑血管造影（ＤＳＡ）提示颈动脉局部节段性狭窄，均 ＞
５０％，其中一侧１４例，双侧５例；１０例检查头颅磁共振弥散成
像（ＭＲＩＤＷＩ）发现有新鲜脑梗死病灶；颈总动脉病变７例，颈
内动脉（颅外段）１２例；颈内、外同时受累５例。有１２例患者血
管狭窄程度＞７５％，另有７例狭窄程度 ＜７５％；同时伴椎动脉
狭窄３例。
１３　患者的选择　入组标准：①近半年内有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ＴＩＡ）者，无明显后遗症卒中患者，脑血管 ＤＳＡ提示责任血
管狭窄程度＞５０％；②无症状，颈动脉狭窄程度 ＞７５％；③无症
状患者，血管狭窄程度 ＜７５％，ＤＳＡ检查提示血管狭窄处存在
不稳定溃疡斑块。排除标准：出凝血时间明显延长及颅内血管

作者单位：２３７００５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吴章松，电子信箱：９８３２３３７６４＠ｑｑ．ｃｏｍ

畸形；颅内肿瘤及未控制的癫痫者；卒中遗留严重后遗症者；严

重心脏疾患；近期有出血性疾病；血管条件不合适者；患者或家

属不同意。

１４　术前处理及手术方法　术前处理：常规检查血常规、血生
化、出凝血时间、胸片、心电图，术前３～５ｄ服用氯吡格雷７５
ｍｇ／ｄ、肠溶阿司匹林 ３００ｍｇ／ｄ；根据脑血管造影结果确定需
ＣＡＳ治疗及选择大小适当支架（均为 Ｃｏｒｄｉｓ，美国）。手术操
作：局麻，采用Ｓｅｌｄｌｉｎｇｅｒ技术穿刺右侧股动脉，置入８Ｆ动脉鞘，
在微导丝指引下，送入Ｆ８导引导管置于病变附近（多在颈椎体
５～６水平），根据狭窄程度和角度选择合适保护伞（Ｃｏｒｄｉｓ美
国），支架释放前全身肝素化，在路图下将保护伞置于同侧颈内

动脉破裂孔水平，沿保护伞的导丝进行支架植入，支架直径略

大于颈总动脉内径，定位准确后，开始释放支架，行颈动脉血管

造影评价支架形态、血管狭窄恢复程度。根据血管实际情况确

定是否行球囊扩张，退出颈动脉保护伞；重复正侧位狭窄段血

管造影观察术后颈动脉扩张情况，复查颅内血管造影了解颅内

段各分支的血管显影情况，拔除动脉鞘给予压迫包扎止血。

１５　术后处理　术后患者在监护病房观察２４～７２ｈ，全面监
测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必要时行头颅 ＣＴ检查，监测心电变
化，血压维持在（１３０～１００）／（８０～７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低分子肝素钙４１００Ｕ皮下注射，２次／ｄ，共３～５
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治疗同前，３个月后改为阿司匹林０．１
ｇ／ｄ维持。

２　结果
　　本组１８病例成功置入颈动脉支架２０枚，其中右侧颈动脉
置入支架１２枚，左侧置入支架８枚，其中２例左右颈动脉均为
症状性狭窄分别置入支架各一枚；１例血管路径迂曲导管未能
到达指定部位。支架置入后复查造影显示１１例患者血管狭窄
处形态、内径基本恢复，７例患者血管残余狭窄率小于２０％，见
图１、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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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魏斌，赵明哲，胡慧仙，等．参芪扶正注射液骨髓保护作用及其机
制［Ｊ］．肿瘤研究与临床，２００５，１７（５）：３４１３４２．

［５］　蔡小平．参芪扶正注射液治疗急性白血病化疗后白细胞减少症临
床观察［Ｊ］．中国中医急症，２０１２，２１（３）：４６３．

［６］　敖曼，连相尧，刘承一，等．参芪扶正注射液对肺癌化疗患者造血
功能和免疫功能的影响［Ｊ］．山东医药，２０１２，５２（３）：６０６１．

［７］　朱霞，韩慧杰．参芪扶正注射液配合化疗治疗中晚期消化道恶性
肿瘤［Ｊ］．医药论坛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２２）：１６１１６２．

［８］　陈南江，张桂萍，杨惠，等．参芪扶正注射液配合化疗治疗中晚期
恶性肿瘤临床观察［Ｊ］．肿瘤防治杂志，２００２，９（３）：３３８３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３０）

·２３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图１　１例狭窄＞７５％患者治疗前、后情况

　
　图２　１例存在不稳定溃疡斑块患者治疗前、后情况

　　术中术后８例出现迷走反射；２例出现头痛、恶心为主要表
现的高灌注综合症；３例出现血管显影粗细不均但无体征的血
管痉挛，经处理恢复。术后随访６～３０个月，所有患者均间隔３
月行颈部血管超声检查一次，其中７例复查血管造影，均未提
示支架术后再狭窄、新发脑梗死及ＴＩＡ发生，１例患者因心肌梗
死死亡。

３　讨论
　　脑梗死所致的致残率、死亡率占全部卒中８０％以上，而颈
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至少占 ２０％ ～
３０％［１］。欧洲颈动脉外科实验协作组（ＥＣＳＴ）观察颈动脉狭
窄＞７０％的患者经正规的内科治疗，３年中有１６．８％同侧中风
发生。北美症状性颈动脉内膜剥离协作组（ＮＡＳＣＥＴ）的研究显
示颈动脉狭窄＞７０％的重度患者２年内缺血性卒中发生率高
达２６％［２］。重度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抗斑块等单纯药物治

疗疗效差，手术和神经介入在治疗颈动脉狭窄所致脑梗死中发

挥重要作用，其疗效是单纯药物无法取代的。

动脉内膜剥脱术（ｃａｒｏｔｉｄ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ＣＥＡ）是重度颈动
脉狭窄的常规治疗方案之一，研究表明ＣＥＡ对重度颈动脉狭窄
患者脑梗死发生率的降低疗效确切，但ＣＥＡ的疗效施术者的技
术水平有密切关系，且有许多不能耐受手术高危患者（如高龄、

心脏病等），ＣＥＡ手术技术要求高，易损伤神经。ＳＡＰＰＨＩＲＥ［３］

实验表明：ＣＥＡ的安全性、有效性方面均不优于 ＣＡＳ。ＣＡＳ适
应症较ＣＥＡ广，因此ＣＡＳ较 ＣＥＡ有更广泛的前景。本组患者
支架置入成功率９４．７％（１８／１９），并发症发生率低、症状轻，心
血管事件发生率低、无颅神经损伤，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

ＷｉｅｓｍａｎｎＭ等［４］对７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进行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颈动脉血管成形术组患者手术后３０ｄ脑卒中发生率
和病死率高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组，但脑神经损伤发生率明显

低于后者，心肌梗死发生率亦低于后者。ＳＡＰＰＨＩＲＥ［５－６］研究
显示采用保护伞 ＣＡＳ的安全性、有效性与 ＣＥＡ相当。
ＳＰＡＣＥ［７］试验是多中心的ＲＣＴ，研究表明ＣＡＳ术后中短期的安
全性、有效性与 ＣＥＡ比较无明显差异。ＥＶＡ３Ｓ［８］试验结果证
实ＣＡＳ、ＣＥＡ治疗颈动脉狭窄中期效果相当。

ＣＡＳ术中及术后都有可能出现并发症：迷走反射、斑块脱

落导致急性脑梗死，血管痉挛及损伤，高灌注综合症及导致脑

出血、斑块脱落、穿刺部位血肿、支架再狭窄等。并发症最常见

的是迷走反射导致的心动过缓、血压下降，病因是颈动脉窦受

球扩或支架置入后的刺激所出现的反应（即迷走神经张力增加

导致心率减低，心搏出量下降，血压下降，甚至出现心脏骤停）。

本组中共有８例发生迷走反射，给予提高心率、升压药物等治
疗后均恢复正常。高灌注综合症多发生于重度颈动脉狭窄患

者，主要因为颈动脉重度狭窄，局部区域长期处于缺血状态，缺

血区域小动脉血管自动调节功能丧失，局部狭窄解除后血流增

加，出现高灌注综合症。本组发生２例，经调整血压，降低颅内
压等治疗后症状消失。血管痉挛是ＣＡＳ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因为血管受到介入材料、造影剂等刺激所致。本组发生３例，
应用尼莫地平后好转。本组１例失败主要由于患者动脉严重
迂曲狭窄，导管无法通过。所有病例在术中均使用脑远端保护

装置，均未发生缺血性卒中，术后冲洗保护装置发现４例有斑
块。随着介入材料的不断改善，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及闭塞

等难题有望解决。

从以上几个大的实验研究结果及本组围手术期、疗效及随

访结果均表明，颅外段颈动脉狭窄的患者ＣＡＳ手术可行、简单、
安全。ＣＡＳ可属二级预防，因此，对重度颈动脉狭窄的患者伴
或不伴ＴＩＡ的治疗，其作用大于已发生卒中的患者，可使部分
患者在脑梗死发生前得到有效治疗。我科开展ＣＡＳ时间短、病
例数少，相信随着ＣＡＳ技术、材料的完善和设备更新，ＣＡＳ将拥
有更美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１］　ＦａｒｉｃｓＰＩ，ＣｈａｃｒＲＡ，ＰａｔｅｌＳ，ｅ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ｒａｎｉ
ａｌ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ｅｔ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０６，４０（３）：１６５１７５．

［２］　凌锋，廖中荣．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学［Ｍ］．南京：江苏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９２１１５．

［３］　ＭａｓｓｏｐＤ，ＤａｖｅＲ，ＭｅｔｚｇｅｒＣ，ｅｔａｌ．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ｗｉｔｈ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ｆｏｒ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ＳＡＰＰＨＩＲＥＷｏｒｗｉｄ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ｆｉｒｓｔ２００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Ｃａｔｈｅｔ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２００９，７３
（２）：１２９１３６．

［４］　ＷｉｅｓｍａｎｎＭ，ＳｃｈｏｐｆＶ，ＪａｎｓｅｎＯ，ｅｔａｌ．Ｓｔ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ｃａｒｏｔｉｄ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ｄａｔａ［Ｊ］．Ｅｕｒ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８，１８（１２）：
２９５６２９６６．

［５］　ＭｕｒａｄＭＨ，ＦｌｙｎｎＤＮ，ＥｌａｍｉｎＭＢ，ｅｔａｌ．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ｖｓ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４８（２）：４８７４９３．

［６］　ＲｏｕｂｉｎＧＳ，ＩｙｅｒＳ，ＨａｌｋｉｎＡ，ｅｔａｌ．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
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１３（１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７］　ＳＰＡＣ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ＲｉｎｇｌｅｂＲＡ，Ａ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Ｊ，ｅｔａｌ．３０ｄａｙｒｅ
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ｔｒｉａｌｏｆｓｔ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ｖｅｒｓｕｓｃａｒｏｔ
ｉｄ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６，３６８（９５４３）：１２３９１２４７．

［８］　ＥＶＡ３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ｖｓ．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ｅｖｅｒｅＣａｒｏｔｉｄ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ＥＶＡ３Ｓ）ｔｒｉａｌ［Ｊ］．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２００４，１８（１）：６２２６５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３３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全科临床研究·

腺样体切除联合鼓膜置管治疗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疗效观察
王玮，李兆龙

【摘　要】　目的　观察鼻内镜下腺样体切除联合鼓膜置管术治疗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７３例分泌
性中耳炎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鼻内镜下腺样体切除联合鼓膜置管术治疗，对照组仅采用药物治

疗。治疗结束３个月后观察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并发症以及观察组患儿各频率听阈变化情况。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
率（９１．７％）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９．４％，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１１．１％）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６．８％，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儿治疗后各频率听阈较治疗前均明显上升（Ｐ＜０．０５）。结论　鼻内镜下腺样体切除联合鼓膜置管术治
疗儿童分泌性中耳炎疗效理想，并发症少，可显著改善患儿听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分泌性中耳炎；腺样体切除术；鼻内镜术；鼓膜置管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６４．２１　Ｒ７６４．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３４０２

　　分泌性中耳炎（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ｏｔｉｔｉｓｍｅｄｉａ，ＳＯＭ）是儿童常见多
发性疾病，主要表现为鼓室大量积液和传导性耳聋等［１］。如未

及时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则会严重影响儿童言语和智力发育

等情况［２］。鼓膜置管术是治疗儿童 ＳＯＭ的外科常用措施，且
由于大部分儿童有腺样体肥大表现，可显著性压迫或接近咽鼓

管咽口导致咽鼓管功能出现明显障碍。故本院采用鼻内镜下

腺样体切除联合鼓膜置管术治疗儿童 ＳＯＭ，临床疗效较为理
想，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７３例ＳＯＭ患儿均为本院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０１２
年１月期间住院或门诊治疗儿童，经影像学及鼻内镜等方法检
查，腺样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肥大。上述患儿随机分为两组，

观察组（３８例，７２耳）：男２１例，女１７例，平均年龄为（７．４±
３．２）岁，病程０．５～１．０年；对照组（３５例，６８耳）：男２０例，女
１５例，平均年龄为（７．２±３．５）岁，病程０．７～１．５年。两组患儿
在年龄、性别、病程及腺样体肥大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儿采用鼻内镜下腺样体切除联合鼓
膜置管术治疗，３０°鼻内镜配置高亮度冷光源和摄录系统，在监
视器下使用电动吸割器对肥大腺样体进行切除操作。采用经

静脉复合麻醉方式麻醉患儿，完全暴露口腔和咽喉等部位，３０°
鼻内镜经口仔细辨认腺样体及其附近组织的解剖位置，直视条

件下用电动吸割器切除患儿的肥大腺样体［３］。待腺样体完全

切除干净以后，使用耳内镜在鼓膜前下方位置切开鼓膜，将鼓

室内的胶胶冻状积液完全吸取干净，放置“Ｔ”型导管引流［４］。

术后常规使用抗生素治疗７ｄ。对照组患儿仅采用抗生素、糖
皮质激素及缓解充血血管等药物进行治疗。两组患儿随访时

间均为３个月，观察和比较临床疗效、并发症以及观察组各频
率听阈变化情况。

１３　疗效判断　显效：患儿耳部不适症状完全消失，咽鼓管处
于通畅状态，听力明显提高至健耳水平；有效：患儿耳部不适症

状明显减轻，捏鼻鼓气时耳内有胀感，骨膜色泽恢复至正常状

况，且活动明显改善，听力虽然有所提高但仍达不到健耳水平；

无效：患儿仍有自觉不适症状，骨膜活动状况欠佳，治疗前后听

力比较无显著性改善［５］。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
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１．７％）明显高于对照

作者单位：４３２１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
通讯作者：李兆龙，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ｗｅｉｘｇｚｘｙｙ＠１２６．ｃｏｍ

组（７９．４％），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分泌性中耳炎患儿疗效比较

组别 耳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７２ ４６ ２０ ６ ９１．７％（６６／７２）＃

对照组 ６８ ３１ ２３ １４ ７９．４％（５４／６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１１．１％）明
显低于对照组（３６．８％），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分泌性中耳炎患儿并发症比较

组别　 耳数 化脓性中耳炎 鼓膜穿孔 听力下降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７２ ３ １ ４ １１．１％（８／７２）＃

对照组 ６８ １０ ３ １２ ３６．８％（２５／６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患儿治疗前后各频率听阈变化比较　观察组患儿
治疗后各频率听阈较治疗前均明显上升（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分泌性中耳炎患儿治疗前后各频率听阈变化比较（ｄＢ）

时间 耳数 ２５０Ｈｚ ５００Ｈｚ １０００Ｈｚ

治疗前 ７２ ３４．２±１０．１ ３４．７±１２．２ ３７．６±１４．４
治疗后 ７２ １９．５±８．２＃ １９．９±５．４＃ ２３．１±９．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近些年较多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腺样体肥大程度的加重，
ＳＯＭ发病率明显出现增高趋势，两者呈正相关性关系［６］。儿童

腺样体肥大导致 ＳＯＭ发生有以下多种原因［７］：①咽鼓管被肥
大腺样体压迫而出现严重阻塞，造成鼓室负压状态而导致黏膜

渗液现象；②肥大腺样体有多条深纵槽，细菌极易存留在其中，
感染可反复发生，使得咽鼓管出现逆行性感染；③肥大腺样体
表面上的纤毛上皮可明显转化成为鳞状上皮和纤维结缔组织，

明显抑制咽鼓管和中耳等部位的纤毛排送系统功能，最终阻碍

液体引流［８］；④腺样体免疫系统功能发生异常，炎症介质因子
明显增多，进而增加血管通透性，导致咽鼓管和中耳黏膜组织

水肿现象；⑤鼻咽部通气功能障碍诱发咽鼓管逆流现象产生，
严重破坏咽鼓管的生理功能。因此本研究采用鼻内镜下腺样

体切除联合鼓膜置管术治疗ＳＯＭ，这样可以有效清除鼻咽部慢
性病灶，改善咽鼓管功能作用，最终促进中耳炎迅速恢复并减

少疾病的复发率。

在鼓膜置管术治疗基础上加用鼻内镜下腺样体切除具有

较多的治疗优点［９］：①经鼻内镜直视下进行手术操作，可清除
显示患儿鼻腔内部组织的解剖位置，明显降低手术操作的风险

性，避免因腺样体未彻底切除而导致疾病复发的可能性；②手
术过程中可有效进行止血，操作简单方便；④对患儿咽鼓管咽
口和鼻腔等组织结构起到明显的保护作用，减少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几率；⑤手术创伤程度较轻，患儿术后恢复速度较快，不会

·４３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全科临床研究·

超早期与早期小骨窗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比较
褚光

【摘　要】　目的　通过比较超早期与早期小骨窗手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预后转归，分析超早期手术的作用与临
床意义。方法　选取神经外科治疗的６８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手术治疗时间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
察组均在发病６ｈ内进行手术，对照组手术时间为发病后７～７２ｈ，比较两组患者住院期间的转归，术后并发症，并随访
半年，比较神经系统功能的恢复情况。结果　观察组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如再次出血，肺部感染以及消化道出血与对照
组差异不明显，且两组患者住院期间的转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随访，第１个月ＧＯＳ评分分级提示观察
组神经功能的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随访半年，对照组中２例持续植物生存患者死亡，观察组未出现死亡病
例，ＡＤＬ分级显示观察组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更好。结论　超早期与早期手术近期效果相似，但超早期手术有利于患
者术后神经功能的恢复，可提高远期生存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超早期；早期；高血压；脑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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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脑出血为比较常见的临床急症之一，占脑血管疾病
的１／３左右，病死率为脑血管疾病首位。随着微创治疗的开展
以及对该病继发性病理改变的深入了解，如出血部位、出血量、

手术时机及方式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尤其是手术时机的选

择，对于降低血肿对正常脑组织损伤，解除局部压迫，提高患者

术后神经功能的恢复，降低病死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

义［１－２］。本次研究通过比较超早期与早期小骨窗手术治疗高

血压脑出血患者的预后转归，分析超早期手术的作用于临床意

义，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２年１月在我科手术
治疗的６８例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年龄范围
为４１～７３岁，平均（５８．３±１２．７）岁。所有患者入院时血压明
显升高，既往均有高血压病史，入院均为急性发病，以剧烈头

痛、偏瘫、失语、呕吐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伴有不同程度的意识

障碍。所有患者均完善影像学检查，包括 ＣＴ、ＭＲＩ等，出血量
的计算依据多田公式，基底节出血４６例，脑叶出血为２２例。按
照手术时间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３２例患者均在发病６
ｈ内进行手术，对照组３６例患者手术时间为发病后７～７２ｈ。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全麻下手术，依据 ＣＴ片提示，
骨窗中心取距皮层最近、血肿量最大的层面，并避开重要的血

管及功能区，做６ｃｍ的“Ｕ”型切口。乳头撑开器对撑开切口，

作者单位：２３３５００安徽省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颅骨钻孔并锯开形成大小约３．０ｃｍ×３．０ｃｍ的骨窗，十字切开
硬脑膜。根据血肿位置经颞中回或者颞上回选择手术入路，于

血肿边缘小心分开皮层，电凝与吸引交替进行，由浅入深清除

血肿，从中心至周围，并向各方向彻底探查。双极电凝选择低

电流，及时止血，并用生理盐水反复清洗，视情况放置引流管，

常规关颅。术后密切观察生命体征，甘露醇脱水，合理使用抗

生素防止术后感染，应用血管活性药物等对症处理。

１３　评价标准　所有患者均随访６个月，采用ＧＯＳ（ＧＣＳ预后
评分）量表，在术后１个月评定近期疗效。优为５分，术后可正
常生活，恢复良好，有轻度神经障碍；良为４分，术后中度病残，
生活可自理；中为３分，术后重度病残，虽然意识清楚但生活不
能自理；差为２分，术后为植物生存状态。采用ＡＤＬ图（日常生
活能力）分级法在治疗后６个月进行远期疗效的评定，Ⅰ级为
日常生活基本正常，无明显症状及体征；Ⅱ级为部分功能缺损，
但日常生活可自理；Ⅲ级为部分日常生活需他人帮助完成，不
能完全自理；Ⅳ级为意识清楚，但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Ⅴ级
为植物生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平均年
龄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分析，神经功能分级等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经比较发现，两组患者
在性别组成、平均年龄、颅内出血量、治疗前ＧＣＳ评分以及出血

产生较大的痛苦感［１０－１１］。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

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儿治疗后各频率听阈较治疗前均明显上

升。这与切除肥大腺样体后，明显缩短中耳积液时间，降低

ＳＯＭ感染和复发几率等有密切关系。由此可知，鼻内镜下腺样
体切除联合鼓膜置管术治疗儿童 ＳＯＭ疗效理想，并发症少，可
显著改善患儿听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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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 表１。
表１　两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组别 ｎ 平均年龄（岁） 性别（男／女）
出血量（ｍｌ）
３０～５０ ５０～７０

ＧＣＳ评分
３～８ ９～１２ １３～１５

出血部位

基底节 脑叶

脑室外引流

（是／否）
观察组 ３２ ５７．２±１３．２ １７／１５ ２７ ５ １７ ８ ７ ２１ １１ ８／２４
对照组 ３６ ５９．３±１２．４ １９／１７ ２９ ７ １８ １０ ８ ２５ １１ １０／２６
Ｐ值 ０．５６８ ０．６２４ ０．５６９ ０．５３６ ０．７３８ ０．９３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的比较　见表２。观察组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住院期
间观察组存活２９例，死亡３例，对照组存活３２例，死亡４例，两
组患者住院期间的转归无显著性差异，提示超早期与早期手术

近期效果相似。术后随访，第１个月ＧＯＳ评分分级提示观察组

神经功能的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随访半年，对照组
中２例持续植物生存患者死亡，观察组未出现死亡病例，ＡＤＬ
分级显示观察组中仅２例患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对照组为７
例，进一步说明超早期神经功能的恢复更好。

表２　两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情况的比较

组别 ｎ
术后并发症

再次出血 肺部感染 消化道出血

住院期间转归

（存活／死亡）
１个月ＧＯＳ评分

优 良 中 差

６个月ＡＤＬ分级
Ⅰ Ⅱ Ⅲ Ⅳ Ⅴ

观察组 ３２ ４ ５ ２ ２９／３ ９ １０ ８ ２ ９ １０ ８ ２ ０
对照组 ３６ ４ ６ ３ ３２／４ ４ ６ １９ ３ ４ ６ １３ ７ ０
Ｐ值 ０．５９７ ０．６１１ ０．６２７ ０．６９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３　讨论
　　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病死率较高，随着医学的发展，提高
生存率的同时，如何提高术后生活质量也日益受到临床学者的

重视。我们认为，高血压脑出血的治疗关键在于尽早清除脑内

血肿，以降低血肿扩大，避免神经功能再度受损。高血压脑出

血的病理损害主要包括两方面，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以及继发

神经功能受损，血肿引起的细胞分解并释放各种细胞因子是继

发性损伤、引起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３］。有学者提出超早

期手术治疗脑出血，其目的在于尽快清除血肿，防止活动性出

血扩大并通过降低颅内压解除脑组织的压迫，减轻继发性神经

功能损伤［４－５］。但也有学者［６］认为发病７ｈ以内即行手术治疗
短期内再出血发生率高，建议在脑出血后的７～２４ｈ进行手术
治疗。有学者［７］发现出血后４ｈ内血肿清除术后再出血概率高
达３６％，３～６ｄ进行手术的再出血率降至１．６％，且２４ｈ内手
术的病死率为３４％，而４８ｈ后手术者为３％。

本次研究中超早期与早期手术患者的术后再出血等并发

症差异不明显，可能与研究例数较少，以及出血量、病情严重程

度有关。另外，再次出血等并发症与术中及术后的处理有关，

显微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止血的精确性，而且我们在术后严

格控制患者的血压，保持其在稳定范围，使用钙离子拮抗剂预

防血管痉挛，控制术后水肿，药物及早期进食保护胃黏膜，预防

消化道出血，必要时气管切开避免肺部感染。本次研究中超早

期手术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与其他学者研究相

符［８］。

我们认为，超早期手术相对于早期手术的优势在于：①脑
组织受到血肿的直接作用，受影响的局部神经功能障碍。随着

时间延长，血肿周围组织水肿和缺血引起继发性损害，例如血

脑屏障破坏引起血管源性水肿，血肿内血浆成分和细胞裂解产

物刺激周围脑组织，引起细胞毒性水肿。②脑出血２０～３０ｍｉｎ
即可形成颅内血肿，常于１～２ｈ内达到出血的高峰，３～６ｈ内
血肿周围出现水肿，６ｈ后部分脑组织出现坏死并逐渐加重。
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示，减轻继发性神经细胞损害的

最佳时间为血肿形成的６ｈ内，为患者神经功能的后期恢复创
造机会。马连柱［９］认为，脑出血血肿本身与继发脑水肿引起局

部凝血酶、血红蛋白等物质升高，周围脑组织的损害随出血时

间延长而加重。③有利于避免血肿进一步扩大，直接损伤脑组
织。④手术中我们也发现，超早期手术的患者脑水肿症状较
轻，脑压不会太高，手术操作更为方便。ＥｌｌｉｏｔｔＪ等［１０］学者临床

比较２４ｈ以内与２４ｈ后实施血肿抽吸术的患者转归，发现２４ｈ
以内手术的患者疗效明显优于超过２４ｈ患者，术后３周完全康

复和生活自理能力差异显著。本次随访中也发现，术后第１个
月ＧＯＳ评分提示观察组神经功能的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随访
半年，对照组中２例持续植物生存患者死亡，观察组未出现死亡
病例，而且ＡＤＬ分级显示观察组中仅２例患者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对照组为７例，进一步说明超早期神经功能的恢复更好。

超早期手术治疗应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例如出血部位、出

血量、患者的临床表现等均应纳入考虑范围，例如出血部位表

浅，如皮质下、小脑、壳核等部位的出血，应优先考虑手术治疗，

发病后短期内意识障碍明显加重，或者功能损失呈进行性，则

应及时手术治疗，最大限度地减少血肿周围组织的继发损伤，

血肿清除越早，压迫时间越短，继发性损害越小，神经功能的恢

复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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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 ＡＢＣＤ２评分与 ＴＮＦα的关系探讨
李艳如

【摘　要】　目的　探讨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ｔｔａｃｋ，ＴＩＡ）患者 ＡＢＣＤ２评分与血清 ＴＮＦα的关系。方
法　按照ＡＢＣＤ２评分将１５０例ＴＩＡ患者划分为低危（０～３分）、中危（４～５分）和高危（６～７分）三组，并比较各组患者
血清ＴＮＦα平均水平的差异。结果　三组ＴＮＦα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ＣＤ２评分法＋ＴＮＦα和ＡＢ
ＣＤ２评分法的曲线下面积（９５％ＣＩ）分别为０．７５３（０．６６１－０．８６９）和０．６４６（０．６０４－０．７０５）（Ｐ＜０．０５）。结论　ＴＩＡ患者
ＡＢＣＤ２评分与ＴＮＦα正相关，ＡＢＣＤ２评分法＋ＴＮＦα的临床价值高于单纯ＡＢＣＤ２评分法。
【关键词】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血清ＴＮＦα；ＡＢＣＤ２评分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３７０２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ｔｔａｃｔ，ＴＩＡ）是临床常
见的缺血性脑血管病变，需要与轻微脑中风（ｍｉｎｏｒ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ＭＩＳ）加以区别。最近研究显示［１］，约４．０３％％的ＴＩＡ患
者在９０ｄ内发生脑梗死，其中大约 ５０％发生在 ２ｄ之内。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等［２］的 ＡＢＣＤ２评分可用于预测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危
险程度。近年研究［３］表明血清 ＴＮＦα水平升高是心脑血管疾
病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关于ＡＢＣＤ２评分与ＴＮＦα相关性
研究较少。本研究除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初步分析，并探讨联

合应用两者的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间在急诊科诊治
的１５０例ＴＩＡ患者，其中男性 ８８例，女性 ６２例，年龄 ４１～８８
（６４±１１）岁。所有ＴＩＡ患者均符合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卒中协
会（ＡＨＡ／ＡＳＡ）提出ＴＩＡ的最新定义［４］。

１２　ＡＢＣＤ２评分法　按照 ＡＢＣＤ２评分方法对 ＴＩＡ患者进行
评分。该评分方法由年龄、血压、临床特征、症状持续时间和糖

尿病５项内容组成，简称 ＡＢＣＤ２评分法。具体的评分标准为：
①年龄≥６０岁为 １分；②收缩压 ＞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
０．１３３ｋＰａ）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为１分；③单侧肢体无力

为２分，不伴肢体无力的言语障碍为１分，其它症状为０分；④
症状持续≥６０ｍｉｎ为２分，１０～５９ｍｉｎ为１分，＜１０ｍｉｎ为０
分；⑤糖尿病患者１分。总分为７分［２］。１５０例入院 ＴＩＡ患者
均按ＡＢＣＤ２评分方法进行评分，并根据 ＡＢＣＤ２评分将其分为
低危组（０～３分）、中危组（４～５分）和高危组（６～７分）。
１３　ＴＮＦα检测　血清 ＴＮＦα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操
作步骤按试剂盒（美国ＧｅｎｅＭａｙ公司）说明书进行，检测灵敏度
为７．８ｐｇ／Ｌ，批内差异＜６．５％，批间差异＜７．１％。
１４　脑梗死的评估方法　终点事件观察从发病起始至第 ７
天。脑梗死的诊断参照文献［５］。ＴＩＡ进展为脑梗死的患者均
具有典型的临床体征并经头颅ＣＴ／ＭＲＩ证实。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组间分析用 ｔ检验，评分
法的临床价值比较应用ＲＯＣ曲线。

２　结果
２１　三组 ＴＩＡ患者的一般资料　见表１。表１表明患者 ＡＢ
ＣＤ２危险分层与血清 ＴＮＦα水平的关系为低、中、高危三组中
ＴＮＦα水平逐渐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三组ＴＩＡ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ｎ 年龄（岁）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症状持续时间（ｍｉｎ） 肢体无力（ｎ，％） 语言障碍（ｎ，％） 视力障碍（ｎ，％）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高危 ３０ ６５±１１ １４５±１０ ８９±９ ５４±２１ ２６（８６．７） １７（５６．７） １５（５０．０） ２．０７±０．４１
中危 ５６ ６２±１０ １３８±１１ ８２±７ ３５±１１ ２２（３９．３） １３（２３．１） １５（２６．８） １．３５±０．３４
低危 ６４ ５９±１１ １３２±１２ ７９±８ ２４±１０ １４（２１．９） ８（１２．５） ９（１４．１） ０．８６±０．３２

２２　ＡＢＣＤ２评分法和 ＴＮＦα结合与单独 ＡＢＣＤ２评分法比
较　ＡＢＣＤ２评分法结合ＴＮＦα与单独ＡＢＣＤ２评分法的曲线下
面积（９５％ＣＩ）分别为０．７５３（０．６６１－０．８６９）和０．６４６（０．６０４－
０．７０５）（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ｔｔａｃｔ，ＴＩＡ）是脑卒中
的早期表现，可进展为脑梗死或出血性病变，４％ ～１０％的病例
可在发病１周内发生脑卒中，约８％～１２％的病例在３个月内发
生脑卒中。为此，早期评估和及时治疗对于 ＴＩＡ患者的预后有
重要影响。ＴＩＡ的危险分层常用ＡＢＣＤ评分系统（ＡＢＣＤ和ＡＢ
ＣＤ２），而使用最广泛且有良好预测卒中危险的是 ＡＢＣＤ２。但
是，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改进逐渐发现ＡＢＣＤ２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单独的应用ＡＢＣＤ２进行分层时有可能会使１周内的部分脑
卒中遗漏，对脑和血管病变未充分考虑，有危险分层偏移现象。

在ＡＢＣＤ２评分基础上增加发作频率（ＡＢＣＤ３）或影像学检查
（ＡＢＣＤ３Ｉ），能更有效地评估 ＴＩＡ患者的早期脑卒中。根据本
研究结果结合先前的文献资料，提示对于 ＴＩＡ患者除了早期进
行危险分层外（如 ＡＢＣＤ２评估），及时的脑和血管病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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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评估（ＣＴ或 ＭＲＩ）是必要的。随着 ＡＢＣＤ２评分的增高，
ＴＩＡ患者在发病后１周内进展为脑梗死的危险也随之上升［２，６］。

ＴＮＦα是重要的细胞因子，能介导多种细胞炎症介质的产
生，同时也参与脑卒中的病理生理过程［５，７］，通过对血管内皮细

胞活性的激活调节血管炎症病理生理过程［８－１０］。本研究显示，

低、中、高危患者血浆ＴＮＦα含量呈逐渐上升趋势，这与脑组织
和脑血管的损伤轻或重是一致的，这与文献的报道结果基本一

致［９－１０］。

本研究观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ｔｔａｃｋ，
ＴＩＡ）患者ＡＢＣＤ２评分与血清ＴＮＦα的关系，结果表明，低、中、
高危三组中ＴＮＦα水平逐渐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ＢＣＤ２评分法＋ＴＮＦα和 ＡＢＣＤ２评分法的曲线下面积
（９５％ＣＩ）分别为０．７５３（０．６６１０．８６９）和０．６４６（０．６０４０．７０５）
（Ｐ＜０．０５）。结果提示，ＴＩＡ患者发生中风的危险性与 ＡＢＣＤ２
评分和血清ＴＮＦα正相关，二者联合可以更准确地评估 ＴＩＡ的
预后，优于单独的ＡＢＣＤ２评分法。

综上所述，ＴＩＡ患者血清ＴＮＦα水平与ＡＢＣＤ２评分的危险
分层呈正相关。联合应用血清 ＴＮＦα水平和 ＡＢＣＤ２评分有助
于对ＴＩＡ进行更为合理的危险分层，为临床提供更为准确的判
断和处理方案，其重复性和可操作性强，基层 （下转第７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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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脂联素和胎盘生长因子的表达及相关性研究
韦敬锡，李妹燕，蒋柳艳

【摘　要】　目的　探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血清中脂联素和胎盘生长因子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测定血脂联素及血清胎盘生长因子的表达水平。结果　
血清脂联素随病情的加重逐渐降低，且血清脂联素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各组之间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血清胎盘生长因子在对照组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各组中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随着病情的发展，血
清胎盘生长因子在各组间的表达有所不同：妊娠期高血压组与子痫前期轻度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病情的
加重血胎盘生长因子表达逐渐降低，妊娠期高血压组与子痫前期重度组、子痫前期轻度组与子痫前期重度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血清脂联素及血清胎盘生长因子的表达均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
轻重呈负相关。结论　血清脂联素和胎盘生长因子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防治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意义。

【关键词】　妊娠期高血压；血清脂联素；胎盘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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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ＨＤＣＰ）是妊娠特有的疾病，是导致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
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病因及发病机理仍不完全清楚。研究表明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病与胎盘有着密切的关系［１］，且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存在明显的脂质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动脉粥样

硬化和内皮细胞功能障碍［２－５］及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反应异

常［４，６］。胎盘生长因子及其受体异常所造成的胎盘浅着床和内

皮细胞损伤是引起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关键因素。而脂联素

具有增强胰岛素敏感性、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抗炎、抗动脉粥样

硬化等作用，目前为研究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病机制的重要指

标之一。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血清脂联素和胎盘生长因子在妊

娠期高血压患者中的表达情况及其相关性，以探讨血清脂联素

和胎盘生长因子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院产科
住院的妊娠期高血压病患者８１例作为观察组，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的诊断及分类标准参照《妇产科学》第７版［７］，常规记录孕

妇的年龄、孕周、体质量、身高，计算体质量指数［ＢＭＩ＝体质量
（ｋｇ）／身高２（ｍ２）］。其中妊娠期高血压２７例、子痫前期轻度
２７例、子痫前期重度２７例，年龄２２～３５岁，平均年龄（２８．３２±
１．２２）岁，平均孕龄（３７．９２±２．１２）周；选择同期住院的正常妊
娠妇女２７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２～３３岁，平均年龄（２８．９０±
１．７８）岁，平均孕龄（３８．８４±２．０３）周。两组产妇均为初产妇，
均无原发性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糖尿病，慢性

肾炎，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病史，孕期无特殊用药史，孕妇年龄、

孕周、体质量、身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检测方法　于分娩当日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５ｍｌ注入
玻璃试管中，室温静置３０ｍｉｎ，待血液凝固后，室温下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置于－８０℃冰箱保存。待标本收集
完毕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
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同批测定血脂联素及血清胎盘生长因子的浓度，
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数据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分析软件，两组结果比较采用 ｔ检验。相
关性分析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

２　结果
２１　脂联素在各组妊娠期血清中表达的比较　详见表１。结
果显示，血清脂联素随病情的加重逐渐降低，对照组与各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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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血清脂联素在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各组之间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脂联素在各组妊娠期血清中表达情况

组别 ｎ 脂联素（μｇ／ｍｌ）
对照组 ２７ １４．３３±３．０９
妊娠期高血压组 ２７ １０．８７±２．３２
子痫前期轻度 ２７ ８．５７±２．４１
子痫前期重度 ２７ ６．７４±１．９３

２２　胎盘生长因子在各组妊娠期血清中的表达　详见表２。
结果表明，血清胎盘生长因子在对照组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各

组中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病情的发展，血清胎盘生长

因子在各组间的表达有所不同：妊娠期高血压组与子痫前期轻

度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病情的加重血胎盘生长
因子表达逐渐降低，妊娠期高血压组与子痫前期重度组、子痫

前期轻度组与子痫前期重度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２　胎盘生长因子在各组妊娠期血清中的表达

组别 ｎ 胎盘生长因子（ｎｇ／Ｌ）
对照组 ２７ ９７．５３±５．４６
妊娠期高血压组 ２７ ４８．６７±５．２４
子痫前期轻度 ２７ ４７．３５±５．１３
子痫前期重度 ２７ ３９．１２±４．４９

２３　妊娠血清脂联素与血清胎盘生长因子的相关性　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患者血清脂联素的表达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

轻重呈负相关（ｒｓ＝－０．７５４，Ｐ＜０．０５）；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
者血清胎盘生长因子表达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情轻重呈负

相关（ｒｓ＝－０．８１６，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脂联素与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关系　脂联素（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ＡＰＮ）作为一种新发现的脂源性细胞因子，参与调节内皮细胞
炎症反应、糖脂代谢和内皮细胞功能的病理生理过程，与炎症

反应、胰岛素抵抗和动脉粥样硬化等均有密切关系。现已公认

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功能改变在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中起

重要作用。ＷｏｌｆＭ等［８］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也参与了子痫前

期的发病，脂联素具有调节胰岛素和糖代谢、抗炎及抗动脉粥

样硬化从而减轻血管内皮损伤的作用。因此，推测脂联素通过

某种途径参与了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研究证实［９］，脂联素水

平的下降程度，与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升高严重程度有一

定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患（下转第８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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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单侧微创治疗４１例腰椎退行性变疗效分析
张昊，张弦，陈少初，菅新民，周建华，卢学有，胡亚威

【摘　要】　目的　探讨采用单侧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内固定治疗腰椎退行性变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提供参
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深圳市龙华人民医院自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７月收治的腰椎退变性患者４１例。所有患者给
予单侧微创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加单枚融合器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治疗，观察术前术后 ＪＯＡ评分、视觉模拟评分
（ＶＡＳ）及直腿抬高的变化；出院后进行跟踪随访，采用ＭａｃＮａｂ法进行疗效评定。结果　４１例腰椎退行变性的患者术前
术后ＪＯＡ、ＶＡＳ评分和直腿抬高试验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１例腰椎退行性变的患者出院后分别于
３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进行随访，对三组的ＭａｃＮａｂ评分进行统计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单
侧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内固定治疗腰椎退行性变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腰椎退行性变；单侧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内固定术；疗效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１．５３３　Ｒ６８７．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３９０２

　　腰椎退行性变主要是一种随年龄改变的一种生理过程。
目前，治疗腰椎退行性病变的常规术式应用椎弓根螺钉固定行

腰椎后路植骨融合术，有资料显示，脊柱融合固定后邻近节段

有出现退变加速的现象［１］。因此，探讨更为合理而有效的术式

治疗腰椎退行性疾病是脊椎外科医生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２］。

本研究旨在观察单侧微创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加单枚融合器经

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治疗腰椎退行性变的疗效，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自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７月收治
的腰椎退变性患者４１例。其中，男性２６例，女性１５例，年龄在
４１～７９岁之间，平均为（６５．３±８．２）岁，病史３～１２年之间，患
者主要临床症状为不同程度的腰背痛及单侧下肢疼痛、麻木，

保守治疗疗效不佳，且均经过至少６个月的保守治疗无效；其
中Ｌ４～５椎体２２例，Ｌ５～Ｓ１椎体占１０例，Ｌ２～３椎体占９例。所有
患者均经ＣＴ或ＭＲＩ检查确诊。手术禁忌症包括重度的骨质疏
松症、急性感染、出血性疾病、恶性肿瘤、Ⅱ度以上腰椎退行性
滑脱及一般情况差不能耐受等。

１２　手术方法　具体操作步骤：气管插管全麻，俯卧位，Ｃ型臂
Ｘ线机定位对应病变椎节及标记椎弓根。在髂后上棘取适量
松质骨备用。后外侧入路，采用可扩张管微创系统，显露椎板

及上下关节突，植入单侧椎弓根螺钉，经 Ｃ臂机透视证实螺钉
位置正确，暴露前方椎间隙，用椎间撑开器撑开椎间隙，取合适

大小的单枚融合器，将融合器与矢状面呈３０°～４５°植入椎间
隙，透视确定位置合适后，最后安装连接杆，然后行单侧椎弓根

螺钉固定。冲洗手术切口，放置引流管，彻底止血后逐层缝合。

术后给予预防感染及对症处理。术后３个月内避免弯腰活动，
３个月后恢复正常活动。术后３个月、６个月、１年定期复查，对
患者进行影像学评估和临床疗效客观评价［３］。

１３　疗效评价　所有病例手术前、后及最后随访时均进行
ＪＯＡ（日本骨科学会）评分和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评分）。ＪＯＡ
评分范围０～２９，分值越高，疗效越好。腰背部疼痛和下肢疼痛
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评分）：评分范围０～１０分，分值
越高，疼痛症状越明显。

ＭａｃＮａｂ法评定标准：优：临床症状消失，恢复正常工作和
活动；良：偶有疼痛，能做轻工作；可：疼痛症状有所改善，但仍

疼痛，不能工作；差：有神经受压表现，须进一步手术［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两样本均数的比较用ｔ检验，两样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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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采用χ２比较。

２　结果
２１　术前术后 ＶＡＳ评分及直腿抬高试验的对比　如表１所
示，４１例腰椎退行变性的患者术前术后 ＪＯＡ、ＶＡＳ评分和直腿
抬高试验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４１例腰椎退行变性的患者术前术后ＪＯＡ、ＶＡＳ评分及直腿抬高试验的对比（ｘ±ｓ）

时间 ＪＯＡ评分 ＶＡＳ评分 直腿抬高试验（°）

术前 １７．２±２．１ ７．３±１．２ ４０．５±４．４
术后３个月 ２３．１±３．２ ３．２±０．９ ５４．８±５．８

术后１年 ２７．５±３．６＃ ２．３±０．７＃ ７５．２±６．３＃

　　注：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术后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术后ＭａｃＮａｂ评分的变化　如表２所示，４１例腰椎退行性
变的患者出院后分别于３月、６月及１２月进行随访，对三组的
ＭａｃＮａｂ评分进行统计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４１例腰椎退行性变的患者术后ＭａｃＮａｂ评分的变化（（例数）

时间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术后３个月 １５ ９ １０ ７ ５８．５３
术后６个月 ２０ １３ ５ ３ ８０．４９

术后１２个月 ２５ １４ ２ ０ ９５．１２＃

　　注：与术后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对于需要手术治疗的腰椎退行性变患者，传统的开放手术
需要广泛剥离椎旁肌肉和周围软组织，是引起术后腰部慢性腰

痛的重要原因。采用单侧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内固

定治疗腰椎退行性变，由于具有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痛苦小等

优点，近几年来发展迅速［５－６］。

研究表明，单侧椎弓根与融合器相结合，可以恢复椎间高

度，固定失稳的椎间关节，并分担脊柱前中柱的载荷。脊柱需

要内源性（韧带和椎间盘）和外源性（肌肉）支持，剥去肌肉的

整个腰椎则很不稳定，肌肉对维持完整脊柱的稳定状态起十分

重要的作用。另外，采用单侧椎弓根螺钉，通过单侧椎间孔进

入椎间隙可以保护了前纵韧带和大部分后纵韧带，保留了对侧

椎板和小关节，增加了稳定性。而且保留了棘突和棘间韧带，

能保持腰椎后部张力带结构，提高患者的康复能力，缩短康复

时间［７－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４１例腰椎退行变性的患者术前术后
ＪＯＡ、ＶＡＳ评分和直腿抬高试验进行比较，ＪＯＡ评分由术前的
１７．２±２．１，１年后提高到２７．５±３．６，ＶＡＳ评分由７．３±１．２降
至２．３±０．７，直腿抬高试验由４０．５±４．４提高到７５．２±６．３，提
示手术疗效显著。本研究进一步对患者的预后进行随访，Ｍａｃ
Ｎａｂ评分的优良率由术后 ３月的 ５８．５３％提高到术后 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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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１２％，进一步说明了采用单侧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
合内固定治疗腰椎退行性变的临床效果显著。与国内外相关

研究结果一致［９－１０］。

综上所述，在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的情况下，采用单侧微

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内固定治疗腰椎退行性变，充分显

示微创手术的优势，是治疗腰椎退行性变有效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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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大、溶解。ＡＣＭ主要临床表现为心力衰竭和心律失
常。有报道［８］各种心肌病（无论病因如何），在疾病发

展过程中均存在心室重构，心室重构是导致心衰的主

要因素。目前对心肌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肌细胞的

损害，表现为细胞膜的完整性和细胞器的破坏，细胞内

钙离子内稳态的破坏，心肌收缩蛋白的变性等。有动

物实验结果表明酒精损害心肌早期并未发现心肌细胞

肥大、变性、坏死，提示此时的胶原增生并非修复性纤

维化，而属于反应性纤维化范畴。随着心肌内胶原含

量增加，心室顺应性下降，舒张功能受损，符合人们对

早期心肌病患者和长期酗酒者心功能观察的结果。

研究表明酒精性心肌病使多种内源性神经分泌与

细胞因子激活，加重心肌损伤、心功能下降和血流动力

学紊乱，这又可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和 ＲＡＡＳ系统的兴
奋，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治疗酒精性心肌病时β受
体阻滞剂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一直是首选药

物，近期有报道［９］缬沙坦在治疗酒精性心肌病的小鼠

模型发现可改善酒精导致的心脏扩大及降低的ＬＶＥＦ。
国内文献［１０－１１］均有报道ＡＣＭ患者戒酒后心脏可以缩
小，左室射血分数增加，心功能明显改善，而非戒酒组

病人上述各项指标进一步恶化。本研究随访的病例均

在治疗中使用了β受体阻滞剂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并进行了严格的戒
酒，且均是在发现并确诊 ＡＣＭ后即进行正规的治疗，
治疗依从性好，并积极配合随访，故治疗效果好，增大

的左室明显恢复，ＬＶＥＦ提高。随访病例最长的４年目
前尚无因心力衰竭致死者。ＡＣＭ患者如不严格戒酒
其预后较差，不严格戒酒是导致 ＡＣＭ病死的主要原
因。本研究入选的病例均为能严格戒酒、治疗依从性

好并能坚持随访者，而对治疗依存性差、并没有坚持随

访者无法对其预后状况进行分析，故本研究有一定局

限性，但也从另一角度表明 ＡＣＭ患者只要严格戒酒，
积极正规治疗其预后较好，不但心功能可以改善，且心

脏大小也可恢复正常。

参考文献

［１］　王兴祥，冯义柏，程龙献，等．酒精性心肌病患者临床研究［Ｊ］．中
国中合临床，２００４，２０（３）：１９５．

［２］　ＰｌａｎｏＭＲ．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０２，１２１（５）：１６３８１６５０．

［３］　张鹤萍，李虹伟，赵树梅，等．超声心电图在酒精性心肌病诊断及
评价预后中的价值［Ｊ］．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６（１０）：４１９
４２０．

［４］　周永昌，郭万学．超声医学［Ｍ］．４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６１４．

［５］　ＲｅｎＪ，Ｗｏｌｄ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ＴｈｅｒＡｄｖ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ｅＤｉｓ，２００８，２（６）：４９７５０６．

［６］　ＲｅｎＪ．Ａｃ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ａｎｄ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ＡＤＨａｎｄＡＬＤＨ２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Ｊ］．Ｎｏｖａｒ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Ｓｙｍｐ，２００７，
２８５（１）：６９７６．

［７］　马双陶，杨大青，李德，等．白藜芦醇通过激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
酶预防酒精性心肌病［Ｊ］．中国动脉硬化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１２）：９４８
９５０．

［８］　徐忠，王莲，侯云．培多普利对酒精性心肌病并心力衰竭患者左室
重构的影响［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０８，９（６）：９０９９１０．

［９］　桑颖，周立君，井玲，等．钙激活中性蛋白酶 Ｃａｌｐａｉｎ１在酒精性心
肌病心肌细胞凋亡中的表达及不同药物对其的干预作用［Ｊ］．中
华心血管杂志，２０１１，３９（５）：４４０４４４．

［１０］　苏顺庭，吴华雄，苏树娟．酒精性心肌病７５例临床特点分析［Ｊ］．
中国临床新医学，２０１０，４（３）：３５１３５３．

［１１］　ＮｉｃｏｌａｓＪＭ，ＦｅｍáｎｄｅｚｓａｌáＪ，Ｅｓｔｒｕｃｈ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ｉ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ｍＭｅｄ，
２００２，１３６（３）：１９２２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２１）

·０４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全科临床研究·

思连康治疗小儿迁延性与慢性腹泻疗效观察
周新伟，夏建新

【摘　要】　目的　研究微生态调节剂———思连康（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治疗小儿迁延性与慢性腹泻的疗效。方法　
对４２例迁延性与慢性腹泻的患儿停用抗生素，采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用温开水或温牛奶，在两次奶之间口服，３次／
ｄ，１０ｄ为一疗程，并配合使用调节肠道功能的药物和必需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轻中度脱水者给予口服补液盐，严重脱水
者给予静脉输液，以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结果　１疗程后痊愈２５例（５９．５％），好转１１例（２６．２％），无效６例（１４．３％），
继续第２疗程后好转中６例痊愈，无效者２例好转，总痊愈率７３．８％，总有效率９０．５％。结论　以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
为主的微生态疗法治疗小儿迁延性与慢性腹泻方法简单，疗效满意，无任何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微生态调节剂；双歧杆菌；腹泻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４１０２

　　近年来，微生态学越来越引起医学工作者的关注，它是２０
世纪末崛起的一门新的生命科学分支，是从细胞水平研究微生

物本身之间以及其环境与宿主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衡关系的

规律。微生态疗法就是根据微生态理论，应用微生态调节剂来

补充和／或促进机体内正常菌群生长，改变不正常的微生物菌
落成分，维持和调整微生态平衡，从而达到防止疾病，增进宿主

健康的目的［１］。小儿消化系统发育尚未成熟，机体防御功能

差，易患各种类型的腹泻病，严重影响了小儿的健康和生长发

育［２］。近年来，儿科医生采用微生态调节剂治疗小儿腹泻病取

得显著疗效，已成为儿科消化系统疾病重要的治疗措施之一。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我院采用微生态调节剂———双歧杆菌四
联活菌片，其商品名思连康治疗小儿迁延性与慢性腹泻４２例，
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符合１９９８年制定的《中国腹泻病
诊断标准》，迁延性腹泻病程在２周 ～２个月，慢性腹泻病程在
２个月以上。迁延性腹泻 ３２例，慢性腹泻 １０例，其中，男 ２９
例，女１３例。最小年龄３个月，最大６岁，３～６个月３例，～１
岁的９例，～２岁的１７例，～３岁的８例，～６岁的５例，接受本
治疗前用过２种抗生素２１例（５０％），３种抗生素１８例（４３％），
５种抗生素３例（７％）。发热９例，体温＜３８℃７例，３８～３９℃
２例；伴呕吐６例；轻度脱水２０例，中度脱水１３例，重度脱水５
例；大便次数３～５次／ｄ９例，５～１０次／ｄ１９例，＞１０次／ｄ１４
例；大便性状：黄色稀便２１例，水样便１５例，粘液血便６例。Ⅰ
度营养不良７例，Ⅱ度营养不良４例，Ⅲ度营养不良２例；角膜
软化２例；贫血１８例；口腔炎２例。
１２　实验室检查　大便常规镜检：有白细胞者２９例（６９％），
其中＞１０个／ＨＰ１１例（２６％），大便培养橼酸杆菌１１例，白色
念珠菌３例，福氏志贺氏菌２例，金黄色葡萄球菌１例，多次培
养阴性２５例。
１３　治疗方法　应用杭州龙达新科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思连
康（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０．５ｇ／片，６个月以下每次１／２片，
６～１２个月每次２／３片，１～２岁每次１片，２～３岁每次１．５片，
３～６岁每次２片，均每日３次，婴幼儿将药片研成粉末溶于５～
１０ｍｌ温开水或温牛奶，在两次奶之间口服，较大儿童可以两餐
之间以片剂直接吞服，１０ｄ为１疗程，用药期间停用抗生素，并
配合调节肠功能药物和必需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轻中度给予

口服补液盐，严重脱水者给予静脉输液，以纠正水解电质紊乱。

１４　疗效判断　①痊愈：临床症状消失，大便次数、性状恢复
正常，大便培养３次均阴性；②好转：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大便

作者单位：４３８３００湖北省麻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通讯作者：周新伟，电子信箱：１３６３５８７３０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性状基本正常，大便次数＜３～５次／ｄ，大便常规未完全正常；③
无效：上述各项指标均无改善者。

２　结果
　　第１疗程后痊愈２５例（５９．５％），好转１１例（２６．２％），无
效６例（１４．３％）；继续第２疗程，好转中６例痊愈，无效者２例
好转，余无变化。总痊愈率７３．８％，总有效率为９０．５％，全部病
例服药期间均未见不良反应。

３　讨论
　　迁延性腹泻与慢性腹泻是危害儿童健康、造成营养不良的
主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分析现今小儿腹泻死亡病例，
发现半数是死于迁延性腹泻与慢性腹泻及其合并症，因此迁延

性腹泻与慢性腹泻的诊治，越来越受到关注。儿童时期肠道免

疫功能不健全，且肠道菌群处于生理性衍替过程，其肠道定值

能力等生理功能也处于相对不稳定时期，年龄越小特别是婴幼

儿肠道微生态平衡稳定性非常脆弱，易受到各种因素如：病毒、

细菌、食物毒素或化学性毒物、药物作用、肠变态反应、全身性

疾病的影响，导致严重的肠道微生态紊乱［３］。腹泻时肠道菌群

严重紊乱，以双歧杆菌为主的益生菌数量明显减少，易使病原

菌侵袭和定值，导致腹泻；同时腹泻又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形成

恶性循环［４］。因此，对消化系统疾病患儿使用微生态调节剂，

对减少患儿应激性消化道出血的发生以及降低肠道细菌，内毒

素移位，从而减少感染并发症，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发生

具有积极意义［５］。

从微生态学角度看，腹泻时肠道厌氧菌数量大大下降，仅

为原有数量的１‰，由于肠管内厌氧菌的减少破坏了肠道的屏
障和拮抗作用，从而有利于致病菌的侵袭和定值。腹泻与肠管

微生态失衡可形成恶性循环，造成腹泻的迁延不愈［６］。婴幼儿

时期是各种感染性疾病的高发阶段，难以避免应用各种广谱抗

生素［７］。抗感染治疗可以干扰胃肠道正常菌群的定值，其结果

可能是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其中最常见的是腹泻［８］。不恰当

的应用抗生素，会更加重菌群失调，使腹泻迁延不愈，形成恶性

循环。本组４２例中有１７例大便培养出现致病菌，其中枸橼酸
杆菌１１例，白色念珠菌３例，福氏菌贺氏菌２例，金黄色葡萄球
菌１例。４２例中均有滥用抗生素的病史，其中用了３种以上抗
生素者占５０％，其他患儿也至少用了２种抗生素。由此可见，
对于迁延性与慢性腹泻应用抗生素应非常慎重，盲目滥用抗生

素是十分有害的，而维护和调整肠道微生态平衡则是防治小儿

腹泻病的根本。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提倡应用微生态制品，采

用微生态疗法来防治小儿腹泻病。

微生态制品无毒无害，克服了抗生素可能引起的耐药菌株

不断增多，微生态失衡及毒性作用的弊端，正确应用可得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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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疗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主要组成成分为：婴儿双歧杆

菌、嗜乳酸杆菌、粪肠球菌、蜡样芽孢杆菌，其中婴儿双歧杆菌、

嗜乳酸杆菌、粪肠球菌为健康人体正常菌群，蜡样芽孢杆菌是

一种需氧菌，它进入肠道后通过消耗氧气，为双歧杆菌等厌氧

菌营造厌氧环境，促进双歧杆菌等厌氧杆菌的繁殖。国内外的

许多研究已证明，双歧杆菌能明显抑制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致

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空肠弯曲菌、白色念珠菌等的

生长繁殖。另外，双歧杆菌还能促进肠道绒毛上皮细胞的增

生，维护正常的肠蠕动；除此以外，它对人体有一定的营养作

用，它能产生一定的醋酸和乳酸，降低肠道内的 ｐＨ值，有利于
Ｃａ２＋、Ｆｅ３＋及维生素Ｄ的吸收，能合成多种维生素。以上说明，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不但能抑制致病菌的生长而使肠道疾病

迅速治愈，而且能消除由于双歧杆菌数量减少而引起的一系列

病理变化。

本文采用以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为主的微生态调节剂治

疗小儿迁延性与慢性腹泻４２例，取得总有效率为９０．５％的较
好疗效。笔者认为，在治疗小儿迁延性与慢性腹泻过程中，及

时应用微生态制品来维持和调整肠道生态平衡，方法简单，疗

效满意，无任何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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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经门静脉输注后不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恢复

正常，而且腹水消失，食欲改善，体力好转，ＣＤ４＋Ｔ淋
巴细胞快速增加。手术后１２个月，患者的 ＣＤ４＋Ｔ淋
巴细胞都达到３００ｃｅｌｌ／μｌ以上。而且肝功能明显好
转，无任何不良反应。这也为非艾滋病的一般失代偿

期肝硬化提供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目前术后都已经

超过２４个月，复查肝功能，血常规基本正常，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都稳定在５００ｃｅｌｌ／μｌ以上。当切除巨脾后，
骨髓造出的各种血液细胞成分不再有脾脏破坏，所以

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较快恢复正常，这是众所周知

的原理。骨髓中的干细胞在肝脏定植、分化、增殖为肝

脏组织而改善肝脏功能，这也是国内外学者经实验和

临床经验证实的现象［１１－１２］。但是ＣＤ４＋Ｔ淋巴细胞需
要经骨髓干细胞迁移到胸腺，在胸腺发育，成熟后进入

周围血中。一般艾滋病患者经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

疗后，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可以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年龄
比较大的患者，由于胸腺萎缩，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增
长很慢。自体骨髓经门静脉肝内输注后，ＣＤ４＋Ｔ淋巴
细胞数快速增长，提示肝脏是否有类似胸腺的作用？

因为在胚胎期肝脏有造血功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

能证实成人肝脏具有类似胸腺的功能，将会对艾滋病

的治疗提供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总之，自体骨髓肝内输注对艾滋病失代偿期肝硬

化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治疗方法。较目前常用的干细

胞治疗有更多的优点：①自体骨髓采集方便、简单，不
存在供体紧缺问题；②骨髓取自于自身，不会发生免疫
排斥反应；③自体骨髓输注几乎等同于自体输血，安全
性极高，不需要加入细胞分离液进行梯度离心，更无外

源性污染和疾病传播问题，没有不良反应；④没有争论

不休的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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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维、汉族慢性心衰患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差异性临床研究
左继岩，茶春喜，罗仁，于军会，张松，孙润峰

【摘　要】　目的　研究维族和汉族ＣＨＦ血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的差异。方法　据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标准，顺序选取于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在石河子大学第四附院住院的维族和汉族 ＣＨＦ各１００例，按 ＮＹＨＡ分级分为Ⅱ ～Ⅳ级。入院后即
予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检测，结果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作统计分析。结果　①维族和汉族ＣＨＦ在性别、年龄、体重指数上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在Ⅳ级组，汉族和维族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①维族和汉族ＮＹＨＡ各级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水平中位数、９５％ ＣＩ有差异；在Ⅱ级组，维族和汉族之间，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Ⅲ、Ⅳ级组中维族和
汉族之间，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①维族ＣＨＦ的危险因素较汉族多，冠心病特点较汉族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ＨＦ的发病率较汉族高；②维族轻度 ＣＨＦ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较汉族患者无明显差异；在重度 ＣＨＦ
组，维族患者的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显著高于汉族；且发病的年龄较汉族早；③维族患者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高于相应的汉族
患者，可能与维族患者危险因素的控制，基础病的早期诊治、出院后防治依从性与汉族有显著差异相关。

【关键词】　Ｎ末端脑钠肽前体；慢性心力衰竭；种族差异；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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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ＣＨＦ）是各种心脏病的严重阶段，有临床症
状的患者５年生存率和恶性肿瘤相仿［１］。心衰患者总体预后

极差，故对心衰的血清标志物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研究显得非常
重要。ＢＮＰ水平可作为心衰诊断及预后判定的临床指标［２］，但

血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浓度、稳定性比前者高，半衰期长，更适合临床
应用。有研究表明：我国健康人群的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明显低于
国外人群［３］。北京地区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参考范围明显低于欧美
人群［４］，这说明除了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影响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水
平外，种族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外已有关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种族差异的研究［５］，但是国内研究较少。因此，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于探究维族和汉族 ＣＨＦ患者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水平是否有民族差异，对本地区心衰患者，特别是维族患者的

防治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顺序选取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入住
石河子大学第四附院心脏中心的维族和汉族 ＣＨＦ患者各１００
例，根据病史、临床表现、心脏超声及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标准确诊为心
衰，按ＮＹＨＡ分级标准进行分级，维族和汉族 ＣＨＦ心功能级别
构成情况见结果２．２。维族ＣＨＦ患者中，冠心病８１例，扩心病
１３例，高血压心脏病２例，围生期心肌病４例；汉族 ＣＨＦ患者
中，冠心病８６例，扩张型心肌病１１例，高心病３例，急性心肌炎
１例。排除肾功能不全；肺栓塞；严重电解质紊乱；严重感染性
疾病；低血压休克；自身免疫疾病；恶性肿瘤；肝硬化；甲状腺疾

病等。

１２　检查方法　患者入院后用美国ＲｏｃｈｅＥｌｅｃｓｙｓ２０１０测定血
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浓度，所有患者均行心超检查，测定心衰的相关
指标，作为参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偏态分布数据用中位数（９５％ＣＩ）表
示。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维族组年龄（６０．２９±１２．４９）
岁，汉族组年龄（６３．２８±１１．９２）岁，两组男女各５０人，维族组
体重指数２４．３２±２．０６，汉族组体重指数２３．０６±２．５６，两组在
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方面相比，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Ｐ值分
别为１．０００，０．０８４，０．０５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ＮＹＨＡⅡ级、Ⅲ级、Ⅳ级各亚组，在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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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茶春喜，电子信箱：ａｋｓ２００９１０１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面相比较，两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Ⅳ级组，维族平均年
龄较汉族小，Ｐ＝０．０１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心功能级别构成比　本研究中，Ⅱ级组，维族２６例，
汉族３３例；Ⅲ级组，维族２７例，汉族３６例；Ⅳ级组，维族４７例，
汉族３１例。两组心功能分级构成比，经２×Ｃ表 χ２检验，Ｐｅａｒ
ｓｏｎχ２值５．３９８，Ｐ＝０．０６７＞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３　两组患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中位数、９５％ ＣＩ比较　详见表
１。
表１　两组ＣＨＦ患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中位数、９５％ ＣＩ比较（ｐｇ／ｍｌ）

组别 ｎ 心功能Ⅱ级 心功能Ⅲ级 心功能Ⅳ级

汉族 １００２３０７．００（１９１４．１０～２８７３．６０）４３８１．００（３６３２．３０～５６５８．３０）７９５３．００（６２４９．９０～１０３９７．００）
维族 １００２４４６．００（２２０７．６０～３３３４．７０）６３６９．００（４９３０．１０～７２１８．２０）９４０６．００（９３４６．７０～１２２５３．００）

　　注：表中数据为中位数（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２４　两组患者心功能各级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比较　详见表２。
表２　维族和汉族ＮＹＨＡ各级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例数比较（ｎ，平均秩）

组别 ｎ Ⅱ级 Ⅲ级 Ⅳ级

汉族 １００ ３３（２７．６８） ３６（２７．３９） ３１（３２．０６）
维族 １００ ２６（３２．９４） ２７（３８．１５） ４７（４３．６７）
Ｚ值 －１．１６８ －２．３０６ －２．２３３
Ｐ值 ０．２４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３　讨论
３１　维族和汉族 ＣＨＦ危险因素、原发病及发病率的差异　冠
心病是ＣＨＦ最常见的原发病。国外的研究显示，不同种族的冠
心病危险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冠心病患病率也不同［６］。新疆

是多民族聚居区，近年疆内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维族和汉

族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尿酸、血糖、血脂等有明显的差

异［７－９］。刑艳等［１０］研究发现，维族冠心病患者冠脉斑块发生率

高于汉族，梗阻性斑块累及多支比例高于汉族。杨毅宁等［１１］

的抽样研究发现，维族、汉族、哈萨克族 ＣＨＦ患病率两两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２　维族和汉族ＣＨＦ患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的差异　大量的研
究证实，受试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是影响 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水平的重要因素［１２］。本研究表明，维族和汉族 ＣＨＦ组以及
ＮＹＨＡⅡ级、Ⅲ级，维族和汉族之间在年龄、性别及体重指数上
无显著性差异，各组资料均衡，可排除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对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的影响，具有可比性。但 ＮＹＨＡⅣ级，虽然经
过严格的匹配，维族ＣＨＦ组的年龄还是小于汉族组，且有统计
学意义；年龄小，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应该低，故这表明维族 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水平高于汉族不是年龄因素所致，正表明了维族心衰的
病情重，发病早。有研究表明，我国心衰平均年龄是６８．８岁，
美国、日本７４岁，而维族患者６０．２９岁。

·３４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全科临床研究·

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的分析
张世泽，谭德猛，肖胜桂，徐云，陈家驹，黄均万，王朝弘

【摘　要】　目的　观察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１
年１月重庆市彭水县中医院收入的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患者共２１例，患者给予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所有患者行术后
临床结果评价和Ｈａｒｒｉｓ评分，统计对比２１例患者初次手术前、内固定失败后及再次翻修后６个月的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结
果　本组２１例患者中侧板断裂６例，头钉切割股骨头颈切出共１２例，螺丝钉松动、断裂３例。本组手术时间（９３．６±
１９．２）ｍｉｎ。出血量（６２１．５±８６．３）ｍｌ。无死亡病例。患者术后无脱位、伤口感染、坠积性肺炎、褥疮以及下肢深静脉血栓
等并发症发生。患者初次手术前、内固定失败后及再次翻修后６个月的Ｈａｒｒｉｓ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１．３２５，
Ｐ＝０．０００）。结论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时应用人工髋关节置换可达到挽救性的治疗目的，减少并发症，改
善髋关节功能。

【关键词】　髋关节置换术；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３．４２１　Ｒ６８４．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４４０２

　　股骨转子间骨折是股骨近端最为常见的髋部骨折之一，高
龄患者股骨转子间是骨量最容易丢失的部位之一［１］。伴随着

社会老龄化到来，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逐年增多，积极手

术治疗能够使患者早期下床活动，从而避免长期卧床并发症，

已经成为股骨转子间骨折治疗的首选方法［２］。但近年来随着

手术技术的推广及增多，因手术技术方面失误及适应症选择欠

妥而导致的内固定失败病例也逐年增多，尤其是老年患者手术

失败率相对较高，进一步治疗的难度相对较大，我院将２００６年
１月－２０１１年１月收入的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患
者给予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６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月我院收治的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患者共２１例。其中男性１２

作者单位：４０９６００重庆市彭水县中医院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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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９例。左侧１１例，右侧１０例。年龄６１～７８岁，平均
（７０．１±６．４）岁。按照 ＡＯ分类中，Ａ１型骨折６例、Ａ２型骨折
１１例、Ａ３型骨折４例。既往手术中采用动力髋螺钉（ｄｙｎａｍｉｃ
ｈｉｐｓｃｒｅｗ，ＤＨＳ）者１０例，股骨近端解剖型钢板５例，Ｇａｍｍａ钉
３例，拉力螺钉３例。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移位或者髋内翻
畸形、均出现髋部疼痛、髋关节屈曲受限而活动受限。患者经

双能骨密度测量检查显示７例患者均伴有严重骨质疏松。患
者上次手术至此次就诊时间为６～１８个月，平均１０．５个月。入
选患者合并高血压６例，糖尿病５例，冠心病３例。入选患者中
排除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局部感染等手术禁忌症。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术前给予常规Ｘ线、ＣＴ检查明确骨折愈
合的程度以及股骨矩缺损、破坏的情况。患者气管插管全麻下

侧卧位，下肢外展受限患者先行内收肌切断，原切口向髂后上

棘延迟５～１０ｃｍ，暴露股骨近端、内固定物和髋臼。拆除原内
固定物及股骨头，内固定周围软组织及分泌物分别做病理检查

及细菌培养。清理周围炎性组织后，探查骨折处碎骨块的愈合

　　国外研究表明，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有种族差异。例如，Ｍａｉｓｅｌ
ＡＳ等［１３］发现美国黑人的 ＢＮＰ水平的中位值显著低于高加索
人。

本研究中，在 ＮＹＨＡ分级Ⅱ级组，维族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
高于汉族组，但无显著性差异；而在Ⅲ级组和Ⅳ级组，维族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高于汉族组，且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有显著性差
异。这表明，相同ＮＹＨＡ分级，维族 ＣＨＦ患者的心衰程度较汉
族严重。

综上，这可能与维族和汉族冠心病、心衰的危险因素有明

显差异、心衰程度的不同、遗传因素等有关；也可能与维族患者

危险因素的控制，心衰及原发病的早期诊治、出院后的防治依

从性较汉族有明显的不足密切相关。因此，这对我们进一步探

求符合新疆民族、地域特色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干预模式和心衰

防治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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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于髋关节活动受限以及下肢不等长的患者均给予松解，

纠正髋内翻畸形。将未愈合的近端骨折块以及增生骨痂取出

并修剪，修剪合适后采用钢丝捆扎固定并重建股骨矩，无法捆

扎固定的待打入骨水泥并植入假体后再固定，股骨头松质骨粒

封堵内固定取出后遗留下来的钉孔，扩髓植入股骨假体，常规

处理髋臼，行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给予头孢类抗生素５～
７ｄ，低分子肝素抗凝７～１０ｄ，密钙息抗骨质疏松治疗。术后３
ｄ坐起并逐渐辅助下锻炼，积极行髋部肌力训练，患者术后给予
随访，复查Ｘ线片。
１３　评价指标　所有患者行术后临床结果评价和 Ｈａｒｒｉｓ评
分，统计对比２１例患者初次手术前、内固定失败后及再次翻修
后６个月的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总分为０～１００分，其中优≥９０分，良
为８０～８９分，中为７０～７９分，差＜７０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均数比较采用方法分析，Ｈａｒｒｉｓ评分
等级资料采用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
ｔｅｓｔ）。

２　结果
　　本组２１例患者中侧板断裂６例，头钉切割股骨头颈切出
共１２例，螺丝钉松动、断裂３例。本组手术时间（９３．６±１９．２）
ｍｉｎ。出血量（６２１．５±８６．３）ｍｌ。无死亡病例。术中无骨水泥
中毒、过敏等，软组织病理报告显示９例炎性增生，但是均无细
菌性生长。患者术后给予６～１８个月的随访，平均１０．８个月。
患者术后无脱位、伤口感染、坠积性肺炎、褥疮以及下肢深静脉

血栓等并发症发生。随访期间无一例患者出现髋部无力、疼

痛、活动受限等异常情况，Ｘ线片未及假体下沉、脱位、松动，骨
质疏松情况得到逐步的缓解。本组对初次手术前、内固定失败

后及再次翻修后６个月的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进行比较。显示２１例患
者初次手术前Ｈａｒｒｉｓ评分为４４．２±９．１，内固定失败后的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为５５．６±９．８，再次翻修后６个月的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为９０．６±
５．３，经方差分析显示三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１．３２５，Ｐ＝
０．０００），等级对比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髋关节Ｈａｒｒｉｓ评分对比（ｎ，％）

时间 ｎ 优 良 中 差

初次手术前 ２１ ０ ０ ３（１４．２８） １８（８５．７１）
内固定失败后 ２１ ２（９．５２） ２（９．５２） ５（２３．８０） １２（５７．１４）
再次翻修后６个月 ２１１８（８５．７１） ２（９．５２） １（４．７６） ０

３　讨论
　　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到来，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率逐年增
高，对于此类患者临床上均接受早期手术治疗［３］，早期手术治

疗有利于患者早期离床、提高生存质量及减少长期骨折并发

症［４］。目前手术治疗的主要方法为闭合复位髓内钉内固定术、

外固定架、切开复位内固定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等。而切开复

位内固定以动力髋螺钉、Ｇａｍｍａ钉、股骨近端解剖钢板、股骨近
端髓内钉以及联合拉力交锁髓内钉系统。而手术治疗的并发

症包括：①髋内、外翻畸形；②髋螺钉穿出股骨头；③旋转畸形；
④螺钉松动、骨溶解或者内固定破坏等［５］。而随着手术量的增

加，内固定失败的病例也逐渐增多。而导致内固定失败的原因

较多，任何影响内固定稳定性的因素［６］，如骨折类型、骨骼的质

量、复位的情况、内固定的选择以及位置均可能导致内固定的

失败。其原因包括内固定技术的应用不当、骨折稳定性、骨质

疏松、患者年龄、内科并发症情况及术后康复等方面。段军富

等［７］学者研究显示ＰＦＮ螺旋刀片位置不佳、骨折复位不佳是发
生髋内固定失败的主要因素。ＫｎｏｂｅＭ等［８］报道显示运用

ＰＦＮ、ＤＨＳ及加压钢板等内固定治疗不稳定型股骨转子间骨折
患者具有较高的内固定失败率及再手术率。ＢｏｎｎａｉｒｅＦ等［９］采

用双能Ｘ线进行骨密度测量，显示当骨密度低于０．６ｇ／ｃｍ３时
内固定失败的风险相对较大。张伯松等［１０］研究显示年龄 ＞７０

岁患者ＤＨＳ头钉穿出率显著增加，其研究认为高龄患者骨质疏
松是导致手术失败的主要原因。本组研究中也发现，老龄患者

内固定失败相对多发。

对于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患者再治疗方面，特别是老年

骨质疏松患者，由于股骨近端的骨质破坏、缺损较为严重，人工

髋关节置换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ＦａｌｄｉｎｉＣ等［１１］对股骨转

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后的患者给予髋关节置换术治疗，术后给

予随访显示近期疗效显著，而远期疗效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有研究显示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后行人工髋关节置换

时需使用如加长股骨柄假体、带股骨矩假体等特殊的股骨柄假

体，并且要求假体长度超过股骨远端的螺钉孔。而本组研究中

发现，使用钢丝将股骨近端骨折块进行牢固的固定，不需要特

殊的假体也同样能取得满意的疗效。但股骨近端骨折缺损严

重时，普通柄难以达到有效初始强度，则需行加长柄假体置换。

术中根据股骨矩重建后固定的牢固性选择假体类型。本组研

究对２１例内固定失败患者行人工髋关节治疗，结果显示患者
术后无脱位、伤口感染、坠积性肺炎、褥疮以及下肢深静脉血栓

等并发症发生。此外，患者初次手术前、内固定失败后及再次

翻修后 ６个月的 Ｈａｒｒｉｓ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２１．３２５，Ｐ＝０．０００）。表明人工髋关节置换治疗老年股骨转子
间骨折内固定失败患者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内固定失败再

手术患者由于较初次手术的骨量进一步丢失，患者骨质疏松加

重，因此术中尽量手动扩髓，尽量避免引起骨干的骨折。取出

内固定后的钉孔容易外渗骨水泥，从而影响骨水泥的加压及充

填，因此术中需填充骨粒于骨孔处以防止骨水泥外渗，填充骨

水泥避免加压，以防止骨水泥渗透至骨折端。

综上所述，本组研究认为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内固定失败

时应用人工髋关节置换可达到挽救性的治疗目的，减少并发

症，改善髋关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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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法律·

医患沟通的认识论分析
田甲乐

【摘　要】　医患沟通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是医方和患方如何认识医学科学精神和医
学人文精神的问题。医方对医学人文知识的忽视和患方对医学科学知识的缺乏，是造成医患沟通障碍的重要原因。医

方往往有意无意的只注重医学的科学价值和医学科学精神的培养，而忽视了医学的人文价值和医学人文价值的培养；患

方往往只从经验的角度去理解疾病，在求医过程中更希望得到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病理学和药理学的分析和指导。连

接医方和患方的因素是疾病，对同一事物的相同认知框架，是得出相同结论的前提。医患双方对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

文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是避免医患纠纷和解决医患纠纷的基础，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　医患沟通；医学科学精神；医学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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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沟通是近年来医院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医学
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对医患沟通的研究主要是从

社会学层面进行研究［１］，但是认识论层面的研究是社会学层面

研究的基础，是医患沟通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

１　医方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
　　文艺复兴以来，生物医学模式逐渐确立，医学家们广泛把
物理和化学检测手段和高新技术运用到医学中，促进了医学的

极大发展。但是，在肯定生物医学模式的巨大成就的时候，不

能忽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美国著名医生和学者恩格尔指

出：“这种医学模式（指生物医学模式———笔者注）认为疾病完

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躯体）变量来说明，在它的

框架内没有给患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留下余地”［２］。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人
文学科对科学的影响，医学模式也开始发生转变，出现了生

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不同的层
面来对人体进行综合研究，于是，“医患沟通成为医疗服务中必

不可少的重要工作环节”［３］。但是，受传统机械论思想、医务工

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繁重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现阶段医

方往往有意无意只注重医学的科学价值和医学科学精神的培

养，而忽视了医学的人文价值和医学人文价值的培养。毫无疑

问，科学“与其它学科相比，是最有经验性、精确性、可预言性和

可检验性”［４］的学科，“在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进程中，还没

有任何一种社会活动能够赢得科学这种作为类存在标志的地

位，除了科学活动之外，再没有一种活动能够作为类存在的特

征而被凸显出来”［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２０１２ＱＮ４２６）
作者单位：４５３００３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管理学院

　　科学精神在医学研究和医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青霉
素的发现，成分输血技术的发展，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等

医学发展中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都是在坚持科学理性和试验，

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的指引下而完成的。但是，患者作为一个

正常的人，除了有安全需求等低层次的需求，还有尊重需求等

更高层次的需求。医生如果对患者没有同情心，缺乏关怀、关

爱，不注重患者的心理感受，不尊重患者的意愿，是很难形成有

效的沟通，达到良好的治愈效果的。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有句至理名言，“关心病人比关

心疾病本身更重要”；护理学之母南丁格尔说过，“护士的工作

对象不是冷冰的石块、木头和纸片，而是有热血的生命的人

类”；我国唐代的《大医精诚》认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

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我国当

代的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为“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

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古至今，中外医学家都

认识到了医学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但是现代医学工作者缺乏

了对患者的人文关怀，这是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

原因。

患者是一个有情感、有尊严、有独立人格的人，医生必须充

分考虑到患者的情感需要，在诊疗过程中，医生关注的不能仅

仅是告诉患者怎么填写化验单、怎么做化验、化验单的数据在

医学科学上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以及告诉患者如何服药等，不能

把患者单纯的当做是机器客体，而应该在整个过程中更多地和

患者进行交谈，给予情感上的关怀和支持。

医生必须切实以患者利益为中心，需要注意的是，以患者

利益为中心并不等于以患者的疾病为中心。比如，“某病人为

电影女演员，２６岁，感觉右侧乳房有硬结，在某医院外科诊治，
活体组织检查证实为乳腺癌。因此，医生告诉病人：要尽早切

除右侧乳房！并明确告诉病人的父亲，此情况必须做右侧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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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切和周围淋巴结廓清术。在取得病人及病人父亲同意后，立

即收病人住院，按规定计划施行手术。为慎重起见，术中对左

侧乳房也做了活体组织切片，用迅速冰冻法检查，判断为：乳腺

瘤性肿瘤伴有腺体增生，现在尚不是癌组织，将来有癌变的可

能。所以在右侧乳房切除后，又做了左侧乳房切除术。术后，

病人及家属认为，医生在没有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切除了左

侧乳房，造成精神上巨大的压力，要求医院及医生对此结果负

责，并赔偿损失［６］１１１。”

在这个案例中，患者左侧乳房出现乳腺瘤性肿瘤伴有腺体

增生的情况，有可能出现恶性病变，医方为了患者的机体安全

切除了左侧乳房，是有医疗根据的。但是，人的需要不仅仅是

机体健康的需要，还有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心理层面上更高层次

的需要，医方必须尊重患者，真正以患者的利益，而不仅仅以疾

病为中心。正是因为此，该案例中的患者上诉法院后，法院判

医生和院方败诉，赔偿病人损失。“一个最优秀的医生，一定是

永远把他的病人的幸福系在心上，不仅只注意病人的外表，更

注意其心理状态———这是治疗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７］，只

有注重人文精神的医生，才是优秀的医生，只有注重人文精神

的医学，才是好的医学。

２　患方与医学科学精神的培养
　　人类学家、流行病学家罗伯特·汉把患者对疾病的感受分
为初级经验和次级经验，前者是指心理对身体某些部位的感

受，后者是指病人根据自己之前的人生经历而对上述感受所产

生的联想［８］。因此，患者对疾病的描述不是病理学描述，不是

把疾病作为生命进程中的一个客观事件进行客观描述，而是结

合自己的教育程度、身份地位、特定时空下的特定感受和历史

经验等个体性很强的独特描述。

患者没有受到专业的医学教育，不能从生物学和病理学的

角度，而只能从经验的角度，去理解疾病，在求医过程中更希望

得到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得到药理学的分析和指导。但是，

患者也应该认识到医学科学的发展规律，培养自己的医学科学

精神。科学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任何一门高科技行业，都有一

定的风险性，医学是一门要解决复杂生命中出现的问题的学

科，尤其如此，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是临床和学术上目前还无法

研究清楚的；在已经研究清楚的领域，甚至在一些成熟的领域，

由于生命的复杂性和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医学也不可能预测到

每一个患者每一种疾病的发展、演变和治疗情况。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２０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由于科
技的迅速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太空时代等等，但是与

此同时，人们也无法否认，这是一个充满着经济危机、环境危机

的时代，人们早已认识到科学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就是达摩利

斯之剑，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科学的两面性。但是，到了医学科

学上，人们（这里主要指患者）往往要求非常苛刻，只希望使用

医学的正面作用，拒绝接受医学的负面作用。在“医生最害怕

患者提出的问题”中，“这个药不会有副作用吧？”排在首位［９］，

患者由于科学知识水平、心情处于低落状态等原因提问的种种

问题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医生应该平心静气、尽职尽责地给患

者解释。但是，医生给患者服务，尽量让患者满意的同时，患者

也应该理解医生，相信医生和尊重医生。

我们处于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正确

认识科学和理解科学。医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命健康的科学，

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正确认识和理解医学是关乎着每

一个人身心健康的大事。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卫生管理和医疗

卫生机构人员以及医学教育工作者要向全社会人群大力普及

医学科学知识，每一个人也要有意识地自觉地多学习一些医学

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医学科学素养，增强医学科学精神，认识

到疾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些疾病无法治愈和误诊从科

学的角度来讲，都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患者对医学科学知识发

展的阶段性、局限性和两面性的正确认识，是对科学的尊重，也

是对医生的尊重，更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在要求医生

有医德，成为好的医生的同时，患者也要有病德，成为好的患

者。

３　医患关系与医学科学和人文精神
　　连接医方和患方的因素是疾病，如果医患双方对“疾病”的
认知都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那么，很难避免医患纠纷。对同

一事物的相同认知框架，是得出相同结论的前提。当人们对同

一事物有不同的意见时，常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为自己辩护，双方的意见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是

为什么达不成一致的结论呢？是因为双方从同一个问题出发

开始讨论，但是在讨论的时候各自进入了不同的认知思维框

架。比如，“一千克苹果”和“一千克沙子”相比，哪种质量更

好？这很明显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两者仅仅从相同的重量

出发，但是在质量对比上是无法进行对比的。

医患纠纷也往往出于这种情况，双方从“疾病”或者“医疗

效果”出发，医方根据自己所受过的专业训练对病症有个预期

和医疗效果有个判断，患者根据自己的感受、之前的经验和文

化背景对病症有个预期和医疗效果有个判断，双方的预期和判

断都有合理之处，但是还是无法得出相同的结论。“医患之间

缺乏互信互动的直接表现是双方不能实现有效的沟通。而究

其本质原因是双方对疾病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导致患者期

望与医生给予之间的矛盾，严重情况下形成医患冲突。”［１０］医

患双方必须扩大在对疾病、疗效等医学认知和思维方面的共同

点，医方要尊重、理解患者的疾病体验、病症说明、心理感受等，

增强医学人文精神；患方要理解疾病发展的阶段性、生命的复

杂性、医学的局限性等，增强医学科学精神。

比如，“某患者，女，患腰椎骨结核到一家医院外科住院。

该院的一位副主任医师对其进行手术，住院３０ｄ共用医疗费约
３万元。就在患者出院１个月后，女患者手术部位出现脓肿，十
分疼痛。患者在家人陪同下找到这位副主任医师。”［６］１０２这位

医师理解患者及其家人的感受，平心静气地说患者第一，先安

排住院，其他问题等等再说，并耐心解释了腰椎骨结核术的复

杂性、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和个体疾病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患者

家属也理解了这位医师和医学科学，消除了对他的误解，并且

分文不少的交了二次手术费。

医患沟通是对医学的不同理解的沟通过程，是双方对医学

科学和医学人文的互动过程，这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

的空间状态，良好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和彼此的理

解。“目前认为，疾病的发生６５％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３０％由
社会心理因素所致”［１１］，医生的语言是一把双刃剑，不能仅仅

从科学的角度向患者说明疾病情况，要考虑到患者的经验、背

景等社会心理因素；患者不能仅仅从人文的角度来要求医生，

要尊重科学规律，理性对待生命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医学的阶

段性、高风险性，理解医学，尊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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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中西医结合治疗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疗效分析
黄玉梅，向科明，庄琼，曾纪斌，赖洪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临床效果。方法　在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将来院
治疗的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６０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３０人。两组在年龄、性别、绝经时间的长短上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两组均静脉滴注唑来膦酸注射液。观察组在西药使用的基础上服用独活寄生汤辨证加减，经过治疗３个月
后对患者进行血磷、血钙、骨密度等观察。结果　①应用独活寄生汤加减配合唑来膦酸注射液对患者进行绝经后骨质疏
松症治疗的效果较单一的西药治疗效果好。②通过对比，观察组治疗后的Ｃａ、ＣＨＯＬ、ＡＬＰ水平较对照组有明显的改善，
但两组患者检测结果均在正常范畴内。通过比较对患者进行治疗前后对照组 Ｅ２无明显差异，而观察组的治疗效果较
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均有显著改善。③两组经过治疗后进行右侧腰椎骨前后位密度检测，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
后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具有较好的效果；对照组治疗后较治疗前骨密度有所降低。结论　中西医结合疗
法治疗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有较好的疗效，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中西医结合；独活寄生汤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４８０２

　　骨质疏松综合症（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是由各种原因引起
的一组骨病，因骨质变薄，骨小梁数量减少，骨矿成分和骨基质

等比例地不断减少，导致骨脆性增加和骨折危险度升高的一种

全身骨代谢障碍的疾病［１］。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ＰＭＯＰ，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ｐｓａｌ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以下简称为“绝经骨松症”）是中老
年妇女（尤其是绝经后妇女）常见的退化性病变和症状之一，属

于退行性骨质疏松症Ⅰ型。有研究表明妇女发生该症多在绝
经后的５～１０年，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５１～７０岁［２］。其发生

的机理是多方面的，如有关营养物质的吸收率减退，不能维持

正平衡以及激素水平的老年改变均有关系。绝经骨松症是既

能导致身体疾患，又能导致心理逐渐衰弱的一种疾病［３］。

骨质疏松综合症属于祖国医学的“骨痹”、“骨痿”等病症

范畴，因此绝经骨松症也应隶属于此中医病症范畴。中医认

为：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肾虚精亏，肾虚不能主骨，骨髓空

虚，骨失所养，则会出现骨骼软弱、变形、生长发育迟缓，同时伴

有气滞、血虚、血瘀等症。多种实验证实了中医与西医在诊断

上的一致性。为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妇女绝经后骨松症的治

疗疗效，我们对来我院进行治疗的绝经骨松症患者科学分析，

现总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６０例患者均来自于２００９年５月 －２０１１年２
月在我院诊疗的绝经骨松症患者。所有患者均排除继发性骨

质疏松症病因、过敏体质、精神病史、肝肾功能不全史，并排除

半年内服用过影响骨代谢性药物等情况。在征得患者同意的

情况下，将患者随机均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观察组３０例，年
龄５０～７８岁，平均年龄（６４．０±６．２）岁，绝经时间为２．１～８．３
年，平均为（４．０±２．３）年，病程２．９～６．３年，平均（３．５±１．２）
年，对照组３０例，年龄５１～８０岁，平均（６５．０±３．３）岁，绝经时
间为２～８年，平均为（４．０±２．１）年，病程３．１～６．０年，平均
（３．６±１．５）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绝经时间的长短和病程
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治疗　对照组的３０例患者采用唑来膦酸注射
液（艾瑞宁，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生产）４ｍｇ溶解于５％
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每２０ｄ滴注１次，其他症状采用西医
对症处理。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科技项目（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３３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上合社康中心
通讯作者：黄玉梅，电子信箱：１４１８７１３６４６＠ｑｑ．ｃｏｍ

１２２　观察组治疗　观察组患者在使用与对照组相同的西医
对病治疗和对症处理的基础上，同时配合使用中药汤剂独活寄

生汤辨证加减。独活寄生汤的基本组方为：独活、桑寄生、当

归、杜仲、川牛膝、川芎、茯苓、赤芍、熟地、秦艽、防风、党参、细

辛、甘草、肉桂。辨证加减：湿邪盛者加薏苡仁、防己；血瘀甚者

加丹参、红花；痰瘀互结者加白芥子；湿滞化热者改熟地为生

地，加知母；阳虚明显者加熟附子，巴戟天等。所用中药根据炮

制要求进行煎煮。使用方法为每日１剂，连煎２次，药液混匀
后分２份，早晚餐后各服１份。
１２３　治疗时间　两组患者均经过３个月的连续治疗，疗程
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骨密度观测及血磷、血钙等检查。

１３　检测项目
１３１　基本项目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象、血压、
心率、临床症状等情况，同时记录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

以及出现指标异常的处理措施等。

１３２　检测内容　治疗前后分别测定两组患者的生化指标：
血清钙（ｓＣａ）、血清磷（ｓＰ）、血清总胆固醇（ＣＨＯＬ）、血清 ＡＬＰ
和雌二醇含量测定。同时进行骨密度的测定：用双能Ｘ线骨密
度仪，测定右侧腰椎骨前后位密度。

１４　评价标准　病情改善明显：周身骨痛感觉全部消失，骨质
密度较治疗前有所增加；病情改善一般：周身骨痛感觉明显缓

解，骨质密度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无效：治疗前后症状无明显

改善，周身疼痛加重或者骨密度较治疗前降低。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统计分析数据，分析治疗
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效果比较　经过３个月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两组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治疗后效果比较（ｎ，％）

组别 ｎ 明显 一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０ ２０（６６．６７） ８（２６．６７） ２（６．６６） ２８（９３．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１３（４３．３３） ５（１６．６７） １２（４０．０） １８（６０．００）

　　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在应用唑来膦酸注射液配合独活寄
生汤加减对患者进行绝经骨质疏松症治疗后的病情改善情况

明显好于单一的西药治疗，两组的总有效率（病情改善明显 ＋
一般）分别为９３．３３％和６０．００％。
２２　骨密度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经过３个月治疗后的
骨密度测定结果见表２。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进行右侧腰椎骨
前后位密度检测，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后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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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具有较好的效果（Ｐ＜０．０１）；而对照
组在治疗后较治疗前骨密度也有所降低。

表２　两组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治疗前后的骨密度变化比较（ｇ／ｃｍ２）

组别 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３０ ０．９８±０．１４ １．６５±０．１４
对照组 ３０ ０．９６±０．１０ １．０２±０．１６

２３　生化测定比较　经过３个月治疗后，两组患者治疗前、治
疗后的血液生化测定的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两组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血液检测结果比较

组别 检测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ｓＣａ（ｍｍｏｌ／Ｌ） ２．１８±０．２３ ２．３８±０．２０
ＣＨＯＬ（ｍｍｏｌ／Ｌ） ８．３２±０．６５ ４．０８±０．６２
ＡＬＰ（Ｕ／Ｌ） ５３．８２±１５．３２ ４５．６０±１４．７２
ｓＰ（ｍｍｏｌ／Ｌ） １．２０±０．１５ １．３０±０．１８
Ｅ２（ｐｇ／ｍｌ） ３８．４８±４．３１ ５６．１５±４．０２

对照组 ｓＣａ（ｍｍｏｌ／Ｌ） ２．１４±０．１４ ２．２１±０．１８
ＣＨＯＬ（ｍｍｏｌ／Ｌ） ６．２８±０．７０ ４．５６±０．４８
ＡＬＰ（Ｕ／Ｌ） ６４．０２±２９．７３ ５９．５８±３２．１５
ｓＰ（ｍｍｏｌ／Ｌ） １．１８±０．１２ １．２５±０．１７
Ｅ２（ｐｇ／ｍｌ） ３７．０１±３．１２ ３９．４５±３．５８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生化测定结果统计显示，治疗前后
对照组、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治疗后的
Ｃａ、ＣＨＯＬ、ＡＬＰ、Ｐ水平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两组患者检测结果均在正常范畴内。通过比较，治疗前后对

照组Ｅ２（雌二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而观察组治疗后效果
较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有显著改善（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人类的生存寿命也不
断增长，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也相应增高，因此，该病严重地威

胁着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的健康。临床资料表明，在女性中

随着闭经，骨量的丢失增加，尤其在绝经后的前３～５年内骨量
丢失最快，之后骨量丢失速度虽然逐渐减缓，但丢失现象仍普

遍持续存在［４］。绝经后的中老年妇女因雌激素分泌不足及营

养物质的吸收率减退，更增加了绝经骨松症的发生［５］。绝经骨

松症患者长期处于轻、中度的周身疼痛状态，使得大多数患者

的生活质量低于正常人，导致患者普遍存在不良的心理状况，

而心理负担又提高了疼痛的敏感性，如此的不良循环将直接影

着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６］。中医认为骨质疏松症主要的发生“源

头”在肾，肾为先天之本，寓元阴元阳，肾藏精，主生长发育，在

整个生命过程中，正是由于肾中精气的盛衰变化，而呈现出生、

长、壮、老、已的不同生理状态。肾元亏虚，气血失充，筋骨失于

濡养，导致“骨痹”、“骨痿”等症的发生。人到中老年，肾精衰

退，形体也逐渐衰老，全身筋骨运动不灵活，齿摇发脱，呈现出

老态龙钟之象。

临床实践证明，单用西医疗法治疗绝经骨松症常有较大副

作用［７］。临床上中医多采用补肾、活血、行气的方法对妇女绝

经后骨质疏松症进行治疗［８］，西医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时多采

用双磷酸盐药物如唑来膦酸等。本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症，通过中医综合调理肾、脾，改善先后天

功能状态，增加钙制剂的吸收，西医通过使用唑来膦酸注射液

不仅可以有效地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而且同时诱导破骨细胞

的死亡，从而减少骨量的丢失，中西医结合治疗进一步提高了

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效果。临床上从中西医的不同角

度对此种病症进行分析和治疗，找出两者的结合点，既提高治

疗效果，又减轻治疗中的毒副作用，值得临床进一步应用和深

入探讨。

参考文献

［１］　谭瑞星，管剑龙．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进展
［Ｊ］．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０３，３（１）：４８４９．

［２］　乐杰．妇产科学［Ｍ］．７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２０３２２．
［３］　王亚莉，田红旭，师管花，等．郑州地区１０８６０名健康体检者骨密

度分析［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１，２５（１２）：１２４５１２４６．
［４］　何原，刘卫星，孙爱华．绝经后防治骨质疏松［Ｊ］．实用全科医学，

２００４，２（３）：２６１２６２．
［５］　崔英华，张银萍，郭秋兰，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妇女绝经后骨质疏

松症４０例［Ｊ］．中医杂志，２００３，３（１）：４８４９．
［６］　汪明星，房明亮，王建强，等．徐州地区１５７２例健康人群骨密度和

骨质疏松症调查［Ｊ］．徐州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３）：１６７１７０．
［７］　胡一顺，刘丹．脉冲电磁场对老年妇女骨质疏松症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０８，６（７）：７０２７０３．
［８］　黎玉梅．补肾法治疗绝经期骨质疏松症［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０４，２４

（２）：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９）

（上接第７３０页）
能亢进、血浆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增高，ＧＡＢＡ抑制作用减低。本
研究认为，丙戊酸镁可提高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

的疗效［３］。合用可改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可能是通过阻断电

压敏感通道而减少了神经递质释放，强化了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的多巴胺和５羟色胺２Ａ受体阻断效应。有资料显示丙戊酸盐
作为心境稳定剂对于各种精神障碍所伴发的激越和攻击行为

均有效［４］。丙戊酸盐的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 γ氨基丁酸（ＧＡ
ＢＡ）转氨酶及琥珀酸半醛脱氢酶（ＳＳＡＤ）来增加脑内 ＧＡＢＡ含
量。ＧＡＢＡ作为一种抑制性递质，能有效地抑制冲动兴奋行
为［５－６］。

综上，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患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均很高的

疾病，也是精神科常见病、多发病［７－８］。丙戊酸盐合并抗精神

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较单用抗精神病药能较好地治疗精神障

碍的激越症状，耐受性好，副作用少，可以提高疗效，缩短疗程，

提高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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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与教育·

家庭健康教育对胰腺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梁宪玲，赵玉沛

【摘　要】　目的　探讨家庭健康教育对胰腺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在内
蒙古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普外科住院治疗的５０例胰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和
排除标准的患者分为Ａ组和Ｂ组，Ａ组患者仅给予常规治疗和健康宣教，Ｂ组患者则同步实施家属健康教育，观察并比
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结果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均较前有所改善，但是，Ｂ组患者ＳＦ３６量表中各维度指标得分均明显
高于Ａ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家庭健康教育能够明显改善胰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
预后，为此，在对患者进行临床治疗过程中，要加强对胰腺癌术后患者实施同步家庭健康教育。

【关键词】　家庭健康教育；胰腺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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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腺癌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具有恶性程度
高和预后差等特点，患者的５年生存率仅为１％～５％［１－２］。为

此，探寻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措施和手段意义重大。研究显

示［３－５］：家庭健康教育能够改善乳腺癌、脑卒中和食管癌等疾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总结影响胰腺癌术后患者生活质

量的影响因素，并将其应用于２００７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
院普外科住院治疗的胰腺癌患者家庭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取得

满意的效果，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于２００７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院普
外科住院治疗的５０例胰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患者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中国常见肿瘤诊治

规范》诊断胰腺癌的诊断标准［５］；②患者均经病理组织学和
（或）细胞学检查证实为胰腺癌；③经２名以上普外科副主任医
师评估患者生存期＞３个月；④对患者进行 ＫＰＳ评分≥６０分；
⑤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随机将符合本研究纳入标
准和排除标准的患者分为 Ａ组和 Ｂ组，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
年龄和病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在实施调查前，对本研究问卷调查员进行
相关培训，调查员经过笔试考试和专家面试考核合格后再对患

者开始实施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时间为入院时和入院后第２
周。在问卷调查时，说明本研究“仅作科学研究、完全保密”，让

患者如实作答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本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０７１６９３）
作者单位：０１００２０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普外科（梁

宪玲）；１００７３０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普外科（赵玉
沛）

通讯作者：梁宪玲，电子信箱：ｗｔｉｔｔｙ＠１２６．ｃｏｍ

研究笔者发放５０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回收５０份问卷，问卷
回收率为１００％。
１２２　调查工具和评价标准　①自编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
龄、职业、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②ＳＦ３６量表［６］：该量表原来

评估患者生活质量，该量表共有量表包括躯体功能、心理、社会

与疾病症状４个维度，共３２个条目（１７项正向条目，１５项反向
条目），每一条目采取５点等距评分法依次赋１～５分，正向条
目得分为各条目相加，反向条目得分为６的减去原始分，ＳＦ３６
量表总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１２３　护理干预方法　Ａ组仅给予常规治疗和健康宣教，Ｂ组
患者则同步实施家属健康教育。具体措施包括：①初步评估。
评估患者一般情况，了解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胰腺癌的认知程

度、对社会支持的需要程度、患者自己对今后生活的态度，同

时，了解患者对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②加强胰腺癌相关知识
健康宣教。采用个性化方式对患者和患者家属进行健康宣教，

告知患者和患者家属胰腺癌的病因、病理变化、临床表现、治疗

方案、并发症和护理措施等，提高对胰腺癌的正确认识，避免盲

目的担心、恐惧和紧张情绪，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③加强患
者家属教育以提高患者社会支持。召开胰腺癌患者家属经验

交流会，交流心得，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息等方式，家属间相

互促进，共同提高。举行胰腺癌防治有奖知识竞赛，激励患者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心理障碍。④做好患者的生活护
理。包括帮助患者梳头、洗手、洗脚、洗脸、饭前擦手、热饭、喂

饭、喂水、剪指／趾甲等日常生活。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ｔ检验和χ２检验。
检验水准α＝０．０５，双侧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Ｂ组患者治疗前后 ＳＦ３６量表得分比较　Ｂ组患者治疗
后的ＳＦ３６量表中各维度指标得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差异有

·０５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 ＳＦ３６量表得分比较　Ｂ组患者的 ＳＦ３６量表
中各维度指标得分均明显高于 Ａ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３　讨论
　　在我国，胰腺癌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该病恶性程度
高，５年生存率仅为１％ ～５％，由于胰腺解剖学位置和功能的
特殊性，早期症状和体征往往不明显，导致患者确诊时往往已

处于癌症中晚期，已经丧失根治性手术治疗的时机［１－２］。为

此，如何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在国

内，由于社会经济和医疗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胰腺癌术后患

者均在家进行后期治疗与护理［７－９］，因此，家庭护理质量的好

坏直接关系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护理多由患者家属承担。

但是，绝大多数患者未接受过正规的培训，家庭护理方案尚未

达成共识。为此，探寻提高胰腺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的干预方

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表１　Ｂ组胰腺癌患者治疗前后ＳＦ３６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时间 ｎ 躯体健康 躯体角色功能 躯体疼痛 社会功能 情绪角色功能 心理健康 精力 总体健康 总分

治疗前 ２５ ８３．４５±２．３７８２．２８±４．２１８２．５７±５．２６７３．４３±４．５１７８．４２±４．５５７５．３８±５．２４７１．５３±４．３６８２．５４±５．３２８３．７５±５．４１
治疗后 ２５ ９６．７４±２．３９９４．２９±４．２６９２．４５±５．１３８５．３３±５．４５８７．９７±５．６３８７．８２±５．６３８２．９３±５．５４９３．８４±５．３８９４．２６±５．５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胰腺癌患者ＳＦ３６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躯体健康 躯体角色功能 躯体疼痛 社会功能 情绪角色功能 心理健康 精力 总体健康 总分

Ａ组 ２５ ８９．４８±２．３５８７．２８±４．３６８５．８７±５．０６７９．４６±５．５２８２．８２±５．４６８１．１５±５．２９７５．８８±５．３１８７．５３±５．３５８８．５６±５．３７
Ｂ组 ２５ ９６．７４±２．３９９４．２９±４．２６９２．４５±５．１３８５．３３±５．４５８７．９７±５．６３８７．８２±５．６３８２．９３±５．５４９３．８４±５．３８９４．２６±５．５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均较前有所改善，但是，Ｂ
组患者的ＳＦ３６量表中各维度指标得分均明显高于 Ａ组患者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
致［１０］。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家属健康教育的实施
能够让患者家属了解胰腺癌的基本概念、常见诱因、诊治及其

预防的相关知识，提高患者患者家属对该病的认识，患者家属

能够给予患者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增强患者对抗胰腺癌的信

心，避免患者出现消极情绪和行为，改善患者的预后；②家属健
康教育能够让患者家属全面了解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措施，并

协助护理人员尤其是出院后将各项医疗措施落实到位，改善患

者的治疗疗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家庭健康教育能够明显改善胰腺癌患者的生活

质量，改善患者的预后，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１］　胡勇，卫平民．某高校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教职工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分
析［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２，３３（５）：６３４６３５．

［２］　田艳涛，赵平．局部进展期胰腺癌的综合治疗［Ｊ］．实用肿瘤杂志，
２０１１，２６（２）：１０９１１２．

［３］　尚翠永，宋丽萍，康怀英，等．家属健康教育对乳腺癌患者康复的
影响［Ｊ］．实用全科医学，２００６，４（３）：３２１．

［４］　谷艳红．健康教育对喉癌根治术后出院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Ｊ］．
当代护士，２０１２，３（８）：１５４１５６．

［５］　钱军，李志祥，鲁智．胰腺癌姑息性治疗方法初探［Ｊ］．实用全科医
学，２００７，５（１）：２７２８．

［６］　罗维，瞿广素．护理心理干预对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症患者心
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Ｊ］．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１８）：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

［７］　ＤｏｖｚｈａｎｓｋｉｙＤＩ，ＨａｒｔｗｉｇＷ，ＬａｚａｒＮＧ，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ｂ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４ｐｈｅｎｙｌｂｕｔｙｒａｔｅｉｓ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Ｊ］．Ｏｎｃ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２，
２０（２３）：１０３１１１．

［８］　ＴｈｏｌｅｙＲ，ＳａｗｉｃｋｉＪＡ，ＢｒｏｄｙＪ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ａｓｅｄ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
ａｐｉｅｓｆｏｒ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ｌｏｏｋ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ｏｘ”［Ｊ］．ＣａｎｃｅｒＪ，
２０１２，１８（６）：６６５６７３．

［９］　ＣｉｎａｒＰ，ＴｅｍｐｅｒｏＭＡ．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ｈｅｒａ
ｐｉｅｓｆｏｒ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Ｊ，２０１２，１８（６）：６５３６６４．

［１０］　李运梅，夏炳成，王美莲，等．家庭护理干预提高社区慢性肾功能
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探讨［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１６）：
１１２４１１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０）

（上接第７３７页）
医院也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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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社会心理因素致剖宫产２８５例调查分析
唐乃秀，刘靖，叶名芳，张瑜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社会因素导致剖宫产的孕妇进行社会心理分析，总结出降低剖宫产率的有效对策。方法　采
用问卷调查对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蚌医一附院２８５例社会心理因素致剖宫产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要求剖宫产的孕妇多为城市户口，经济状况好，或者是珍贵儿母亲，要求剖宫产的理由多是害怕分娩疼痛和对自
然分娩的安全性缺乏信心，其次是孕妇及家属不懂医学知识，误认为剖宫产儿比阴道分娩儿聪明以及误认为阴道分娩会

影响产后体形等其他社会因素。结论　社会心理因素是剖宫产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强孕期保健，孕妇孕期定期产
前检查，积极参加产前宣教培训课，医师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助产人员加强产程心理调控，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以及允

许陪伴分娩是降低社会心理因素剖宫产率的关键。

【关键词】　社会心理因素；剖宫产；分析；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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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分娩的因素除了产力、产道、胎儿之外，还有社会心理
因素。目前剖宫率的急剧攀升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

注。而剖宫产率的增加与产妇的社会心理因素密不可分。本

文对２８５例因社会心理因素而行剖宫产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其心理因素，旨在为降低因社会心理因素剖宫产率提供一些建

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住院分娩
总数３０１４例，实施剖宫产２０２７例，剖宫产率为６７．２５％，社会
心理因素剖宫产２８５例，占剖宫产的１４．０６％。孕妇年龄２３～
４１岁，初产妇２４３例，经产妇４２例，城市居民２６７例，１６３例产
检在多家医院进行，孕期未参加产前检查培训班，未接受过产

前宣教知识讲座。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病例均由产前检查工作人员采用问卷调
查的形式进行。对我院２８５例社会心理因素致剖宫产孕妇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２　结果
　　２８５例被调查者中，其中家庭经济好，独生子女，害怕分娩
疼痛者１２５例，占４７．３７％，珍贵儿（高龄初产，试管婴儿，不孕
症治愈，习惯性流产孕期保胎）对阴道分娩胎儿安全性缺乏信

心者７５例，占２６．３２％，认为剖宫产儿比阴道分娩儿聪明者２１
例，占７．３７％，认为阴道分娩产后影响体形者１６例，占５．６１％，
认为疤痕子宫阴道分娩会导致子宫破裂者１２例，占４．２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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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道分娩后影响性生活者１０例，占３．５１％，家属择日坚决要
求剖宫产者８例，占２．８１％，孕妇在产程活跃期不能耐受阵痛
主动要求剖宫产者５例，占１．７５％，医患关系紧张，医务人员迫
于压力主动放松指征者３例，占１．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剖宫产对母儿影响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剖宫产手术
对解决难产和严重的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及降低母儿发病率

和病死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伴随着现代产科技术的发展和

完善，剖宫产和麻醉技术的成熟和提高，电子胎心监护的普遍

使用，使社会民众和产科医师所谓为了确保母儿安全，减少医

疗纠纷，从而对这些技术过分的依赖，致使剖宫产率逐年增加，

干扰了孕妇正常的分娩过程，给妇女和儿童的生理健康带来了

严重的危害。剖宫产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难产和某些高危妊娠，

一次恰当慎重的剖宫产总比一次困难的阴道分娩对母儿有利，

盲目的剖宫产徒增产妇的手术近远期风险［１］。如术中麻醉意

外，产时，产后出血，剖宫产的孕妇一旦发生产后出血，大部分

需要二次手术止血，必要时需要切除子宫才能挽救孕妇生命。

术后感染，切口子宫内膜异位症，腹壁子宫瘘，膀胱输尿管瘘［２］

等发生情况上升。羊水、空气栓塞率增高致产妇死亡是阴道分

娩的１０～２０倍［３］。婴儿方面，剖宫产的新生儿没通过子宫收

缩及产道挤压，较易发生新生儿湿肺。剖宫产儿感知综合失调

的发生率较高［４］。剖宫产率上升到４０％～５０％，围生儿死亡率
反而升高，其原因可能归结于剖宫产增加了新生儿窒息和患病

率。因此如何降低剖宫产率已经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从本文调查资料分析可见，社会心理因素致剖宫产孕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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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孕妇总数的１４．０６％，其中经济条件好，独生子女，害怕
分娩疼痛者１２５例，剖宫产率占４７．３７％，对阴道分娩胎儿安全
性缺乏信心者７５例，剖宫产率占２６．３２％，明显高于其它理由。
３２　社会心理因素剖宫产的原因　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
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国目前大多数家庭都奉行独生子女政

策，家长不愿意女儿遭受分娩疼痛的折磨，再加上孕妇未接受

孕期健康知识培训班讲座，对自然分娩缺乏信心，害怕难产，产

痛，所以选择剖宫产。②产妇及家属不懂医学知识，误认为剖
宫产儿比阴道分娩儿聪明，误认为疤痕子宫阴道分娩会导致子

宫破裂，误认为阴道分娩会影响产后性生活，误认为阴道分娩

产后影响体形。③由于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务人员辛苦观
察产程，如最后接生结果孕妇和胎儿稍微有点意外，不仅不能

得到家属谅解，反而受到指责，这使得部分医生为避免医疗纠

纷宁愿选择剖宫产。④因迷信思想要求小孩某“吉时”剖腹出
生［５］。⑤部分诊疗机构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家属为了心
中的理想性别“平安”主动要求剖宫产。

３３　对策　建议卫生行政机构有文件规定《孕妇围生期保健
手册》要在大型综合医院建立，至２００８年《孕妇围生期保健手
册》改在孕妇户口所在保健站建立以来，因该机构大部分工作

人员非产科专业人员，不懂产科理论知识，不会做产检，更不能

在孕妇建立手册的第一时间做好孕期宣传，再加上部分孕妇每

次产检选择不同医院，使她们不能按时参加产科门诊宣教培训

班，没有认识到自然分娩的好处和剖宫产的危害，对即将到来

的分娩感到紧张和不安，所以干脆直接选择剖宫产。要求各级

保健机构要为孕妇提供心理支持，实施人文关怀，心理支持，人

文关怀应从妊娠前开始，为准备妊娠的夫妇提供相关知识，提

高心理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以良好的心理状态迎接妊娠［６］。

孕期通过系统的产前健康教育，询问专业人士，通过多媒体及

传媒界定期宣传自然分娩的好处，使孕妇及家属了解有关妊娠

及分娩的基本知识，孕期合理饮食，减少巨大儿发生率。建议

立法机关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诊疗机构给予严惩，另外，破

除传统迷信观念，有部分家属选良日挑吉时作为孩子出生日

期，要求医生在特定日子手术以满足想通过定时的剖宫产创造

出“天才”的虚荣心。

针对我院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高剖宫产率，对策如下：①
产科门诊应加强孕期健康教育，向孕妇及家属宣传自然分娩的

优点，使她们充分认识到自然分娩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对

母婴近期和远期都有剖宫产无法比拟的优势，产痛也是一种正

常的生理现象，帮助孕妇消除对分娩的恐惧心理，保持健康良

好的心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②建议孕妇孕期定期产前检
查，积极参加产科门诊产前宣教培训班，熟知自然分娩和剖宫

产的优缺点，不要听信社会上有关分娩的传言，应听从产科医

生建议，选择适合自己的分娩方式。③家属及亲朋好友也应采
用多种放式鼓励孕妇，给予心理支持，提高其自然分娩信心。

④产科医生要从实际出发，运用所掌握的产科知识，理性、善意

地和孕妇及家属沟通，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她们交谈，取得她

们的信任和理解［７］。对住院待产的孕妇，医生通过全面检查，

规范产前诊断，对产妇因素，头盆因素，胎儿因素和宫内因素进

行综合分析评估，决定手术方式［８］，如无剖宫产指征，应鼓励孕

妇自然分娩。⑤在产程观察中，助产人员要有耐心、爱心，在宫
缩时分散产妇注意力，必要时采取无痛分娩技术，同时提高助

产士对产程的观察，难产的辨别及产时并发症的处理能力，减

少产伤，提高阴道分娩的安全性。助产人员要有娴熟的助产技

术，才能赢得产妇及家属的信赖，孰练的技术和温馨的话语可

降低社会心理因素剖宫产率。⑥开展家庭式产房，允许丈夫、
家人或有经验的人员陪伴分娩（Ｄｏｕｌａ）［９］，以求精神上的鼓励，
心理上的安慰，体力上的支持，可使孕妇消除恐惧，保持良好的

心态，顺利度过分娩全过程。陪伴分娩能降低剖宫产率，缩短

产程，减少围生儿病率及产科病率等，使顺产率提高，可见社会

心理因素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随着剖宫产比率的增高，决定分娩的四因素中，

社会心理因素所占的比率逐年升高，这不仅是产科医护人员值

得重视的医学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社

会问题。降低社会因素剖宫产率需要全社会的不懈努力，涉及

医疗观念和服务模式的转变，更多地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医学

机构、社会群体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支持系统，使分娩重新成

为自然和健康的过程［１０］。剖宫产率下降是围生医学发展的一

个标志。因此，各级保健机构应做好产前宣教，孕妇孕期定期

产检，产科医生正确掌握剖宫产指征，助产士加强产程中的心

理调控，提倡导乐分娩对降低社会心理因素剖宫产率有着重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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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心理干预对腹腔镜手术患者麻醉恢复期的影响
蔡旭柔，洪奕珊，黄志良

【摘　要】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对全麻下腹腔镜手术患者麻醉恢复期的影响。方法　对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２月进行
全麻下腹腔镜手术的１００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予以术前常规护理，实验组在术前访视时行心理护理干
预。比较两组患者在麻醉恢复期前后血压、心率的变化及躁动率、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两组患者在麻醉恢复期前血
压、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麻醉恢复期后血压、心率情况优于对照组，躁动发生率和喉痉挛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主动配合手术，降低患者麻醉恢复期
的并发症，对循环功能的稳定、理想的手术效果和患者的术后康复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心理护理干预；全身麻醉；腹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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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作为身体的一种创伤，多数患者生理和心理方面会出
现应激反应，当反应过于强烈时，会严重影响手术、麻醉的顺利

进行及术后身体的康复［１］，从而给患者增加痛苦。全麻手术病

人麻醉恢复期常见的并发症是躁动，剧烈躁动时拔管往往会诱

发喉痉挛，使麻醉恢复期的安全管理更加困难，从而增加了麻

醉恢复期的风险。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更多传统开放手术被

腹腔镜手术所代替，而腹腔镜手术大都采用全身麻醉方式进

行，且手术必须在气腹下完成，术后患者因体内 ＣＯ２潴留往往
全身酸痛难受，在麻醉恢复期更易产生躁动及其它并发症。如

何使患者安全度过手术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我科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２月对全麻下腹腔镜手术患者在
术前访视时行心理护理干预，取得较好的护理效果。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 －１２月在本科择期行全麻
下腹腔镜手术患者１００例，男性２７例，女性７３例，年龄２０～７４
岁，其中腹腔镜胆囊手术５３例，腹腔镜疝修补术８例，腹腔镜
卵巢囊肿手术１５例，腹腔镜不孕检查术５例，腹腔镜子宫次全
切除术８例，腹腔镜下行宫外孕探查术５例，腹腔镜阑尾手术２
例，腹腔镜肾上腺瘤切除术１例，腹腔镜肾上腺囊肿去顶术３
例。所有患者术前意识清楚，无心理及行为异常，无明显心、

肺、肝、肾疾病，全身麻醉药物种类无差别。将１００例手术患者
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５０例，两组手术患者性别、年龄、手
术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将１００例手术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
按常规做好术前准备及手术配合准备工作；实验组按常规做好

术前准备，并于术前一天到病房访视时给予心理护理干预。

１２１　心理护理干预方法　术前一日下午由手术室巡回护士
认真填写术前访视单，深入病房进行术前访视。访视内容包

括：巡回护士到达病房后主动、热情与患者打招呼，向患者介绍

自己，简单介绍手术室的整体环境，腹腔镜手术专用仪器设备，

以及腹腔镜手术的特点、优点、麻醉方法及麻醉配合要点、术前

注意事项、术中配合要点，让病人了解腹腔镜手术相关知识，消

除恐惧感，减轻压力，增强自信心。

１２２　心理护理干预内容　①首先了解患者的心理特点、生
活习惯以及患者对所患疾病有什么忧虑、理解、接受能力，对不

同的患者针对其不同心理采取不同心理护理。如对焦虑、恐惧

者要用热情、真诚的语言与其交谈，让患者说出自己的顾虑、心

理需求和期望并尽量给予满足。如对特别担心手术安全的患

者要告知患者整个手术过程有手术医生、麻醉医生、手术护士

作者单位：５２２０００广东省揭阳市人民医院手术室
通讯作者：蔡旭柔，电子信箱：７９９０８６８４９＠ｑｑ．ｃｏｍ

陪护，并且都有监测生命体征以确保手术病人的生命安全，不

用过分紧张担心。②用温和的语气和简单的示范动作让患者
知道手术的大概过程和全麻的特点，同时告诉患者在手术结束

刚要苏醒时会感觉咽喉部非常难受、口渴、全身酸痛不适等，这

时不用害怕、惊恐，更不能乱动，需要听从麻醉医生指挥和配合

一些动作如呼叫名字要应答、睁眼、大口呼吸、握手及拔管后深

呼吸等，并且告知患者因腹腔镜手术充入 ＣＯ２的缘故，麻醉恢
复期会有全身酸痛难受的感觉，深呼吸有助于体内ＣＯ２气体的
排出，让患者清楚怎样克服拔管前的不适和配合麻醉复苏。③
术晨由巡回护士热情迎接患者入室，轻声询问患者昨晚睡眠情

况和禁食情况，手术室内空调会不会太冷或太热，术前用药、手

术部位皮肤准备情况等是否到位，并告诉患者整个手术过程自

己一直陪护，不用担心，有什么不适或需要可随时说出，让患者

增强自信心、安全感，以平静的心态接受手术、配合手术。④手
术结束后，巡回护士可握住患者的手，当患者自主呼吸、自主意

识恢复时，轻轻告诉患者，手术已顺利完成，咽喉部有点不适，

不要紧张，配合麻醉医生握拳或抬举上肢，我们将尽快拔除气

管插管，减少不适［２］，顺利安全度过麻醉恢复期。

１３　评价方法　测量两组患者麻醉恢复期前后血压、心率的
变化并统计并发症的发生率、麻醉恢复期躁动评分。评分标

准：０分：安静、合作；１分：吸痰等刺激时肢体有运动；２分：无刺
激时也有肢体运动，但不要医护人员制动；３分：激烈的头、肢体
运动，需要医护人员制动，其中 ０分、１分属于未发生躁动，２
分、３分属于发生躁动［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ＰＥＭＥＳ３．１。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麻醉恢复期前后血压、心率变化　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麻醉恢复期时躁动及喉痉挛的发生情况　详见
表２。

３　讨论
３１　麻醉恢复期患者躁动及喉痉挛的原因分析及后果　躁动
是全麻患者麻醉恢复期前最常见并发症，表现为无意识乱动、

挣扎、无理性言语等。目前认为躁动出现的主要原因有麻醉药

物残余作用、苏醒不完全以及手术切口疼痛、不能耐受气管插

管、留置尿管的刺激，患者恐惧和焦虑的心理状态也是躁动诱

发的因素。躁动时剧烈挣扎能引起伤口出血、裂开、窒息、各种

导管脱出、坠床等意外发生或致手术失败，另外还会造成交感

神经兴奋，引起患者的循环系统不稳定，血压升高，心率加快，

甚至出现心律失常、高血压危象、心肌缺血及心脑血管意外等，

若处理不及时，可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４］。躁动全麻患者往往

拔除气管导管后会诱发喉痉挛，出现喉痉挛患者 ＳＰＯ２突然下
降，全身发绀，喉头发出哮鸣音，若发现不及时、（下转第７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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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浅议人性化服务在社区儿童免疫规划工作中的应用
兰雅平，陈丹，楚斯垠，申敏，陈晓

【摘　要】　目的　为了提高社区儿童免疫工作的工作效率，就要对整个社区的儿童免疫工作进行系统、完整的规划，因
而需要引入新的、高效的、人性的服务模式。方法　自２００７年本社区开始进行规律的社区儿童免疫工作以来，笔者不断
对管理的模式进行探索和改进，在社区中也建立了信息化管理系统，并且将儿童的户籍管理转向了地化管理。结果　在
社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以及信息化的管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疫苗接种工作的安排能够

更快的通知到每家每户，这使得信息延误的情况大大降低，纠纷也大幅减少。结论　人性化以及信息化的管理措施能够
使社区儿童免疫工作有更好的进展，这些措施的提供为社区儿童免疫工作的改进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　社区；人性化；儿童免疫；规划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３２３　Ｒ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５５０２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
也在不断的提高，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使得人们增强了自我保护

的意识，因而疫苗的接种工作逐渐普及开来［１］。大多数在社区

生活的人们都提高了免疫的意识。因而新的时代也为社区的

儿童免疫工作提出了新的、更加严格的要求［２］。新时期的社区

儿童免疫工作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加强疾病的监测以

及密切关注即将消失的疾病和新的传染病中［３］。因此，为了方

便人们的交往和信息的交流，就需要有一种较为人性化的服务

模式来对信息的传递进行保证。为使社区的工作质量和工作

方式能够得到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我社区开展了探讨人性化服

务在社区儿童免疫规划工作中的应用的研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择的对象均为２００７年所选的２个
社区卫生服务点，试点开展各项工作，２００９年工作完成并向全
区推广实施。因而在社区中选取了社区儿童成员 ３９２位，男
２４２位，占５８．２％，女１５０位，占４１．８％，年龄３个月～１２岁，平
均（６．２±０．３）岁。将儿童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１９６位，
两组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将３９２位儿童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
组，每组１９６位，对照组的１９６位儿童进行原来的常规免疫工作
的宣传，观察组１９６位在传统的常规免疫工作的基础上再加上
人性化的免疫服务工作，具体操作如下。

１２１　建立档案　由医院、街道、医疗教育机构对所有儿童进
行系统完整的登记，其中要包括儿童的姓名、年龄、家庭联系电

话、家庭住址、家属教育内容、接种疫苗的时间、种类等项目，以

帮助各组织在进行走访教育、注射疫苗、通知疫情时能够及时

的告知各位儿童家长，并且能够通过多方的力量来对儿童的行

为、病情进行监督。

１２２　工作需要进行属地化的管理　整个社区的儿童免疫工
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卫生服务部门的工作要求进行服务，对于接

种的通知以及疾病的探访和巡视工作要及时的建立档案［４］。

在免疫工作的规划方面，儿童保障在社区的卫生资源中是可以

进行共用和共享的。在儿童中还要建立一些预防接种关系的

一些制度，本市的儿童需要在户籍接种单位办理相关的卡证，

之后再由接种的单位进行接洽管理。对于外来的儿童，需要专

门设立针对此类儿童的议事议程，并且颁布相应的文件和法规

来制定出有关部门的具体的工作目标以及工作职责。颁布文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３４广东省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香蜜二村社康中心（兰雅
平，楚斯垠，申敏）；５１８０３３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碧海云天社
康中心（陈晓）；５１８１７２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护理部（陈
丹）

通讯作者：兰雅平，电子信箱：ｌａｎｙａｐｉｎｇ２３８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件的内容要包括：免疫工作的工作目标、内容、措施等。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对于外来儿童需要做好查漏的工作，保证社区的每

个儿童都能够接种疫苗。

１２３　加强对监护人的教育　每月都对儿童家长进行１～２
次讲课，医护人员以及健康教育机构要在活动中对流行的疫情

的护理、保健等知识进行生动、深入浅出、便于理解的讲述，要

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使家长知道

小儿免疫防护的重要性。一系列的培训，可以使监护人了解到

重视疫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及早

的发现让儿童接种疫苗，以预防特定的疾病。

１２４　提高人性化服务水平　①把儿童接种后的相关注意事
项及计免专干联系方式等内容制作温馨提示卡片上，并将其与

儿童预防接种本一同发放。若儿童及其家长发现疑问或接种

后的不良反应，能及时获得咨询服务。②在预约二类疫苗时，
应充分遵照儿童家长的知情权，将不同疫苗的区别之处、费用

及效果等信息进行告知，以便其自主选择。③详细登记儿童接
种的反应，并上报相关部门，主动电话询访接种后的反应及家

长的评价，在预防接种过程中应贯穿人性化服务的宗旨。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２　结果
　　观察组在改良后的社区的免疫工作规划中，使这些居民的
更多的孩子及时地接种了疫苗，达到了预期的工作目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施人性化免疫工作后儿童接种
疫苗的情况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实施人性化免疫工作与同时段对照组儿童接种疫苗的情况（ｎ，％）

组别 免疫工作后其接种疫苗的儿童人数 免疫工作前其接种疫苗的儿童人数 合计

观察组 １１２（５７．１４） ４１（２０．９２） １５３（７８．０６）
对照组 ８２（４１．８４） ４２（２１．４３） １２４（６３．２７）
合计 １９４（４９．４９） ８３（２１．１７） ２７７（７０．６６）

　　注：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技术不断进
步的今天，虽然对许多疾病的治疗已经不再困难，但是在发育

成长阶段就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尤为重要，主要如社区儿童免

疫规划工作［４］。社区工作人员需要规范儿童的生活习惯、养成

良好的生活方式，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儿童家长也应该积极

的理解、尽全力配合儿童的日程表，给予其更多的心理支持［５］。

社区的工作人员要及时地对社区的儿童免疫工作的开展情况

进行汇报，并且尽可能准确、高效的进行新的疫情资料的交流

和传递的工作，要求儿童尽快的接种疫苗。社区还应不断努力

探索新的、更好的专门针对儿童的健康生活的方式，并且给予

儿童更多的鼓励以及人文的关怀，使这些弱势群体能够在社区

中得到更专业、更浅显易懂、更有用的健康知识［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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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显示通过常规免疫工作的基础上再加上人性化

的免疫服务工作能够保证社区儿童及时进行疫苗接种，达到了

预期的工作目的，表明人性化的免疫服务工作的举措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利于疾病的预防控制以及儿童的健康成长［７］。然

后在社区免疫工作开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如

下：改良宣传形式：儿童家长文化程度会对免疫工作的结果造

成影响。因儿童家长的文化程度高低有别，部分难以接受一些

较为专业的免疫知识的讲解的情况，故教育的方式要尽量的丰

富多样、便于理解，使儿童家长一看就懂，并且教育的内容信息

量不应过大，这样不便于儿童家长的记忆［８］。多种形式的宣传

能够使社区内不同阶层的儿童家长都了解到儿童接种疫苗的

重要性。尤其要注意对于流动儿童家长的宣传，宣传的时机和

地点可以选择在流动孕妇体检的时候儿童入学的时候，还有其

他一些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在此类地区通过发放通俗

易懂的预防接种宣传单或者对流动儿童家长进行面对面的口

头宣传教育来达到使其接种疫苗的目的。强化部门的职能建

设：社区免疫工作需要将重点放在儿童的免疫工作的开展上，

社区组织应该积极认真的落实国家关于疾病和卫生的一些防

控的措施，对于流动的儿童，需要将其免疫工作的管理列入重

点的讨论议程，并且联合多个部门，做到对流动儿童齐抓共管，

并且实现其信息资源的共享化。争取让所有的流动儿童都能

够及时接种疫苗，从而减少流动儿童疫苗接种的空白点。加强

对流动儿童的管理：社区免疫工作站要专门成立针对流动儿童

的工作小组，并且定期的召开会议。免疫工作机构应将社区流

动儿童的工作的成效列入年初计划以及年终考核。应该建立

各级儿童的管理网络，加强对流动儿童进行摸底排查。对于居

住时间超过２个月的儿童，要建立起预防接种卡，使其享受与
本地儿童同样的待遇。所有儿童在疫苗接种后都应该进行跟

踪走访，并且通过多种措施提醒其进行下一次的接种。社区免

疫工作机构还应该及时的上传、录入儿童的接种信息，防止重

种、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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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与内瘘闭塞不具有相关性，这与其他研究纤维蛋白

原是内瘘闭塞的危险因素结果不符，这可能与本研究

样本量较少有关。有研究认为长期血液透析患者的纤

维蛋白原常常高于正常可能与炎症状态、应激等因素

有关系［７］。纤维蛋白原增高能促进凝血。纤维蛋白原

是参与血栓形成的很重要的物质。但是纤维蛋白原具

体升高多少对血管内血栓形成及内瘘闭塞有确定的影

响，目前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关于动静脉内瘘闭塞因素的研究有许多，李红艳

等人的研究发现透析患者低血压、糖尿病是血管血栓

形成导致内瘘闭塞的易患因素［８］。有研究认为，在长

期血液透析的患者中，血脂是内瘘闭塞的一个相关因

素［９］。但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年龄、血红蛋白、胆固

醇、血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较

少而未能发现其与内瘘闭塞的关系有关。

除本文的研究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影响动静脉内

瘘的远期相关因素，由于条件等因素限制本文并未涉

及。如何使用和保护内瘘也是影响内瘘寿命的重要方

面。动静脉内瘘手术后应该适当活动术侧肢体，可以

用手挤压橡皮球等，促进肢体的血液循环［１０］。如果术

侧肢体出现水肿，应当适当休息，抬高患肢，直到肿胀

慢慢消退。如果有内瘘血管扩张不明显者，可以对术

侧肢体进行热敷，也可以短时间用手指间断的压迫吻

合口近心短的静脉，以促进静脉扩张。汪宏等认为瘘

侧肢体受压后反复牵引是动静脉内瘘血栓形成的重要

原因［１１］。血液透析时，动脉穿刺点远离内瘘至少 ３
ｃｍ，避免损伤吻合口，有计划的安排穿刺点的位置，反
复循环使用，以更有利于血管的修复和均匀的扩张，避

免增加形成假性动脉瘤的可能性，减少穿刺点渗血，延

长内瘘的使用时间。

总之，动静脉内瘘是长期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

线”，应合理选择、使用和保护内瘘，正确认识手术前后

能够导致内瘘闭塞的因素，及时加以预防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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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８５例 ＥＲＣＰ胆总管取石术患者生存质量测评的调查
刘有理，黄志刚，王光明，邓衍部，贺道兴，朱影，周政，陈兆夷

【摘　要】　目的　探讨内窥镜逆行胰胆管造影胆总管结石取石患者不同时期生存质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ＧＩＱＬＩ消化系统疾病生存质量量表对８５例行ＥＲＣＰ胆总管结石取石患者手术前、手术后第２、第６、第８周的生存质
量，包括生理功能状态、症状学、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能力、精神状态等５个方面，共有３６项调查项目变化进行问卷调
查、统计、分析。结果　术前平均ＧＩＱＬＩ生存质量指数９２．４６分，术后２周为１０５．７７分，术后４周为１０７．３４分，术后８周
为１１３．９２分。其中以自觉症状和心理情绪状态分值升高较为明显，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论　ＥＲＣＰ手术对患者的生理功能干扰轻微，利于患者在术后短期内恢复日常生活和工作，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其中教
育程度、性格、经济、家庭是其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胰胆管造影术；内窥镜逆行；胆总管结石；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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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ＥＲＣＰ技术的成熟，已经逐步取代外科手术，成为肝
胆胰系统疾病诊断与治疗的首选方式之一［１－２］。有大量的文

献报道，内镜下逆行造影胆总管取石术手术创伤小、受益大、术

后恢复快。而全面评价患者健康状况的指标应该不仅包括生

理功能状态的恢复，应同时从心理、精神、社会适应能力、承受

能力等各方面评价，即应强调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为此本研

究采用ＧＩＱＬＩ消化系统疾病生存质量量表对８５例行 ＥＲＣＰ胆
总管结石取石术患者手术前后的生存质量进行测评，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为ＥＲＣＰ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项研究纳入标准：①本院消化内科住院治
疗，术前均行ＭＲＩ＋ＭＲＣＰ诊断为胆总管结石并顺利完成 ＥＲ
ＣＰ取石术患者；②年龄大于１８岁患者；③患者意识清楚，有良
好的沟通能力，无神经、精神疾患；④无其他重要器质性疾病；
⑤本人及其家人均同意参加研究。排除标准：①非胆总管结石
患者或取石术不成功者患者；②沟通能力差，依从性差或有精
神疾病的患者；③合并有其他严重慢性病的患者；⑤不愿意或
无法阅读理解者。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共入

选８５例患者，其中男性４１例，女性４４例，最小年龄２２岁，最大
年龄８３岁，中位年龄６２岁。
１２　调查方法　选用 Ｅｙｐａｓｃｈ等设计的胃肠生活质量量表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ｄｅｘ，ＧＩＱＬＩ）作为主要测定方法，
并同时调查患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医疗费用的

支付方式等一般情况。ＧＩＱＬＩ量表是用于测定消化系统疾病患
者生活质量的最常用、说服力最强的量表之一，该量表包括生

理功能状态、症状学、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能力、精神状态等５
个方面，共有３６项调查项目，每项计０～４分，总分１４４分，正常
人群为（１２５．８±１３．０）分。为便于选择与分析，将 ＧＩＱＬＩ量表

作者单位：２４２０００安徽省宣城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通讯作者：陈兆夷，电子信箱：ａｎｎｃｚｙ＠ｑｑ．ｃｏｍ

中的“有时、偶尔、多数时间”明确量化（“偶尔”量化为１～３次
或１～３ｄ，“有时”为３～６次或３～６ｄ，“多数时间”量化为６～
１２次或６～１２ｄ）。本研究测量的时间为手术前及手术后２周、
４周、８周。调查人员向入选患者以及家属详细解释 ＧＩＱＬＩ量
表填写方法、调查内容及注意事项，患者自行或在家属帮助下

完成ＧＩＱＬＩ量表的填写。手术后的３次调查主要以出院后复
诊或电话回访完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选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原始数
据经方差齐性检验，各组方差齐，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

采用ｑ检验；各组方差不齐，采用秩和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参与者数量分析　本研究纳入分析患者８５例，最终进行
最终结果分析８５例，无脱落者。
２２　量表填写有效性　共发放问卷８５份，收回８５份，其中有
效问卷８５例，有效率１００％。
２３　术前与术后２周生存质量比较　术前患者 ＧＩＱＬＩ指数最
高为１１５分，最低为７３分，平均９２．４６分。术后２周患者ＧＩＱＬＩ
指数最高为１２６分，最低为７９分，平均 ＧＩＱＬＩ指数为 １０５．７７
分，较术前升高１３．３１分（Ｐ＜０．０５）。术后４周患者 ＧＩＱＬＩ指
数最高为１２２分，最低为８３分，平均 ＧＩＱＬＩ指数为１０７．３４分，
较术前升高１４．８８分（Ｐ＜０．０５）。术后８周患者ＧＩＱＬＩ指数最
高为１２４分，最低为９１分，平均 ＧＩＱＬＩ指数为１１３．９２分，较术
前升高２１．４６分（Ｐ＜０．０１）。其中以自觉症状和心理情绪状态
分值升高较为明显。

２４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腹胀７９例（９２．９４％），腹
痛７２例（８４．７０％），对疾病感到担忧５７例（６７．０５％），体力下降
３４例（４０％），疲劳３４例（４０％），排便改变２５例（２９．４１％），不同
程度的工作能力丧失１１例（１２．９４％）。见表１。

３　讨论
　　随着社会与医学的进步和生物－心理－ （下转第７６８页）

·７５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调查研究·

北京市昌平区糖尿病动态监测分析
李淑波，徐志鑫，庞武元

【摘　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昌平区区１８岁以上常住人口糖尿病的动态变化，为昌平区糖尿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北京市昌平区分别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进行糖尿病横断面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结
果　调查显示：北京市昌平区１８岁以上常住人口的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５．４８％、１１．１０％、６．２６％、１０．６１％，有上升趋势
（Ｐ＜０．０１）；其中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男、女性糖尿病患病比较，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结论　加强昌平区居民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慢性病患者的规范化管理，提高居民对于糖尿病及其
危险因素的认识，做好糖尿病防治工作十分必要。

【关键词】　糖尿病；动态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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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影响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常见疾病，为慢性终身疾
病。世界糖尿病联盟主席 ＰｉｅｒｒｅＬｅｆｅｂｖｒｅ教授称之为“沉默的
杀手”［１］。ＷＨＯ预测，未来１０年仅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将给
中国带来至少５５００亿美元的收入损失［２］。为掌握北京市昌平

区常住人口糖尿病及其危险因素的动态变化，昌平区在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分别进行了４次糖尿病监测调查，
为糖尿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均按照分级
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市昌平区抽取年满１８周岁，不满
８０周岁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市累计居住６个月以上）作为调查
对象。

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根据知情同意原则，采
取入户询问调查，完成调查问卷资料。

１３　调查内容　①问卷资料：包括人口学特征、健康知识知晓
状况、饮食爱好、体力活动情况、糖尿病病史及其他病史等。②
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重等。身高、体重测量按《中国成人超

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３］。③血糖测定：检测空腹血糖、
ＯＧＴＴ实验等。
１４　诊断标准　超重肥胖：根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的建
议［４］，体重指数（ＢＭＩ）２４～２８ｋｇ／ｍ２为超重，≥２８ｋｇ／ｍ２为肥
胖。按１９９９年ＷＨＯ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糖尿病：空腹血糖≥
７．０ｍｍｏｌ／Ｌ和（或）餐后２ｈ≥１１．１ｍｍｏｌ／Ｌ［５］。
１５　质量控制　所有调查人员和实验室人员参加培训，经考
核合格后上岗。对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均进行了质量

控制。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软件建立数据进行数据双录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０北京市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李淑波，电子信箱：ｂｏｂｏ．ｌｉ６８＠１６３．ｃｏｍ

入核查。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４次共调查１３７１１人，其中２００２
年调查９１２人，男女性别比为０．９４∶１；２００５年调查２９９１人，男
女性别比为 ０．６４∶１；２００８年调查 １７２４人，男女性别比为
０．８２∶１；２０１０年调查８０８４人，男女性别比为０．８１∶１。详见表
１。
表１　４年北京市昌平区糖尿病横断面调查的人口学特征（ｎ，％）

特征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年龄（岁） １８～ ７６（８．３３） １３１（４．３８） １９９（１１．５４）１９８９（２４．６０）
２５～１７５（１９．１９） ５４０（１８．０５） ３７１（２１．５２）１４８３（１８．３４）
３５～２４４（２６．７５） ９０２（３０．１６） ５６２（３２．６０）２１６９（２６．８３）
４５～１８９（２０．７２） ７７２（２５．８１） ３５６（２０．６５）１５７７（１９．５１）
５５～１５０（１６．４５） ４３５（１４．５４） １４１（８．１８） ６３１（７．８１）
６５～ ７８（８．５５） ２１１（７．０５） ９５（５．５１） ２３５（２．９１）

性别 男　 ４４１（４８．３６）１１６９（３９．０８） ７７７（４５．０７）３６１９（４４．７７）
女　 ４７１（５１．６４）１８２２（６０．９２） ９４７（５４．９３）４４６５（５５．２３）

２２　糖尿病的患病率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４次调查，糖尿病患病
率分别为５．４８％、１１．１０％、６．２６％、１０．６１％。各年度患病率经
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３　不同性别糖尿病患病率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４年
间昌平区男性、女性糖尿病患病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Ｐ＜
０．０１）；４年男性总患病率为１０．３９％、女性患病率为９．４０％，男
女患病率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２４　不同体重的人群糖尿病患病情况　由表３可见，随着体
重的增加，糖尿病的患病率明显上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３　讨论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人口
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糖尿病的发病率迅速上升，成为影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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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的踪影疾病［６］。北京市作为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已经

步入老龄化城市，其慢性病患病率在全国一直处于高发态势。

总之，随着社会的老龄化，ＤＭ患者发病率将会更加明显［７］。６０
岁以后人体逐渐走向衰老，因此，更易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糖尿

病呈高龄群体高患病率的趋势［８］。从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年昌平区糖尿病的患病率变化趋势来看，糖尿病患病
率随年度增长而增高（Ｐ＜０．０１）。糖尿病的流行已成为严重的
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表２　４年北京市昌平区糖尿病横断面调查不同性别患病情况

年份
男性

调查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女性

调查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合计

调查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２００２ ４４１ ２０ ４．５４ ４７１ ３０ ６．３７ ９１２ ５０ ５．４８
２００５ １１６９ １４３ １２．２３ １８２２ １８９ １０．３７ ２９９１ ３３２ １１．１０
２００８ ７７７ ７１ ９．１４ ９４７ ３７ ３．９１ １７２４ １０８ ６．２６
２０１０ ３６１９ ３９０ １０．７８ ４４６５ ４６８ １０．４８ ８０８４ ８５８ １０．６１
合计 ６００６ ６２４ １０．３９ ７７０５ ７２４ ９．４０ １３７１１ １３４８ ９．８３

表３　４年北京市昌平区糖尿病横断面调查不同体重患病情况

年份
正常体重和低体重（ＢＭＩ≤２３ｋｇ／ｍ２）
人数 ＤＭ人数 ＤＭ构成比（％）

超重（２４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８ｋｇ／ｍ２）
人数 ＤＭ人数 ＤＭ构成比（％）

肥胖（ＢＭＩ≥２８ｋｇ／ｍ２）
人数 ＤＭ人数 ＤＭ构成比（％）

２００２ ３７７ ９ ２．３９ ３７６ １９ ５．０５ １５９ ２２ １３．７９
２００５ １００１ ８３ ８．２９ １２９０ １４５ １１．２４ ７００ １０４ １４．８６
２００８ ７６５ １３ １．７０ ６２８ ４６ ７．２７ ３３１ ４９ １４．９０
２０１０ ３３９７ １５９ ４．６８ ２９５０ ４３７ １４．８０ １７３７ ２６２ １５．１０
合计 ５５４０ ２６４ ４．７７ ５２４４ ６４６ １２．３３ ２９２７ ４３８ １４．９５

　　因此昌平区糖尿病患病情况不容乐观，做好糖尿病的防治
工作是今后昌平区糖尿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提示健康教育是

糖尿病防治的基础和达到治疗目的的重要保证［９］，已成为糖尿

病防治的一项基本内容，并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ＷＨＯ、世界
糖尿病基金会、美国糖尿病学会等权威机构对遏制糖尿病流行

的共识是：只有预防和干预才有可能减缓并从根本上遏止糖尿

病的发生与发展［１０－１１］。当今肥胖症人数在中国正逐年增加，

其增长速度之快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危险

因素。糖尿病的人群预防是以期改变人群中存在的不科学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内容包括：肥胖者控制体重（多吃含纤

维素、维生素多的蔬菜和水果，少吃含脂肪多的食物，防止能量

过分摄取）；在全人群中提倡和推广科学合理的膳食结构，鼓励

群众积极参加各项体育锻炼和体力活动等［１２］。

建议：①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防治网络，发挥其
职能。②加强关糖尿病的宣教工作，糖尿病（ＤＭ）健康教育作
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已受到各国护理界的普遍重视，并取得

了显著的效果［１３］。社区通过不定期发放知识手册、张贴宣传

画、健康大课堂等多种多样的健康教育形式，提高居民对于糖

尿病病及其危险因素的认识，提高居民锻炼意识，建立合理膳

食结构，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综合干预措施

等综合防治措施，使居民对糖尿病有了更深的认识。③糖尿病
患者的饮食及运动指导，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平衡膳食活动，

减少糖、盐和脂肪的摄入。开展居民晨练和晚练活动，组织社

区居民有规律地开展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帮助社区居民培养

良好的防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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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结核病患者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相关性的研究
王桂梅

【摘　要】　目的　探讨住院结核病患者生存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患者的医疗护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世界卫生
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对１２０例住院结核病患者的一般资料及生存质量进行调查，并对影响生
存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１２０例患者生理领域ＱＯＬ得分５３．８４±１０．２１，心理领域 ＱＯＬ得分５６．８３±１２．２１，社会
关系ＱＯＬ得分６５．３２±１０．２２，环境领域ＱＯＬ得分６２．１２±１３．２６。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发病治疗史、患病年限、
本次住院时间及经济收入患者，其在某些领域生存质量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示，发
病治疗史、患病年限及经济收入均对多个领域生存质量有影响（Ｐ＜０．０５）。结论　结核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受诸多因素
的影响，应有针对性地对其提供医疗护理干预，以避免或减少有关因素对个体生存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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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是全球共同关注的
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１］，随着医学模式由过去的“生物－医学”
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２］，医疗措施的目的

不仅要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更要提高其生存质量，增进身心健

康［３］。生存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亦称生命质量或生活质
量，是指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以及物资生活条件等各方面

的客观状态和主观感受，它反映出患者如何认识和评价自身健

康状况以及其他非医疗生活问题的方式。本文采用世界卫生

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对１２０例住院
结核病患者进行调查，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为医疗护理干预

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病例来源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本
院肺科住院的结核病患者，排除既往有精神病史、智力低下、癫

痫，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他严重躯体疾病者，有一定文化程

度和语言理解表达能力，共１２０例，其中肺结核９８例、骨结核
１１例、肠结核６例、肾结核５例。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分两部分。①一般资
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发病治疗史、患病年

限、本次住院天数、经济收入等项目。②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
量测定量表简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包括生
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４个领域共２６个问题，每个问题按
程度由轻到重记１～５分，正向问题直接记分，负向问题反向记
分，评分时分别记录４个领域得分，得分越高生存质量越好。
该量表已被各国广泛用于测定各类人群的ＱＯＬ，已被证实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４］。由经过培训的２名责任护士在患者知情

作者单位：２７１０００山东省泰安市肿瘤防治院结核病防治科

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患者独立完成问卷，对阅读和书写有困

难者，在患者理解并表达其真实意愿后，由责任护士协助填写，

发放问卷１２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２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资料输入计算机，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进
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结核病患者的一般资料　本组男性６８例，女性５２例；年
龄８～３６岁７９例，３７～７６岁４１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５３例，
高中及以上６７例；已婚７９例，未婚４１例；初治８８例，复治３２
例；患病年限１年以内８１例，１年及以上３９例；本次住院时间１
个月以内４３例，１个月及以上７７例；个人月收入２０００元以下
５８例，２０００元及以上６２例。
２２　１２０例结核病患者应用 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测量得分　生理
领域得分５３．８４±１０．２１，心理领域得分５６．８３±１２．２１，社会关
系得分６５．３２±１０．２２，环境领域得分６２．１２±１３．２６。不同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发病治疗史、患病年限、本次住

院时间及经济收入得分：男性稍高于女性；年龄３７～７６岁稍高
于８～３６岁年龄组；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略高于高中以下但在
生理领域无区别；婚姻状况表现：已婚者生理得分略高于未婚

而心理、环境、社会三方面略低于未婚者；本次住院时间１个月
以下者略高于１个月以上者；表现明显的是初治病人四项得分
高于复制病人；患病时间１年以下者明显高于１年以上者；经
济收入２０００元以上在心理领域，社会和环境领域高于２０００元
以下。初次发病治疗患者和复治患者各领域 ＱＯＬ得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患病年限不同的患者，其各领域 ＱＯＬ得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经济收入层次不同的患者，则在心理、社会及环境

领域ＱＯ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性别与本次住院时间在心理
领域ＱＯ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影响患者ＱＯＬ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以 ＱＯＬ各领域得分
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发病治疗史、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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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年限、本次住院时间及经济收入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５］。表１显示，发病治疗史与患病年限是影响生理领域
ＱＯＬ得分的因素，发病治疗史及患病年限与 ＱＯＬ得分呈负相
关。表２显示，性别、年龄、发病治疗史、患病年限与经济收入
是影响心理领域ＱＯＬ得分的因素。表３显示，发病治疗史与经
济收入影响社会领域ＱＯＬ得分。由此可见，发病治疗史与患病
年限对生理、心理领域影响显著，经济收入对心理、社会及环境

领域均有显著影响。

表１　影响１２０例患者生理领域ＱＯＬ相关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常数 ６５．４８ － － － －
发病治疗史 １．３９ －０．２４ ０．６０ －２．３１ ０．０２
患病年限 －３．１９ －０．３４ １．０２ －３．０９ ０．００
表２　影响１２０例患者心理领域ＱＯＬ相关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常数 ２５．８２ － － － －
性别 －５．４２ －０．２２ ２．５４ －２．２０ ０．０３
年龄 ０．６６ ０．２７ ０．２７ ２．６１ ０．０１
发病治疗史 －１．５８ －０．２６ ０．６６ －２．３６ ０．０２
患病年限 －３．２１ －０．３１ １．１３ －２．７９ ０．０１
经济收入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０ ０．４７ ０．０２

表３　影响１２０例患者社会领域ＱＯＬ相关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常数 ３２．１５ － － － －
发病治疗史 －２．６５ －０．４３ ０．６７ －３．８９ ０．００
经济收入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０ ２．７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结核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传染病，治疗过程较长，对结核
病患者ＱＯＬ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显示，结核病患者的 ＱＯＬ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发病治疗史、患病年限及经济收入

对ＱＯＬ的影响较为显著，然而年龄、性别及本次住院时间对患
者某些领域的ＱＯＬ也有影响。

患者发病治疗史与患病年限对 ＱＯＬ的影响。多因素分析
中，二者均对生理领域与心理领域 ＱＯＬ影响显著，发病治疗史
还影响社会领域的 ＱＯＬ；但在单因素分析中，二者对患者各领
域ＱＯＬ都有影响，复发病例及患病年限长的病例 ＱＯＬ得分均
较低。结核病病程长，治疗时间久，如脊柱、髋、膝结核等骨结

核必须用药２年左右，给工作、学习、生活都带来了烦恼，且有
控制不理想，病灶治疗后有复发的可能，治疗药物毒副作用比

较大，对疾病愈后担心，以及需隔离治疗，担心周围人歧视自

己。复发患者及患病年限长的患者对彻底治愈疾病容易失去

信心，长期隔离治疗自尊心受损，使患者对自己所患疾病有较

深的病耻感，影响了患者对社会交往的自信心，降低了患者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这诸多因素导致了患者在各领域的 ＱＯＬ水
平下降。因此对结核病患者要充分与之沟通交流，倾听患者的

诉说，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给予情感上的抚慰，消除顾

虑，正确对待疾病，提高治疗的依从性，用痊愈患者的现身说

法，坚定患者治愈疾病的信心。坚持早期、联合、规律、适量、全

程的化疗原则［６］，除排菌期，鼓励患者多参与社会交往。做好

健康教育工作，注意消毒隔离，坚持高热量、高蛋白和富于维生

素的饮食原则［７］，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使病菌全部消灭，病灶

痊愈。

患者经济收入对ＱＯＬ的影响。无论单因素分析还是多因
素分析，结果均显示，低收入者对心理、社会及环境领域ＱＯＬ均
有影响。经济收入较低，或因患病失去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困

难的患者心理压力较大，自信心不足，总社会支持度较低［８］交

往不自信，不能较快适应住院环境。虽然国家提供部分免费抗

结核药，但还不能完全满足所有患者的需要，随着社会保障制

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经济收入对患者ＱＯＬ的影响有
望逐渐减小，但目前还需要社会和家庭给予经济支持。

患者性别和年龄对ＱＯＬ的影响。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
者性别对心理领域及环境领域 ＱＯＬ有影响，单因素分析中，女
性患者在心理领域ＱＯＬ得分较低。可能与女性患者家庭观念
比较强，牵挂较多，对环境要求比较高有关。在患者病情允许

时，鼓励同事、朋友、伙伴、家人多探视、陪伴，给予患者精神物

质关怀，心理支持，尽可能改善不满意的环境［９］。年龄仅在多

因素分析中显示，对心理领域 ＱＯＬ有影响，较年轻患者，婚姻、
家庭、工作不稳定，不能理性地看待人生，心理承受能力也较

低，单纯年龄因素不会严重影响其ＱＯＬ［１０］。
本次住院时间对ＱＯＬ的影响。多因素分析，本次住院时间

对各领域ＱＯＬ均无显著影响，单因素分析中，本次住院时间在
１个月及以上者，心理领域ＱＯＬ得分较低，患者住院生活单调、
沉闷，时间长容易出现烦躁、焦虑情绪，要及时疏导患者的不良

情绪，充实患者的住院生活。

在实践中，应根据患者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提高结核病患者的Ｑ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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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某科研单位科技人员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分析
孙志颖，吴云峰，孙慧颖，高辉

【摘　要】　目的　对某科研单位科技人员高尿酸血症患病率及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方法　调查对象为某科研单
位２０１２年在北京航天总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人员，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空腹血糖、血脂、血尿酸等，采用１９８０年全国
正常人血尿酸调查均值作诊断，对高血尿酸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科技人员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为
９．８％，青年组男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为１７．４％，中年组男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为８．３％，老年组男性的患病率为
１６．４％；女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为１．０％，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结论　科技人员的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较高，
尤以青年组为高，应及早进行健康教育，制定健康干预措施，以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　高尿酸血症；患病率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８９．７　Ｒ１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６２０２

　　高尿酸血症（ＵＡ）是痛风发作的重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有
研究证明 ＵＡ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与糖尿病、高血
压、血脂紊乱等密切相关，相互影响［１－２］。而近年来我院体检

人群的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对科研人员的 ＵＡ
患病率及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为进一步的预防干预提供参

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对 ２０１２年在我院进行体检的某科研单位
１０９１例职工为调查对象，其中男性 ６９８人，女性 ３９３人，年龄
２０～７５岁。
１２　调查内容　一般情况：年龄、性别、疾病史；体格检查：身
高、体重、血压、Ｂ超等；生化检查：空腹血糖（ＦＰＧ）、血尿酸
（ＵＡ）、甘油三酯（ＴＧ）、总胆固醇（ＴＣ）、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
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等。
１３　诊断标准　采用１９８０年全国正常人血尿酸调查均值作
诊断，男性≥４２０μｍｏｌ／Ｌ，女性≥３６０μｍｏｌ／Ｌ为高尿酸血症
（ＨＵＡ）。血脂异常诊断标准根据《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委会
提出的血脂标准：血清总胆固醇≥５．７２ｍｍｏｌ／Ｌ甘油三酯≥
１．７０ｍｍｏｌ／Ｌ，高血糖诊断标准为≥６．１ｍｍｏｌ／Ｌ。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应
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将１０９１例科研人员分为青年组（２０～３９岁）、中年组（４０～
５９岁）、老年组（６０～７５岁），高尿酸血症总计１０７人，患病率为

９．８％，其中男性１０３人，女性４人，男性患病率为１４．８％，女性
患病率为１．０％，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各年龄组男性的患病率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
表１　各年龄组男性与女性高尿酸血症检出率

年龄组 男性例数（％） 男性总计 女性例数（％） 女性总计

青年组 ５３（１７．４） ３０４ ０ １１２
中年组 １５（８．３） １８０ ０ １２８
老年组 ３５（１６．４） ２１４ ４（２．６） １５３
合计 １０３（１４．８） ６９８ ４（１．０） ３９３

　　注：男性青年组与中年组、老年组高尿酸血症检出率比较，χ２＝
８．０７１，Ｐ＜０．０５。男性与女性高尿酸血症检出率比较，Ｐ＜０．０１。
　　高血尿酸组与非高尿酸血症组相比高甘油三酯、高血糖、
高血压的患病率增高（见表２）。

３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高
尿酸血症等代谢性疾病逐渐增高，中国内地高尿酸血症的发生

率呈明显上升趋势［３－４］，陈伟等［５］报道，北京市国家机关和事

业单位人群高尿酸血症患病率男性为１３．８％，女性为６．３％，本
次调查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基本与之相符，尤其是青年组男性

的患病率为高，这与陈茂杰等［６］调查的徐州市的青年组患病率

增高相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男性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

这与周新华等［７］的调查相符，且高尿酸血症组高血糖、高血脂、

高血压、腰／臀增高的比例均较非高尿酸血症组为高。
表２　高血尿酸组与非高尿酸血症组各项指标检出率（ｎ，％）

组别 ｎ 高血糖 高胆固醇 高甘油三酯 高血压 腰／臀增高

高尿酸血症组 １０７ ４９（４５．８） ３０（２８．０） ３１（２９．０） ４５（４２．１） ５１（４７．７）

非高尿酸血症组 ９８４ ３０５（３１．０） １４４（１４．６） １１３（１１．５） ２２７（２３．１） ３０２（３０．７）

　　注：两组比较，Ｐ＜０．０１。
　　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冠心病等密切相关，ＭａｓｕｏＫ等［８］发

现高血压会造成肾动脉硬化，导致肾小球滤过率降低，ＵＡ排泄
减少，同时ＵＡ浓度增高可以造成血管壁损伤，周围血管阻力增
加，导致血压增高。ＵＡ在心血管系统中的作用［９］主要为：①ＵＡ
可能是一种血管炎性因子，其水平增高可引起血管炎性反应，

导致血管内皮释放 Ｃ反应蛋白、白介素６等细胞因子，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ＡＳ）的形成。②ＵＡ具有氧化功能，可以使 ＬＤＬ氧
化为氧化型ＬＤＬ，后者又可以刺激炎症过程，参与 ＡＳ的形成。
血尿酸又使血小板聚集稳定［１０］，增强使血栓形成的倾向。ＵＡ
可能抑制 ＴＧ水解酶［１１］，导致 ＴＧ水平增加，ＴＧ形成的脂肪酸
可促进三磷酸腺苷的作用，导致ＵＡ浓度的增加。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７６北京航天总医院体检中心
通讯作者：孙志颖，电子信箱：ｊａｓｍｉｎ０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综上所述，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冠心病等的发生、发展密
切相关，本次调查显示，虽然科技人员的知识水平较高，但高尿

酸血症的患病率仍较高，尤以青年组为高，且高血尿酸人群中

高甘油三酯、高血糖、高血压的患病率增高，应及早进行健康教

育，制定健康干预措施，以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提高人民的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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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能量的５０％为临界点［２］）相关（Ｐ＜０．０５或 Ｐ＜
０．０１），只有４例多器官损害患者。

表１　５６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入院不同期间目标能量与实际摄入能量的变化（ｘ±ｓ）

时间 ｎ 目标能量（ｋＪ／ｄ） 实际摄入能量（ｋＪ／ｄ）

入院１～３ｄ ５６ ５９７７±９７６ ３２５８±１２８０

入院４～７ｄ ５６ ７８７５±１７０５ ５９１０±１１９１＃

入院８～１４ｄ ５１ ７３９８±１３１３ ６５００±１６８９ｂ

入院１５～２１ｄ ５１ ７５３２±１１２４ ７２７７±１０５８
入院２２～２８ｄ ４８ ８７８６±１５７６ ８７６９±１６６８

　　注：与同期目标能量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表２　５６例重颅脑损伤患者预后及入院１４ｄ内并发症发生率与累积极能量负平衡之间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并发症 ｎ
并发症发生率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ＯＲ值 ９５％ＣＩ Ｐ值
感染 １７ ３０．３５ ２．１２９ １．５２８，２９．８８６ ０．０２３
死亡 ８ １４．２８ ０．９１８ ０．０４１，２０．７７３ ０．９５７
多器官损害 ４ ７．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０．８３９ ０．０４１
腹泻 ８ １４．２８ ２．５０９ ０．１７０，３６．９７０ ０．５０３
上消化道出血 １８ ３２．１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３，０．５４５ ０．００９

３　讨论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接受合理营养治疗，可以避免
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度。肠内营养越接近目标值，越有

好的临床结局［３］。但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以及其他

代谢因素影响，如镇静、巴比妥治疗、类固醇治疗、机械

通气或感染等，致使颅脑损伤患者能量消耗的差异非

常显著［４］。

最大的营养负平衡发生在前３天，主要由于手术、
血液动力学不稳定或患者营养治疗启动较晚所致。而

在１４ｄ实际摄入能量仍然与目标能量有较大差距，这
段时间代谢情况复杂，能量摄入不足，是能量负平衡发

生的主要阶段。因此，这段时间需要积极使用肠内营

养，包括早期使用、必要时选择幽门下途径、制定规范

的用量调整方案，使之尽量在４８～７２ｈ达到目标量。
营养负平衡会对危重患者预后造成不利影响。徐

波等［５］的研究也显示，热量摄入不足造成能量负平衡，

可导致ＩＣＵ患者血源性感染等并发症增加，与病死率
直接相关。能量正平衡则可缩短机构通气时间和 ＩＣＵ
停留时间［６］。给予充足的能量，可较好控制低蛋白血

症和高血糖，促进肠功能的恢复，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７］。本研究也表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能量负平衡

与感染的发生有相关性，这可能与营养支持不足，内脏

器官蛋白消耗及功能下降、免疫功能较低有关［８］。重

型颅脑损伤前期胃肠道的耐受性差，常发生上消化道

出血，造成肠内营养供给中断，摄入减少，导致能量负

平衡［９］。本研究可见，大部分患者虽然使用早期肠内

营养支持，但是仍难以达到有效的支持剂量。后期消

化、吸收功能逐渐增强，摄入营养也增加，从而使能量

负平衡得到纠正［１０］。本研究腹泻的发生率为

１４．２８％。腹泻导致肠内营养减量，吸收下降，是造成
能量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早期足够营养支

持，符合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病理机制，可以明显改善营

养状态、减少感染等并发症，明显改善预后，提高生存

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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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鄂西北地区城乡老年人吸烟饮酒现状调查
陈蕾，金红，李文霞，刘冰

【摘　要】　目的　了解鄂西北地区城乡老年人吸烟饮酒现状。方法　采用老年健康状况ＭＤＳ和相关因素调查量表对
城乡１０００例老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城乡共有３９８位老人有吸烟经历，目前吸烟老人２６３人；共有３８９位老人有饮
酒经历，目前饮酒老人２４４人；城乡老人在是否吸烟、吸烟年限、被动吸烟、是否饮酒、开始饮酒年龄、是否醉酒等方面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乡村老人现吸烟、饮酒所占比例大、戒烟戒酒比例小、吸烟年限更长；城市老人被动吸
烟所占比例大、醉酒比例大。结论　城乡老人吸烟饮酒现状不容乐观，要通过关注丧偶老人、加强健康教育、加大乡村老
年保健投入来改善这一现状。

【关键词】　城市；乡村；老年人；吸烟；饮酒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１．７　Ｒ１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６４０２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人口老龄
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上

升，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老年人是慢性病的患病

主体，慢性病患病不仅影响其日常生活功能［１］，降低其生活质

量，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怎样改善老年人晚年生

活质量，实现健康老龄化，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是众多学者关注

的焦点。研究发现，吸烟饮酒是常见慢性病的主要行为危险因

素，与慢性病患病呈正相关［２－６］。本研究试图了解城乡老年人

吸烟饮酒情况，从而为相关部分制定老年保健措施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十堰市白浪开发区４个社区５００名老年人和
邻近的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田河村、堰河村、下七坪村３个村
５００名老年人。纳入标准：①年龄≥６０岁；②在本社区生活半
年以上；③同意配合此次调查。补充回答问题者应是老人的主
要照顾者。排除标准：①不能口头表达者；②精神有障碍者；③
认知思维有障碍者。

１２　调查工具　英国利物浦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教
授设计的《老年健康状况 ＭＤＳ和相关因素调查量表》，内容包
括一般资料、躯体疾病、社会联系、生活事件、日常生活能力等。

本文选取了其中的一般资料和吸烟饮酒相关内容进行统计分

析。

１３　相关定义和判断标准　吸烟是指每天吸≥１支，且连续
吸≥１年，否则视为不吸烟，饮酒是指每周饮酒≥１次，否则视
为不饮酒［７］。戒烟、戒酒是指调查前一年未吸烟饮酒。吸烟率

是指吸烟者占调查人群比例。被动吸烟是指非吸烟者每周≥１
ｄ内、≥１５ｍｉｎ暴露于吸烟者呼出的烟雾中［８］。

１４　调查方法　乡村部分调查时间是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城市部
分是２０１１年３～４月，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取入户与集中调
查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自填式问卷调查。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利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描述、独立样本 ｔ
检验及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老人基本资料　此次调查１０００例老人中，女性５２２人，男
性４７８人，男女比约为１∶１。平均年龄（６９．７８±７．５２）岁，城市
平均年龄（６８．７９±６．９２）岁，农村平均年龄（７０．７６±７．９５）岁。
城乡老人已婚比例相当（７９．６％和７３．４％），但乡村老人丧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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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８．３９６，Ｐ＝０．０００）。城市老人
７４．６％接受过教育，乡村文盲老人占４８．０％；城市老人具有初
中以上学历的占３６．８％，乡村老人以小学学历为主（４１．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９．５９６，Ｐ＝０．０００）。城市老人原从
事的职业以工人为主（６０．８％），农村老人以务农为主
（９０．８％）。
２２　开始吸烟、饮酒年龄比较　城乡共有３９８位老人有吸烟
经历（包括现在吸烟和已戒烟），有３８９位老人有饮酒经历（包
括现在饮酒和已戒酒）。经ｔ检验发现城乡老人开始吸烟年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城乡老人开始饮酒年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乡村老人开始饮酒年龄大。见表１、表
２。
２３　吸烟饮酒情况　本研究从是否吸烟、吸烟年限、被动吸
烟、是否饮酒、饮酒年限、醉酒等方面研究老人吸烟饮酒现状，

卡方检验显示除饮酒年限外，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城乡老人开始吸烟年龄比较

组别 吸烟人数 开始吸烟年龄（ｘ±ｓ） ｔ值 Ｐ值

城市 １８４ ２２．３５０±８．０９２ －１．０４１ ０．２９９
乡村 ２１４ ２３．３２０±１０．１７２

表２　城乡老人开始饮酒年龄比较

组别 饮酒人数 开始饮酒年龄（ｘ±ｓ） ｔ值 Ｐ值

城市 １７３ ２２．０４０±８．６５７ －２．１６９ ０．０３１
乡村 ２１６ ２４．３１０±１１．４４６

２３１　吸烟情况　城市老人不吸比例高（６３．２％）；农村老人
戒烟比例小（７．８％）、在吸所占比例大（３５．０％），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城乡３９８位有吸烟经历的老人，平均吸烟年
限为（４２．６７±１４．３４）年，城市老人平均吸烟年限为（３９．２５±
１４．５４）年，乡村老人平均吸烟年限为（４５．６２±１３．５１）年，经ｔ检
验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５２５，Ｐ＝０．０００），乡村老人
平均吸烟年限高于城市，具体体现在乡村老人吸烟年限为４０
年以上的所占比例大（７４．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城市老人被动吸烟所占比例大（６９．６％），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３２　饮酒情况　城市大部分老人不饮酒（６５．４％）；乡村老
人在饮比例高（３０．８％）、戒酒比例小（１２．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城乡３８９位有饮酒经历的老人，平均饮酒年
限为（４３．３０±１３．７４）年，城市老人平均饮酒年限为（４１．６２±
１３．７２）年，乡村老人平均饮酒年限为（４４．６５±１３．６３）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１７２，Ｐ＝０．０３０），乡村老人平均饮酒年
限高于城市。城乡老人醉酒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城市有醉酒经历的老人所占比例大（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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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城乡老人吸烟饮酒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
在吸烟和在饮酒老人所占比例较大、戒烟戒酒比例小、吸烟饮

酒年限长、被动吸烟和醉酒所占比例较大。乡村老人吸烟、饮

酒比例均高于城市老人，戒烟、戒酒比例均低于城市老人，吸烟

年限长于城市老人。究其原因：发现乡村老人丧偶比例相对更

高，因为婚姻状态的改变容易造成老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

给老人带来抑郁等不良精神情绪，甚至使老人容易出现吸烟、

酗酒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９］；乡村老人接近半数没有接受过正

规教育，接受过教育的老人以小学文化程度为主，因为文化程

度影响老年人获取和理解保健知识的能力，低文化程度老人健

康行为能力较低［１０］。国内外研究均显示吸烟可增加高血压、

冠心病、脑血管病、高血脂等慢性病患病风险；酗酒可导致肝硬

化，慢性饮酒可造成程度不等的脑萎缩和周围神经炎，增加高

血脂、高血压、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一半的酗酒者有心

脏损害症状［６］，吸烟还会危害周围人的身体健康［８］。因此对于

城乡老人吸烟饮酒行为必须要及时采取一定应对措施。笔者

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表３　城乡老年人吸烟饮酒情况（ｎ，％）

组别
吸烟

不吸 戒烟 在吸

吸烟年限

１～２０ ２１～４０ ４１～７６
被动吸烟

无 有

城市 ３１６（６３．２） ９６（１９．２） ８８（１７．６） ２３（１２．５） ５８（３１．５） １０３（５６．０） １５２（３０．４） ３４８（６９．６）
乡村 ２８６（５７．２） ３９（７．８） １７５（３５．０） １０（４．７） ４４（２０．６） １６０（７４．８） ４３８（８７．６） ６２（１２．４）
合计 ６０２（６０．２） １３５（１３．５） ２６３（２６．３） ３３（８．３） １０２（２５．６） ２６３（６６．１） ５９０（５９．０） ４１０（４１．０）
χ２值 ５４．３４１ １７．２３３ ３３８．１４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组别
饮酒

不饮 戒酒 在饮

饮酒年限

１～２０ ２１～４０ ４１～７３
醉酒

无 有

城市 ３２７（６５．４） ８３（１６．６） ９０（１８．０） １７（９．８） ５１（２９．５） １０５（６０．７） ３９２（７８．４） １０８（２１．６）
乡村 ２８４（５６．８） ６２（１２．４） １５４（３０．８） １３（６．０） ５３（２４．５） １５０（６９．４） ４１７（８３．４） ８３（１６．６）
合计 ６１１（６１．１） １４５（１４．５） ２４４（２４．４） ３０（７．７） １０４（２６．７） ２５５（６５．６） ８０９（８０．９） １９１（１９．１）
χ２值 ２２．８５４ ３．８０６ ４．０４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９ ０．０４４

３１　关注丧偶老人　重视丧偶老人的心理健康。建议在城市
社区建立老年活动中心或老年之家、老人俱乐部，开展社区志

愿者服务，提供更多的机会促进老人之间交往；农村老人居住

较集中，与亲人和邻居沟通较多，但除了聊天无任何其他业余

活动，需要通过组织形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生

活［１１］。

３２　加强健康宣教
３２１　在农村开展戒烟限酒宣传活动，改变其不健康行为和生
活方式　乡村老人文化程度低，保健知识来源也有限，有必要
在农村开展戒烟限酒宣传活动，改变其不健康行为和生活方

式，消除疾病诱因。应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单易接受的方

式：具体如在村里通过广播、电视、宣传画、宣传栏、墙报、标语、

健康手册、录像带等告知村民吸烟酗酒与躯体疾病的关系，也

可利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民间传播渠道，如年画、剪纸、漫画、讲

故事、编演地方戏曲、民歌、皮影、三字经、顺口溜、四六句、三句

半等传播吸烟酗酒对身体的危害，还可利用传统的民族节日、

习俗节日和当地传统集会、庙会等节庆活动开展吸烟饮酒与健

康的宣传活动。乡村医务人员带头戒烟限酒，进而影响自己周

围亲友的行为，也是值得借鉴的方法。

３２２　以社区为单位，对城市老人进行宣教　如将吸烟酗酒与
健康关系的宣传手册放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候诊区、诊

室、咨询台等处；在候诊区、观察室等场所播放录像带、ＶＣＤ、
ＤＶＤ等视听传播资料；在候诊室、输液室等位置明显处设置健
康教育宣传栏传播吸烟饮酒对身体的危害；利用各种健康主题

日，开展健康咨询活动和健康教育讲座等。

３３　加大乡村老年保健的投入　本研究发现乡村老人以农民
为主，无稳定收入，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他们主要依靠子女的

赡养费生活，一旦生病就没有经济条件接受良好的医疗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

配置不均衡、城乡差距大的局面也长期存在［１２］。因此政府要加

强乡村老人养老保障，加大资金的投入，从根本上改善老人晚

年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１］　陈先华，卢祖洵．社区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状况及其对生活功能的
影响［Ｊ］．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０９，２６（７Ｂ）：１９２２．

［２］　李春艳，唐四元．社区中老年人主要慢性病患病率及吸烟行为的
调查分析［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２，２６（２Ａ）：３１７３１８．

［３］　李丽君，殷堰，黄秋圆，等．社区老年人常见慢性病及相关危险因
素调查［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８（２）：１６９１７０．

［４］　平鉴琦，李艳丽，朱晓旭．ＥＴ评价吸烟对２型糖尿病患者血管内皮
功能的影响［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９）：１４６６１４６７．

［５］　袁英，常富业，黄曼维，等．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与多重危险因素
关系探讨［Ｊ］．中国综合临床，２０１１，２７（１０）：１０３０１０３４．

［６］　李建霞，画妍，化前珍，等．西安市社区老年人慢性病现状及影响
因素的调查研究［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２，２６（３Ｃ）：８０４８０５．

［７］　邢凤梅，张小丽，汪凤兰．老年人居家不出与生活习惯及慢性疾病
关系［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０，２６（１０）：１３１１１３２２．

［８］　李英，陈洁，高元勋．吸烟和ＣＹＰ１Ａ１、ＧＳＴＭ１基因多态对肺癌易感
性影响［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１，２５（２）：１４０１４３．

［９］　焦斐斐．长春市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Ｄ］．长春：吉林
大学，２０１１．

［１０］　陈先华，卢祖洵，董超群．武汉市社区老年人多维健康功能评价
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Ｊ］．护理研究，２００９，２３（１０Ａ）：２６２０２６２１．

［１１］　王春颖，刘新研，樊立华．城乡社区老年人社会支持的现状［Ｊ］．
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１）：１２０１２１．

［１２］　陆海霞．我国农村基层卫生资源配置失衡的理性思考［Ｊ］．中国
卫生经济，２００９，２８（２）：３８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６）

·５６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调查研究·

桂林理工大学大学生亚健康状况调查
周玉龙

【摘　要】　目的　了解桂林理工大学大学生亚健康现状，探讨导致大学生亚健康的原因，为改善该校大学生健康状况
及制定预防保健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该校一～三年级大学生共
５００人进行了亚健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躯体状况、情志状况、生活状况、精力状况、禀赋状况、社会环境状况、女性情况、
患病情况等部分。结果　该校大学生亚健康总发生率为４５．５％，亚健康人群分布呈女生高于男生，一年级高于二、三年
级。结论　大学生亚健康发生率较高，其成因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界影响，主要与人际关系、生活和学习压力、不良生活
习惯、缺少体育锻炼等因素有关。学校可采取心理健康教育；提倡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展各色群体活动，加强体育锻炼等

措施，引导大学生正确预防和消除亚健康。

【关键词】　大学生；亚健康；调查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６１．５　Ｒ１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６６０２

　　亚健康是近年ＷＨＯ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指身心处于健
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所以又被称为“次健康”、“第三状态”

等，是机体在内外环境的不良刺激下引起了心理、生理的异常

变化，但并未达到明显病理性反应程度的一种状态［１］。亚健康

状态因无任何器质性病变而极易被人忽视，有可能导致健康状

况的持续下降，引起疾病甚至引发“猝死”，被称为２１世纪人类
健康的“新杀手”。近年来高校亚健康的学生比例愈来愈高，大

学生亚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些调查表明：大学生的亚

健康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健康问题［２－３］。因此，探讨大学

生亚健康的状况及其成因，采取合适的干预对策预防和消除大

学生亚健康，对提高大学生的健康水平和为祖国培养更多合格

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解我校大学生的身体状况，帮助和保证他们顺利完成

学业和健康成长，也为我校预防保健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笔

者对我校５００名大学生进行了亚健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抽取桂林理工大学
在校一～三年级大学生，共５００人。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份，回收
５００份，有效问卷４９２份

$

其中男生２４２人，女生２５０人
%

，有

效回收率为９８．４０％。调查表由躯体状况、情志状况、生活状
况、精力状况、禀赋状况、社会环境状况、女性情况、患病情况等

部分组成，每一部分设有问题１５～３０道不等，涉及到躯体、心
理、社会适应性亚健康的主要症状表现及相关因素。

２　结果
２１　亚健康主要症状表现　调查发现我校大学生亚健康状况
主要表现在以下种类：①感觉疲乏；②头部昏沉；③眼睛干涩，
酸胀；④常咽喉干痒，有异物感；⑤常有记忆力中断；⑥心慌、胸
闷；⑦常感腰酸背痛，颈部疼痛；⑧常有胃痛发生或腹胀消化不
良；⑨常有失眠或睡眠质量差，多梦；⑩注意力不集中；瑏瑡易激
动、易烦躁；瑏瑢感到生活没意义；瑏瑣对周围人或事漠不关心；瑏瑤
对人际关系不满意。

２２　亚健康发生率　本次调查中发现我校大学生亚健康状态
的总发生率为 ４５．５％；男生亚健康发生率占男生总人数
４２．７％，女生亚健康发生率占女生总人数４８．３％；一年级发生
率为４７．２％，二年级发生率为 ４３．８％，三年级发生率为 ４４．
３％。可见女生亚健康发生率高于男生，一年级高于二、三年
级。

３　讨论
３１　大学生亚健康形成的原因分析　从调查结果分析，造成

作者单位：５４１００４广西桂林市，桂林理工大学医院保健科

大学生亚健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界刺

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１　心理问题　从调查中发现心理问题是大学生亚健康的
主要原因。大学生正处于性格的多变期，是最易发生心理问题

的人群，焦虑、冷漠、妒忌、悲观、偏激等不良情绪对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复杂的人际

关系以及学习和生活的压力更使他们思想负担过重、精神过度

紧张，产生多种心理健康问题进而影响机体各系统的正常生理

功能。再者，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定性，外界享乐

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冲击着大学生的心灵，对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３１２　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日常
生活存在很多不科学的习惯：不吃早餐、不按时吃饭等饮食不

规律的现象几乎普遍存在；女生偏食挑食甚至节食减肥，男生

吸烟、饮酒；熬夜娱乐、长时间上网以及考前开夜车等导致作息

时间不规律。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扰乱了机体的正常生物规

律，人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导致健康透支。

３１３　缺乏健康意识和锻炼习惯　当代大学生虽然大部分认
为健康很重要，对亚健康也有所认识，但真正注重自己的健康，

树立“健康第一”观念的人却很少，而有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有意通过体育锻炼加强自身健康的人数更少。调查中，１３．７％
的大学生经常进行体育锻炼，３２％的大学生偶尔参加体育锻
炼，有５４．３％的大学生除上体育课外，平时几乎不进行体育锻
炼。可见大学生普遍缺乏科学、系统的体育锻炼。

３１４　调查显示女生亚健康发生率高于男生　其原因可能
是：一方面部分女生以瘦为美，刻意节食减肥，导致营养失衡；

另一方面可能与女生生理周期和性格特点有关，月经来潮前表

现出的情绪波动大、心慌气躁，同时伴随身体乏力、腹痛等身体

不适症状；而且女生性格大都不及男生豁达，易受情感及生活

琐事等所困扰而使心情抑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女生好

静不好动，不能像男生一样自觉、持久地进行体育锻炼。

３１５　本次调查发现一年级亚健康发生率明显高于二、三年
级　这与相关的同类报道有差异［４］。原因可能是大一新生处

于适应期，对新的学习环境、新的生活，陌生的同学面孔还不习

惯；此外，大一新生的健康状况可能受到高中生活的影响，还未

完全从高中那种紧张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故大一亚健康发生率

较高。而大二、大三学生已基本适应大学生活，学习、生活、工

作游刃有余，并且还未面临就业、考研的压力，所以亚健康发生

率较低。

３２　预防和治疗大学生亚健康的建议　亚健康属病前状态，
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若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可转

向健康；若不及时调整，可转化为躯体性疾病或心理障碍，甚至

导致心灵扭曲，诱发暴力倾向等犯罪行为。笔（下转第７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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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肾结石患者健康行为调查与分析
单明鹤，赵施竹，刘春梅

【摘　要】　目的　肾结石形可能与生活方式和饮食有关，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肾结石患者的健康行为进行调查并加以
分析。方法　１９０例肾结石体外碎石患者，分为安全健康行为和非安全健康行为两组（根据健康行为评分），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患者的平均年龄为３９岁，５１．３％的患者有阳性家族史，４９．５％的患者不进行体育锻
炼，３８．９％的患者每天体力活动少于 １．５ｈ；肾结石类型和饮用水种类、茶、生食蔬菜、牛奶和肉类有显著关联（Ｐ＜
０．０５）；疾病家族史和运动、体力活动水平以及消耗水的种类和量之间有显著关联（Ｐ＜０．０５）。结论　健康行为可控制
和预防疾病进展，对疾病复发有影响，健康行为评价和生活方式对于泌尿系统结石的形成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泌尿系统结石；形成；原因；调查；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１．４　Ｒ１９５．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６７０２

　　泌尿系统结石是多因素引起的疾病，一系列因素如性别、
营养、社会经济因素、生活方式、环境因素、职业与感染因素等，

均对泌尿系统结石形成有影响［１］。泌尿系统结石的最主要类

型是草酸盐、钙盐、尿酸盐、胱氨酸和磷酸胺结石。肾结石的发

生率约为１％～５％，复发率高达５０％［２］。近些年来，泌尿系统

结石的危险性显著上升［３］。肾结石的发生率因不同地域而不

同，可从０．５％～１３．０％不等［４］。伊朗男性和女性肾结石的发

生率分别为６．１％和５．３％［５］。尿结石形成是泌尿系统感染和

前列腺疾病的重要原因。与肾结石相关的因素有多种，环境因

素具有重要的作用。生活方式的变化、工业化、饮食习惯的变

化使得泌尿系统结石呈增加趋势［６］。一些因素如年龄２０～５０
岁、男性、家族史、饮食纤维素不足或缺乏、动物蛋白质的过多

摄取、钙、盐、热和干燥、酒精消耗、缺少体力活动和运动不足、

低钾膳食等，均对结石形成有影响［７］。泌尿系统结石的治疗依

其形式、部位、大小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利尿、药物排石、止痛

剂、增加体力活动和运动、体外碎石（ＥＳＷＬ）或手术等。泌尿系
统结石的并发症包括感染、肾损伤和尿路阻塞、痉挛性疼痛、血

尿和结石复发。不安全的健康方式是一般人群患病的主要原

因，合理的健康行为可防止患病和复发，减少疾病进展［８］。因

此，本研究对肾结石患者的健康行为进行调查并加以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将１９０例肾结石患者纳入研究，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６月。
１２　调查方法　入选患者均回答含有３７个问题的问卷：第１
部分包括与人口学特征相关的问题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职

业、居住区和家族史；第２部分包括９个问题，主要与疾病、药
物治疗、手术、肾结石相关病史和结石发生季节。第３部分由
２２个问题组成，主要涉及健康行为（体力活动、膳食习惯、饮
料）。体力活动分为低、中、重３种；膳食习惯和饮料（盐、水、
茶、奶、酸奶酪、菠菜、红和白肉、蔬菜、坚果、巧克力等）根据病

人的应答分为每天、每周、每月、从无。应用内容效能检验方法

确定问卷的效能，问卷内容由专业护理学家和泌尿科医生制定

和修改。应用重复检验方法确定问卷的可靠性，调查者首先进

行１０位病人的调查，计算回答的相关性为ｒ＝０．８９。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描述性
统计学检验，定量数据采用（ｘ±ｓ），计数数据采用频数和率表
示。

２　结果
　　１９０例肾结石患者中，５６．６％为男性，年龄范围 ４～７５

作者单位：４５８０００河南鹤壁煤业公司总医院泌尿外科（单明鹤）；急诊科
（赵施竹，刘春梅）

通讯作者：赵施竹，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ｓｈｉｚｈｕ１３８＠１６３．ｃｏｍ

（３９±１８）岁；初级教育水平者 ２５．３％，农村居民 ５６．３％。
４９．５％的病人不锻炼，３８．９％的病人体力活动不足１．５ｈ／ｄ；膳
食盐量 ５ｇ／ｄ占 １０．５％，５．１～１０．０ｇ占 ５６．７％；每天饮水
１０００～１２５０ｍｌ者占４３．７％，茶５００～７５０ｍｌ者占３２．１％；淡茶
占４２．６％。奶消耗者占４０％，酸奶占３３．７％，每天红肉消费者
占４６．５％，白肉占４３．２％；生蔬菜和色拉分别为每周４５．８％、
４６．８％。教育水平和肾结石检查显著相关（Ｐ＜０．０５）。此外，
肾结石病家族史和运动及日常体力活动水平、水消耗种类和数

量之间呈显著相关（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泌尿系结石是现代生活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本研究中多
数病人属于初级教育水平，教育水平与病人结石形成之间的关

系已经得到证实［１０］。研究还显示，多数病人生活在农村，经济

收入较低，这与先前的报告结果一致［１１］。研究中发现阳性家

族史与结石形成有密切关系，遗传因素可能对于疾病有重要影

响［１１］。季节对结石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中，夏秋季是

肾结石的高发季节，多数病人在夏秋发病。

饮食习惯与泌尿系统结石有密切关系，蛋白质的数量和质

量、液体摄取的数量和质量、钠摄取量、钾和钙摄取量均可对结

石形成产生影响。盐的摄取量与增加尿内钙排泄有关。降低

盐摄取量可减少钙排泄，与减少钙类结石发生有关。泌尿系统

结石病人的水消费低于１．５Ｌ／ｄ，降低尿量是泌尿系统结石形
成的重要危险因素。一般来说，水消费 ＜２Ｌ／ｄ增加肾结石形
成发生率，因此建议水消费＞２Ｌ／ｄ，以减少泌尿系统结石的发
生。

本研究发现表明，茶种类、奶、肉和生食蔬菜与结石形成之

间有关联，水和其他液体如茶可能对肾结石有保护性作用，本

研究中多数患者每天摄取２～３杯淡茶，摄取淡茶可降低肾结
石危险［６］。但也有研究认识茶与泌尿系统结石之间为正相关。

因此，对于茶摄取对泌尿系统结石的利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钙摄取低于８００ｍｇ／ｄ是增加结石形成的重要原因，本研
究中也发现，患者多数每天摄取奶或奶酪，遗憾的是这些患者

摄取富钙食物较少。近些年来，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生率呈上升

趋势，可能是由于患者的膳食中含有过多的动物蛋白质以及缺

乏纤维素等。本研究结果显示，多数患者消费白或红肉，生食

蔬菜者亦多，这些均有可能增加肾结石的危险。大多数患者体

力活动量不足，这也是促使肾结石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改

变不安全性的生活习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减少泌尿系

统结石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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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５７页）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人类所关注的健康已不仅仅是身体、生

理功能的完好，还需要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３］。为

此，医务工作者的任务已不再局限于解除患者的疾苦，应同时

致力于全面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最初由美国经济

学家Ｃａｌｂａｌｂｒａｉｔｈ首次提出，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４］：生活质

量是一种多维结构，主要包括机体职业功能、心理状态、社交活

动和身体状况四个方面。生活质量评定多采用评定表的方

法［５］，由被测试者填写，目前测量生活质量的量表非常多，一般

分为两类：总量表和特殊量表，总量表又分为健康问卷和实用

测量，特殊量表集中于生活质量的特殊方面，并与特殊的疾病

相对应。本研究所选用的ＧＩＱＬＩ量表，则是专用于测量消化系
统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良好的科学性和说服力［６－７］。

表１　８５例行ＥＲＣＰ胆总管结石取石患者手术前后ＧＩＱＬＩ测评结果（ｘ±ｓ，分）

ＧＩＱＬＩ指数 术前 术后２周 术后４周 术后８周

总分 ９２．４６±１１．８３ １０５．７７±７７．４２ １０７．３４±９．０８ １１３．９２±７．５７
自觉症状 ５１．９９±３．４６ ５７．３６±４．９８ ５８．４８±２．６９ ５８．８６±５．８２
躯体生理功能状态 １６．０２±３．２２ １９．０１±１．８１ １８．４４±１．５４ １８．９４±３．２１
日常和社会活动 ９．０５±２．５６ １０．５６±２．７６ １０．８０±２．４５ １４．７１±４．３２
心理情绪状态 １５．０４±６．３１ １８．８４±３．１８ １９．６２±３．３８ ２１．４１±４．５５
ｔ值 ０．５３ ７．３０ １１．００ ８．１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本研究提示术后２周，所有患者均有明显的生存质量提
高，尤其在自觉症状、心理情绪状态方面反应敏感。国外有研

究报道行传统胆总管切开取石术患者术后２周的平均 ＧＩＱＬＩ
较术前下降［８］。行ＥＲＣＰ胆总管取石术患者第８周，平均ＧＩＱ
ＬＩ指数较较术前上升明显，大部分患者生存质量总分已达到或
接近正常人水平。在躯体生理功能状态、日常和社会活动、心

理情绪状态等方面，本研究均提示 ＥＲＣＰ手术对患者的生理功
能干扰轻微，利于患者在术后短期内恢复日常生活和工作，明

显改善生活质量。我们的研究中，患者的自觉症状和心理情绪

状况改善最迅速和明显，考虑与术前良好的沟通、术后规范的

护理、家属的支持与鼓励有一定的关系，提示我们在以后的工

作中需要继续重视。

　　随着人口老年化，老年患者将成为我们工作的主要服务对
象，因此，提高老年患者的生存质量则成为反应我们社会医疗

水平的重要评估点［９］。在本次研究中，６０岁以上患者５６人，所
占比例为６５．８８％。老年患者体质衰弱，多会伴有心脑血管系
统疾病，手术的风险、并发症、死亡率均较高，并且心理敏感、顾

虑多，大多老年患者为治疗经费与耽误子女时间而担忧。本次

研究的患者均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未出现明显的并发症，

生存质量测评均有明显升高，提示 ＥＲＣＰ术为老年患者解除痛

苦、带来福音。

本研究提示，教育程度高、已婚或与子女同住、性格外向、

有医疗保险的患者生存质量的评分明显高于教育程度低、独

居、性格内向、自费医疗的患者。可以再次证明影响人们生存

质量的因素，不仅是身体有无疾苦，同时与自身性格、家庭的温

暖、受教育的程度、经济问题等多方面影响，也提示着生物 －心
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对临床工作的重要性。疼痛是大部
分患者就诊的首要的症状与最明显的体征［１０］，疼痛亦是影响

胆总管结石患者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次研究中

８４．７０％的患者选择了大部分时间均有腹痛症状，而９２．９４％的
患者均明显感觉到上腹部饱胀感和腹部胀气症状。疼痛导致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恐惧情绪，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

与传统的经腹外科手术相比，微创性手术对我们服务于基层的

医院来说，还需要更多的知识的宣传与手术方式的详解。术前

因对ＥＲＣＰ术的认识不足，６７．０５％患者术前有紧张、恐惧、失眠
等心理状态。但术后２周的后续测评可以看出微创手术既可
以达到治愈，又减轻手术的创伤，术后住院日短，患者可以短期

内回到工作，显著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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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与保健·

血液透析中心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探讨
尹建春，刘云，朱猛

【摘　要】　目的　探讨血液透析中心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及管理对策，为有效预防以及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提供可靠
的依据。方法　通过对血液透析中心的布局流程进行合理的设置，建立健全并落实医院感染管理组织机构以及各项管
理制度，加强消毒灭菌物品以及一次性物品的管理，定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医院感染知识培训，加强职业防护等相关措

施，以预防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结果　通过对血液透析中心的医院感染监测和管理，强化了医务人员控制透析血液感
染的意识，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规和医院各项制度，杜绝了血透中心血液感染病例的发生。结论　加强血液透析中心医
院感染管理，控制感染的危险因素，是预防血液透析医院感染的关键，能有效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　血液透析中心；医院感染；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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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透析是慢性肾衰竭病人赖以生存的肾脏替代治疗手
段之一，也为急性肾衰竭患者完全或部分恢复肾功能创造了条

件［１］。但是由于血液透析的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是医院感染的

高发群体，血透中心的各种感染已成为世界性的严重问题［２］。

因此，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能提高医疗护理质量，确保

透析患者的安全。

１　建立健全并落实管理制度
１１　设置合理的布局流程　应分别设置三通道，即患者通道、
医务人员通道及污物通道；严格区分三区，即清洁区、半清洁

区、污染区。设有隔离透析间、急诊透析间、普通透析间、治疗

室、配液室、水处理室、库房、办公室、候诊室、接诊室、污物处理

间等［３］。各个区域设有明显的标识，防止区域间交叉感染。各

透析间安装非手触式洗手设施、干手机，每个透析单位配备快

速手消毒剂，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４］。

１２　健全医院感染管理组织　根据《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建立
医院感染管理三级网络系统，由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感染管

理科和临床感染管理小组组成。血透中心的感染管理小组组

长由科主任担任，组员由护士长、感控医生、感控护士组成。负

责监督、指导科室的感染控制工作，每月召开一次全科感染工

作会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制定整改措施。感染管

理科定期、不定期进行检查，以促进操作的规范和制度的落实。

２　加强医院感染知识培训
　　每月认真组织医务人员学习医院感染知识、相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化操作规程，使各级人员的工作标准化、制度化。对于

新上岗的人员应在血液净化管理中心指定的单位或三级医院

的透析中心接受不少于３个月的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
上岗。加强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使其了解预防医院交叉感

染的重要性，提高患者及其陪护人员的主动配合意识［５］。

３　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
３１　空气及物体表面的消毒　室内保持空气清新，每日用循
环风紫外线空气消毒器进行空气消毒，并记录。室内物体表

面、地面用 ５００ｍｇ／Ｌ含氯消毒剂擦拭［６］。各室所有拖布、笤

帚、抹布分开使用，并有明确的标识。床上如有血迹等污物应

立即更换。

３２　透析设备的消毒　①按照《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
（２０１０年版）要求，每次透析结束后，对透析机外部用５００ｍｇ／Ｌ
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每次透析结束后按透析机厂家说明对机

器内部管路进行消毒。②水处理设备要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负
责，根据设备的要求定期进行冲洗、消毒，定期进行水质检测，

确保质量合格。每次冲洗和消毒后测定管路中消毒液残余量，

作者单位：１５７００９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牡丹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护理部
通讯作者：尹建春，电子信箱：ｆｕｓｈｕｅｒｙｕａｎｈｕｌｉｂｕ＠１６３．ｃｏｍ

确保合格并记录。③透析用品必须证件齐全，验收合格后方可
入库，物品分区存放，对无菌物品要根据灭菌日期的先后存放、

使用。④要加强对透析液的管理，Ａ液使用成品，Ｂ液现用现
配。配制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配液时应洗手、戴帽子、口

罩，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程。盛装透析液的容器内外要保持清

洁，每天清洗消毒。

３３　严格执行手卫生制度　医务人员手污染是造成医院感染
的重要传播途径，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执行《医务人员手卫生规

范》。医务人员在进入不同治疗单元，接触不同患者前后均应

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清洁，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的依

从性，避免发生交叉感染。

４　严格执行监测制度
　　每月对透析中心的空气、物体表面、医务人员手卫生进行
监测，空气≤５００ｃｆｕ／ｍ３，物体表面≤１０ｃｆｕ／ｃｍ２，医务人员手≤
１０ｃｆｕ／ｃｍ２；每月进行透析用水、透析液的细菌培养，细菌数不
能高于２００ｃｆｕ／ｍｌ；每３个月对透析液进行内毒素检测一次，内
毒素不能超过２ＥＵ／ｍｌ；透析用水的化学污染物每年至少测定
一次，需符合 ＡＡＭＩ标准。软水硬度和游离氯每周检测一次，
检测结果必须符合要求才能正常工作，所有监测资料都有登记

保存。

５　加强职业防护
　　加强职业防护方面，①每年对医务人员进行 ＨＢＶ、ＨＣＶ、
ＨＩＶ等经血传播疾病相关标志物的检查和免疫注射，ＨＢｓＡｇ阳
性人员不宜从事血透中心工作。②正确配备并使用各种防护
用品，如口罩、帽子、手套、工作服等。③医务人员在使用医疗
锐器时，要注意力集中。使用过的针头不能重新套上针帽，废

弃的锐器放入指定的锐器盒内集中进行处置。如果发生职业

暴露，应立即进行处理，填写《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登记表》送交

感染管理科。④医务人员对病人进行有创诊断及治疗操作时，
应戴工作帽、口罩、无菌手套，对不同病人进行操作，必须更换

手套。⑤隔离病人应当分区、固定机器透析，配备专门的透析
操作用品车，护理人员相对固定，每３～６个月轮换一次。⑥医
疗废物的管理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医疗机构医疗废物

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分类、包装、登记和处理，避免发生医务

人员感染。

我院的血液透析中心自成立以来，通过加强医院感染监测

和管理，强化了医务人员控制透析血液感染的意识，严格执行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医院的各项制度，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

措施，杜绝了血透中心血液感染病例的发生［７］，与近年来 ＷＨＯ
创议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患者的安全性，并提出零感染的计划是

相适应的［８］。从而保证了透析的质量，确保了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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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乳腺癌术后局部复发研究进展
陈春春，许培权

【关键词】　乳腺癌；局部复发；治疗；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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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癌症协会（ＡＣＳ）估计，美国２０１１年确诊的乳腺癌新
发病例有２２９０６０例，死于乳腺癌的患者有３９９２０例［１］。乳腺

癌是美国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我国占全身各种恶性肿

瘤的７％～１０％，并呈逐年上升及年轻化趋势［２］。目前乳腺癌

手术治疗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乳腺癌术

后的总复发率约为１０％～４０％，且多出现在初次治疗后的２年
以内，尤其在术后第２年是复发高峰期［３］。胸壁、锁骨上窝和

腋窝的复发率依次为１６．３％、８．８％和３．７％，以胸壁复发率最
高，约占复发病例的６０％～９４％［４］。胸壁复发的５年生存率是
６８％，乳房内复发的５年生存率是８１％，约６０．８％ ～８０．０％出
现远处转移而死亡［５］。现就术后局部复发的研究进展综述如

下。

１　术后局部复发因素
　　２０１２年乳腺癌 ＮＣＣＮ指南指出患者年龄、肿瘤大小和分
级、腋窝淋巴结受累数目、肿瘤ＨＥＲ２状态以及切缘宽度等，都
会影响肿瘤的复发风险。年龄低于３５岁、肿瘤较大、病理类型
恶性程度高、腋窝淋巴结受累数目多及激素受体阴性患者复发

风险较高。切缘宽度是局部复发最重要的独立预测因子，切缘

宽度越宽，局部复发风险越低，ＮＣＣＮ专家组的共识是：切缘距
肿瘤大于１０ｍｍ是足够的，而小于１ｍｍ则不充分。在一项包
含４６６０例接受保乳手术和放射治疗的导管原位癌患者的荟萃
分析中，与手术切缘为２ｍｍ的患者相比，切缘 ＜２ｍｍ患者的
同侧乳腺肿瘤复发率较高，但是手术切缘２～５ｍｍ或者＞５ｍｍ
的患者与切缘为２ｍｍ患者的同侧复发率则没有显著差异［６］。

２　术后局部复发的预防
２１　术前　肿瘤的大小及腋窝淋巴是否转移直接关系到术后
复发率的高低，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预防局部复发的

重要一环。

２２　术中　严格掌握各种术式的适应证，术中严格遵守无瘤
原则，防止肿瘤细胞的播散及种植。做到最大限度的切除肿瘤

在内的乳腺组织、胸肌筋膜、淋巴结及脂肪组织，最大限度的保

护重要血管及神经。尽量锐性切除，努力做到 Ｒ０切除。手术
结束前用蒸馏水或化疗药物冲洗手术创面。

２３　术后　ｆｉｓｈｅｒ认为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综合治
疗能显著的降低局部复发的发生率。综合治疗是指根据患者

的全身情况、肿瘤的病理类型及分期、生物学特点，合理地有步

骤地采用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及生物靶向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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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治疗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率。国外学者随机研究已

证明，对瘤床加用推量照射可减少复发［７］。术后全身化疗对局

部复发和远处转移也有一定的延缓或缓解作用。乳腺癌术后

内分泌辅助治疗可使年复发率降低３９％，年死亡率降低３１％，
且不依赖于化疗以及患者年龄、绝经状况和腋窝淋巴结状况。

３　术后局部复发的治疗
　　目前认为，对于局部复发病灶，如果能手术切除，则应先行
手术治疗，然后再考虑应用解救化疗、内分泌治疗和放疗等综

合治疗；如果病灶无法切除，则可先进行放化疗等全身治疗，使

病灶缩小变成可切除后，行手术切除［８］。

３１　手术治疗　接受过全乳切除的患者应行局部复发灶切除
术加胸壁和锁骨上区域受累区域放疗。在这种情况下，手术切

除的意义在于局限性切除肿块以期获得阴性切缘。对无法切

除的胸壁复发灶，如果既往未接受放疗则应给予放疗。保乳手

术后局部复发的患者应当接受全乳切除加腋窝淋巴结分期。

ＮＣＣＮ专家组认为对于既往接受保乳手术和前哨淋巴结活检并
且出现局部复发的大多数患者，最佳的手术治疗方式是全乳切

除联合Ｉ／ＩＩ级腋窝清扫术，但是如果以前的腋窝分期方式仅为
前哨淋巴结活检，那么可以考虑以前哨淋巴结活检代替 Ｉ／ＩＩ级
腋窝淋巴结清扫。有一些学者对保乳术后局部复发尝试了皮

瓣修复技术，马刚等［９］对８例复发性乳腺癌的患者行带蒂皮瓣
修复术。均达到彻底清除病灶及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目的。

带蒂修复供体组织量大且血供丰富易于成活不易变形。那些

Ｍ１期的患者或不能手术部位的局部复发，若要行姑息性手术
必须根据临床实际情况而定（比如有溃疡，气味或疼痛等）［１０］。

３２　放射治疗　乳腺癌术后放疗可提高局部控制率与降低死
亡率［１１］，其 ５年局部控制率为 ５７％，５年、１０年生存率各为
４３％和２６％，其中胸壁复发的局部控制率为６３％，淋巴结复发
４５％，两者均复发的局部控制率为２７％。复发放疗的原则是：
①单纯胸壁复发照射全胸壁，并做预防性锁骨上区照射；②放
疗剂量一般为４６～６０Ｇｙ，剂量小于或大于５０Ｇｙ，其生存率差
别不大；③放疗合并热疗和化疗可提高复发灶的完全缓解率
（ＣＲ）。对于直径≥２ｃｍ的单发的病灶应首先作姑息性手术切
除，但手术范围难以扩大，术后要辅以放射治疗，放疗剂量应高

于改良根治术后的胸壁预防放疗剂量，不低于６０Ｇｙ［１２］。
３３　化疗　ＮＣＣＮ指南指出局部复发乳腺癌的一线治疗药物
是蒽环类和紫杉类。一线联合化疗方案包括ＦＡＣ／ＣＡＦ、ＡＣ、ＡＴ
等。许多病人已接受蒽环类药物或紫杉类药物作为辅助治疗。

如果是辅助治疗后２～３年后复发，仍然可以给予紫杉类和蒽
环类治疗，为了减少和累积心脏毒性建议使用脂质体阿霉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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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阿霉素。如果病人之前运用过蒽环类药物则建议使用紫杉

类，如果之前用过蒽环类＋紫杉类则用吉西他滨、卡培他滨、长
春瑞滨、铂类等［１３］。一项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包括９９６例患者情况
的荟萃分析和两个随机化研究（多西他赛、多西他赛 ＋卡培他
滨，紫杉醇与紫杉醇 ＋吉西他滨）比较单药化疗与联合化
疗［１４］。结果显示联合化疗的疗效优于单药化疗（ＤｖｓＤＣ为
３０％∶４２％；ＰｖｓＰＧ为２０％∶４１％；无进展间隔时间均为４∶６
月；总生存时间是ＤｖｓＤＣ为１２个月∶１５个月，ＰｖｓＰＧ为１６
个月∶１９个月）。
３４　内分泌治疗　２０１２年ＮＣＣＮ指南要求对所有原发性浸润
性乳腺癌确定ＥＲ和ＰＲ状态。ＥＲ或ＰＲ阳性的浸润性乳腺癌
患者，不论其年龄、淋巴结状况或是否应用辅助化疗，都应考虑

辅助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适用于转移性乳腺癌和激素受

体阳性或未知激素受体状态的不危及生命阶段的所有患者。

ＡＢＣＳＧ８研究比较了２年他莫昔芬序贯３年阿那曲唑与５年他
莫昔芬治疗绝经后乳腺癌患者的疗效。研究显示序贯内分泌

治疗可以降低远处复发风险［１５］。氟维司群是一类新型的 ＥＲ
阻断剂，适用于抗雌激素治疗无效、绝经后ＥＲ阳性的晚期乳腺
癌患者的治疗。英国学者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比较了氟维司群与阿那曲
唑治疗晚期乳腺癌的疗效。结果显示中位疾病进展时间分别

为２３．４个月与１３．１个月［１６］。与来曲唑单药相比，对 ＨＥＲ２
阳性和ＥＲ／ＰＲ阳性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中，拉帕替尼联合来
曲唑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达５．２个月（８．２个月 ｖｓ３．２个
月）［１７］。

３５　分子靶向治疗　对于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２（ＨＥＲ２）
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抗ＨＥＲ２靶向治疗已经成为一线治疗［１８］。

ＨＥＲ２过表达的患者早期运用单克隆抗体（赫赛汀）联合使用
多西他赛或紫杉醇能显著提高中位总生存时间。对于 ＨＥＲ２
阴性的患者来说，赫赛汀治疗效果不佳。近年来对于ＨＥＲ２阴
性、不能接受抗ＨＥＲ２靶向治疗的患者有了新的治疗选择———
贝伐珠单抗，其作用机制是抑制肿瘤新生血管靶向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贝伐单抗联合多西他赛（３周每次）或紫杉醇（１周每
次）比单用化疗药物有较高的缓解率（Ｄ：６３％对４４％ Ｐ：２８％对
１４％）［１９］。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美国ＦＤＡ建议撤销贝伐珠单抗用于乳
腺癌治疗的适应证。但是我国学者［２０］研究指出贝伐珠单抗联

合多西他赛一线治疗 Ｈｅｒ２阴性的晚期乳腺癌，可以获得较高
的有效率，耐受性良好。

乳腺癌术后复发率居高不下，且局部复发后５年生存率较
低。一项前瞻性随机研究认为，复发患者采用综合治疗方案对

于预后好的复发患者（指术后至复发问隔＞１２个月，ＥＲ、ＰＲ均
阳性，复发结节少于４个且最大肿物直径 ＜３ｃｍ）有利［２１］。故

对术后复发患者主要是根据病情的不同合理地组合搭配手术、

化疗、内分泌、分子靶向等综合治疗，以延长病人生存期及提高

生存质量。近年来可供选择的治疗大大拓展了，在选择这些方

案之前，最初的治疗、并发症、副作用、患者的期望值都应考虑

进来。比患者年龄更重要的因素是病人各脏器的功能情况（骨

髓、肾脏、肝脏、心脏），而且所用的剂量需遵循药物试验，以期

延长出现远处转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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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自噬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邵丽洁，刘荣玉

【关键词】　自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３　Ｒ３２９．２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７２０３

　　细胞自噬（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是真核细胞中常见的自我消化现象，
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稳态途径。在自噬过程中，自噬体与溶酶体

结合形成自噬溶酶体，后者可降解细胞质中受损、变性的大分

子和细胞器，并将降解产物循环利用，从而为细胞的正常生存、

代谢提供原料。一些基础性研究表明自噬在肺部疾病，特别是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就

自噬角度，总结了自噬通路调节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之间的联

系。

１　自噬的发现
　　自噬是由Ａｓｈｆｏｒｄ和Ｐｏｒｔｅｒ在１９６２年发现细胞内有“自己
吃自己”的现象后提出的，指双层膜包裹部分胞质和细胞内需

降解的细胞器、蛋白质等成分形成自噬体（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ｏｓｏｍｅ），自
噬体与溶酶体融合形成自噬溶酶体，降解其所包裹的内容物，

以实现细胞本身的代谢需要和某些细胞器的更新。随着自噬

现象研究的深入，其分子机制逐渐被揭示出来。理论上说，细

胞通过自噬的过程可提供营养满足生长需要，从而促进存活。

但也有研究表明自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诱导细胞死亡［１］。大

多数学者认为在低水平刺激条件下，自噬主要扮演着维持细胞

稳态的作用，当外界环境的恶劣程度超过可承受极限时，细胞

凋亡或死亡即可发生。

２　自噬的分类
２１　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ＣＭＡ）　在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过程中，分子伴侣蛋白首先与
底物结合形成复合物，该复合物与溶酶体膜上的受体溶酶体跨

膜蛋白２Ａ（Ｌｙｓｏｓｏｍ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２Ａ，ＬＡＭＰ２Ａ）
结合，溶酶体膜发生易位，底物进入溶酶体内并被降解，参与此

跨膜过程的复合物包括Ｈｓｃ７０及ＬＡＭＰ２Ａ。这种自噬现象首
次发现于肺成纤维细胞中［２］。然而，在体内很难对 ＣＭＡ进行
检测，鉴于这一点，目前尚无关于 ＣＭＡ途径在肺部疾病的报
道。但随着实验技术的改进，肺部疾病与 ＣＭＡ的关系也将逐
渐被揭示出来。

２２　微自噬（Ｍｉｃｒｏａｕｔｏｐｈａｇ）　微自噬是指通过溶酶体膜内陷
而形成对外界物质的包裹，进而形成多泡样结构，细胞内的大

分子物质通过这种途径进入溶酶体降解，为机体提供营养物

质［３］。与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不同的是ＨＳＣ７０蛋白参与微自
噬过程，整个过程涉及内体膜蛋白及脂质体，而与 ＬＡＭＰ２Ａ关
系甚少［２］。然而，迄今为止，微自噬只能通过透射显微镜进行

观察，体内研究仍在探索中。

２３　巨自噬（Ｍａｃｒｏ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在巨自噬中，细胞质内首先产
生一种Ｃ形双层膜结构，继而两端延伸最后形成一空泡，包裹
细胞内大分子物质，形成自噬体（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ｏｓｏｍｅ）。随后自噬体
与溶酶体结合，使得自噬体内容物进入溶酶体并被溶酶体水解

酶降解，降解产物如游离氨基酸等物质可以被细胞循环利用。

巨自噬在分子水平可以使用荧光蛋白及透射电镜被进一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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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故其成为被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种自噬形式，很多情况下，由

于其研究的广泛性，在文章中常直接被称为“自噬”［４］。巨自噬

参与了多种细胞生物活动，在肺部疾病的自噬方面研究中，主

要关注点也在巨自噬上。

３　巨自噬的分子机制
　　巨自噬的机制相当复杂，目前已发现至少有２０～３０个核
心蛋白参与其过程，这些核心蛋白往往进一步形成一些具有特

殊功能的蛋白复合物而发挥作用。迄今为止，在巨自噬领域信

号转导通路上研究最为广泛的上游信号蛋白复合物由 ＡＴＧ１、
ＦＩＰ２００、ＡＴＧ１０１、ＡＴＧ１３以及具有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活
性的物质组成［５］。这组复合物受 ｍＴＯＲ及 ＡＭＰＫ信号通路调
节，其对细胞内营养水平及可利用 ＡＴＰ数量敏感，并通过调节
ＡＴＧ１的磷酸化及去磷酸化使细胞巨自噬水平相应发生改变从
而降解胞内相关成分，为细胞生长供给能量［６］。包涵 ＡＴＧ１复
合物的主要功能在于调节Ｖｐｓ３４复合物的活性及其细胞定位，
虽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但目前研究表明Ｖｐｓ３４复合物具有磷
脂酰肌醇激酶３（ＰＩ３Ｋ）活性，可以磷酸化 ＰＩ３，而 ＰＩ３基团的下
游产物是形成自噬小体的重要因子［７］。自噬相关蛋白 ６
（ＡＴＧ６）／Ｂｅｃｌｉｎ１蛋白是Ｖｐｓ３４复合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
自噬小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Ｖｐｓ３４在酵母中的
亚细胞定位于细胞核周围而在哺乳动物细胞内则分布于整个

细胞质中［８］。Ｖｐｓ３４可以使ＰＩ３磷酸化，这是自噬小体形成的
关键［９］，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叫做“欧米伽小体”（ｏｍｅ
ｇａｓｏｍｅ）的结构，这种结构即是哺乳动物细胞自噬体形成中产
生内质网来源的杯状突起［１０］。还有一组具有泛素连接酶性质

的蛋白质组成的复杂系统，这包括 ＡＴＧ３、ＡＴＧ７、ＡＴＧ１０和
ＡＴＧ５、ＡＴＧ１２及ＡＴＧ１６Ｌ所构成的三聚体复合物，它们定位于
“欧米伽小体”中。这个系统的主要功能在于将ＡＴＧ８／ＬＣ３ｂ与
磷脂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大量存在于自噬小体膜结构中［１１］。

与磷脂共轭的ＬＣ３ｂ（称之为ＬＣ３ｂⅡ）存在于自噬小体膜中，是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在膜的延伸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１２］。在ＬＣ３的家族中，哺乳动物中至少发现了５中同源物，
这些同源物都与磷脂相结合而发挥作用，参与自噬小体的形成

与成熟［１３］。溶酶体水解酶系统可降解垂直于自噬前体膜结构

（Ｐｒｅ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ｏｓｏ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Ｓ）上的 ＬＣ３ｂⅡ，而位于胞质
外部的由自噬小体通过去脂质化回收。这样，细胞质膜又称为

ＬＣ３ｂＩ，即ＬＣ３ｂ的去脂质形式便可参与新自噬小体的形成。
由于ＬＣ３ｂ在自噬小体的形成中起到了特定的作用，所以其也
是鉴别巨自噬的可靠指标［１４］。见图１（见封三）。

４　自噬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研究
４１　研究意义　Ｉｎｏｕｅ是最早开始研究肺部疾病与自噬相关
性的学者，其研究组选择性敲除小鼠的自噬相关基因７（ａｔｇ７），
研究表明ａｔｇ７缺陷将导致小鼠气道上皮细胞严重的功能障碍，
如细胞肿胀、粗面内质网丢失、纤毛脱落以及线粒体变形［１５］。

上皮细胞肿胀与肺部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巨自噬在肺泡上皮细

胞及其他实质细胞中是否也起到一定作用，也将以基因敲除的

方式进一步明确。一些研究已报道了巨自噬在肺部疾病如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囊性纤维化、肺结核中的作用。在这些疾

病中，针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最为广泛，下文即将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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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细阐述。

４２　研究进展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ＯＰＤ）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危害成人健康的疾病之
一［１６］。其典型的病理学改变在于小气道重构，慢性炎细胞浸

润、杯状细胞增生以及细菌定植。ＣＯＰＤ患者肺部常由于炎症
细胞长期浸润肺泡膜而导致肺泡腔增大。

就巨自噬角度首次对 ＣＯＰＤ进行的研究报道来源于肺组
织活检标本的免疫组化分析［１７］，这项研究检测了ＣＯＰＤ患者及
正常人肺组织中 ＬＣ３ｂⅡ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 ＣＯＰＤ患
者肺组织内ＬＣ３ｂⅡ蛋白的表达量较正常人高，且升高程度与
临床上ＣＯＰＤ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１８］。考虑到吸烟是

ＣＯＰＤ的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美国波士顿的伯明翰重症
医学中心做了另一项研究，实验以小鼠及肺上皮细胞系为研究

对象，将其暴露于香烟烟雾中，检测烟雾暴露与巨自噬发生之

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香烟烟雾提取物可诱导肺上皮细胞以及

成纤维细胞发生自噬，透射电镜下可见细胞内自噬小体数量增

加、ＬＣ３ｂⅡ蛋白表达量增多，这些表现与之前 ＣＯＰＤ患者肺活
检所得结果是相似的［１８］。延长香烟烟雾暴露时间，可发现气

道上皮细胞自噬迅速发生，持续几小时后即进入死亡阶段［１９］。

在这一过程中，巨自噬中两个关键蛋白 Ｂｅｃｌｉｎ１及 ＬＣ３ｂ表达
量的降低可致暴露于香烟烟雾提取物的细胞死亡率下

降［１８－１９］，而缺乏ＬＣ３ｂ表达的小鼠则可以耐受香烟烟雾提取物
所致的肺气肿样改变［１８］。综上所述，香烟烟雾可以通过巨自

噬途径促使肺上皮细胞及成纤维细胞死亡，而这一反应参与肺

气肿的发生和发展。从分子机制上看，香烟烟雾通过刺激死亡

诱导信号复合物（Ｄｅａｔｈ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ＤＩＳＣ）发挥
作用，而在这一复合物中包含Ｆａｓ受体，由此，我们推测，巨自噬
在肺气肿的发病过程中可能启动了细胞程序化死亡的进

程［１９］。

除了关注巨自噬在ＣＯＰＤ中对肺上皮细胞的作用以外，一
些研究组也做了有关肺泡巨噬细胞的研究。通常，ＣＯＰＤ患者
肺部巨噬细胞对外界细菌的抵抗力较正常人低；同时，由于

ＣＯＰＤ患者肺部常有定植菌存在，所以其肺部巨噬细胞更容易
分泌促炎性细胞因子［２０］，当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时，巨噬细

胞可能参与ＣＯＰＤ患者肺部炎症的发病过程。最近，Ｍｏｎｉｃｋ等
人就肺泡巨噬细胞与自噬的相关性做了一项研究，在此项实验

中，调查者分别对吸烟者（吸烟量超过１０包／年）与不吸烟者肺
组织巨自噬发生量进行检测，结果发现 ＣＯＰＤ患者肺泡巨噬细
胞活性较不吸烟者低，而其活性下降可能与巨自噬水平有关，

若将不吸烟者暴露于香烟烟雾提取物中，则会产生相同的效

应。具体机制可能为：在 ＣＯＰＤ患者体内，自噬小体可以产生
但不能像正常一样被机体降解，这将导致机体内大量自噬小体

的堆积。由于ＣＯＰＤ患者肺部巨自噬水平低下，致使大量自由
基产生、无功能性线粒体增多、ＡＴＰ数量减少，导致细胞利用无
氧呼吸供给能量而加速细胞死亡。Ｍｏｎｉｃｋ等人的研究结果显
示巨自噬水平降低可使肺泡细胞代谢产生紊乱，这在吸烟者及

ＣＯＰＤ患者肺泡巨噬细胞中表现得更为显著［２１］。

多个研究组发现当细胞受到外界环境胁迫或内毒素侵犯

时，抑制细胞内巨自噬水平将导致多种细胞因子分泌增加。最

近，有研究表明，在巨自噬受到抑制时，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

蛋白水解酶１（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的激活在整个巨噬细胞分泌 ＩＬ１β和
ＩＬ１８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巨自噬能力缺陷的巨噬细胞，由于
不能正常降解无功能线粒体导致细胞内部自由基数量增多，使

细胞膜系统的完整性受到影响，进而导致细胞易受内毒素攻

击。线粒体内部组分，如线粒体 ＤＮＡ，由于线粒体膜通透性增
高而漏入细胞质，激活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导致 ＩＬ１β和 ＩＬ１８分泌增
加［２２］。由此，ＣＯＰＤ患者肺部巨自噬水平受抑制可能导致其体
内巨噬细胞分泌的 ＩＬ１β较正常个体高，这将进一步激活炎症

反应。

综上所述，大量研究表明巨自噬在 ＣＯＰＤ的发病中起着重
要且复杂的作用。在肺上皮细胞中，巨自噬可能促进了细胞凋

亡，进而产生了肺气肿的病理表现。在肺巨噬细胞中，香烟烟

雾可抑制巨自噬，这将导致气道更易受炎症及细菌侵犯。在

ＣＯＰＤ患者肺组织中，ＬＣ３ｂ蛋白表达量较正常个体增高，这将
可能成为ＣＯＰＤ诊断的一项新的生物学指标。鉴于巨自噬在
不同的细胞中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所以对不同的患者采取相

同治疗措施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治疗效果，也就是说，提高了

ＣＯＰＤ患者肺巨噬细胞巨自噬水平是否会起到治疗的效果还有
待考证。

５　结语
　　自噬与许多疾病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肺部疾病也
不例外，虽然在巨自噬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中

复杂的机制仍不十分明确，特别是有关微自噬和分子伴侣介导

的自噬途径的研究则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细胞的基础性研

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治疗仍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但不可否认的

是，随着自噬研究的深入，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将最终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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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不当，可危及生命安全。对照组８例出现喉痉挛患者经及

时发现，对症处理后患者呼吸平稳、血氧饱和度在９５％以上，安
返病房。

表１　两组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麻醉恢复期前后血压、心率的变化

组别 ｎ
麻醉恢复期前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心率（次／ｍｉｎ）
麻醉恢复期后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心率（次／ｍｉｎ）
对照组 ５０ １３３．３±２１．４ ７９．３±６．２ ７４．３±１６．１ １４５．７±２０．８② ９６．４±６．１② ８７．７±１８．５②
实验组 ５０ １３１．８±２０．５ ７８．５±５．９ ７２．８±１５．９ １２７．０±１２．９① ７６．７±６．４① ７１．９±１２．５①

ｔ值
①１．１２７５
②２．１２８５

①１．３０４９
②９．４３２８

①０．５２６６
②２．７３１６

Ｐ值
①０．２６６６
②０．０３９８

①０．１９９８
②０．００００

①０．６０１５
②０．００９５

　　注：①、②均为与同组恢复期前比较。
表２　两组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麻醉恢复期时躁动及喉痉挛的发生情况（例）

组别 ｎ 躁动 未躁动 喉痉挛

对照组 ５０ １４ ３６ ８
实验组 ５０ ５ ４５ １
χ２值 ５．２６３２ ５．２６３２ ５．９８２９
Ｐ值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１４４

３２　心理护理干预对麻醉恢复期患者循环功能及并发症的影
响　由于手术患者对手术室环境陌生，加上手术室内特殊的气
氛和各种医疗设备仪器，医护人员的着装与病房完全不同，患

者进入到这一全新的环境中，会产生紧张、恐惧的心理感受［５］。

手术室的护理工作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

手术患者行术前访视、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对麻醉和手术的顺

利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６］。从表１、表２结果可看出两组患者
麻醉恢复期前血压和心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实验组麻醉恢复期血压、心率的变化值及并发症发生显著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表明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缓解患者对疼痛
的敏感，增加自控能力，耐受气管导管的不适，主动配合麻醉复

苏，明显减少全麻患者麻醉恢复期并发症的发生，有利于循环

功能的稳定。

３３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在护患中的作用　通过术前访视、实施
心理护理干预促使手术室护士增加知识面的学习。手术室护

士掌握的知识不单单只是手术配合，还要涉及到术前术后的护

理知识，这样可调动手术室护士的工作热情和学习的积极性，

加强责任感，及时发现自身不足，在工作中不断加强自身学习，

提高自身素养、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护患间良好的关系及交

流是实施护理措施的前提，是实现理想的护理效果的基础［７］。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提高患者自身的心理素质，增强患者对手

术的耐受能力，保持稳定情绪和良好的心理状态，确保麻醉和

手术的顺利进行，对患者的疾病治疗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８］。

３４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在医患关系和手术室护理范畴中的作
用　由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医患之间的矛盾非常明

显，医患关系处于非常时期，通过术前访视、实施心理护理干

预，使患者倍感亲切，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消除了陌生感，

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缓解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医患关

系的和谐。同时也扩大了手术室的护理工作范围，是手术室优

质护理的体现，手术室的护理工作有了质的飞跃，其不再是单

纯局限于手术配合，而是延伸于患者的围手术期中。

通过对全麻下腹腔镜手术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能有效

减少患者恐惧、紧张心理，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配合手术，同时

也有利于循环功能稳定，减少并发症发生率，从而帮助患者安

全度过麻醉恢复期，促进疾病的康复，保障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另一方面密切了医患关系，提高手术室护士的学习热情，扩大

了手术室护理的工作范围，更进一步促进手术室护理向新的护

理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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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侧完全性唇裂术后鼻唇外形继发畸形的研究
霍继武，李光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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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裂是常见的颜面部先天性畸形之一，常伴有腭裂。唇腭
裂的序列治疗包括术前准备、手术、语言矫正、术后畸形矫正等

一系列过程，其中手术矫正至关重要。但术后往往继发各类唇

鼻畸形，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手术效果和患者外貌，为再次手

术矫正带来困难。目前通过唇裂术后调查随访对患者进行相

关鼻唇畸形各标记点间距离及角度测量的研究较少。通过大

量鼻唇部的测量数据统计分析，旨在客观地为再次手术方案的

制定和时机选择提供理论支持，进一步完善唇腭裂的序列治

疗，最大程度地帮助恢复患者鼻唇外形。本文就唇裂术后唇鼻

畸形的形成原因，分类方法及相关数据测量方法作一综述。

１　唇裂术后继发唇鼻畸形的原因
　　唇裂术后继发畸形是指经唇裂修复术后，仍遗留或继发于
手术操作和生长发育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一类畸形，较原发性唇

裂的畸形特点更加复杂化［１］。因此而设计的修复方法也较唇

裂修复更加灵活多变。其中有些畸形，如术后患侧鼻翼塌陷等

与唇裂畸形本身严重程度有关，这类畸形并不单纯是因手术造

成，主要是与上唇组织量先天不足导致鼻底被动牵拉变形有

关［２］。另外一些畸形，如患侧鼻孔过小，人中到口角的距离不

等，唇红组织的破坏，唇红缘错位及术后瘢痕等则与手术操作

关系较密切，再次修复往往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对于此类畸

形，应尽量在初次修复术中加以避免［３］。还有一些畸形就是手

术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在切口愈合过程中和随患儿生长发

育逐渐出现的。因为没有一种手术方式是完美的，都有一定的

局限性，一种手术方式不会适合所有的唇裂患者。手术医师应

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情况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选择最合适的

手术方式［４］。患者唇裂术后的远期外形效果与手术医师的手

术技巧和临床经验，患者术前畸形严重程度，术后切口恢复情

况以及患者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但具体哪类因素对术后

畸形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目前仍需深入研究。综合上述可能导

致唇裂术后畸形的各种原因，可见术后畸形的程度不仅需要手

术医师熟练的手术技巧，而且与患者自身术后恢复等诸多因素

密切相关［５］。

２　唇裂术后继发鼻唇畸形的分类
　　唇裂术后继发唇鼻畸形的形成与唇裂原有畸形程度，手术
方式的选择，术后疤痕形成，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目前国内

有许多分类方法。如字母与数字相结合分类法：字母表示畸形

定位，数字表示畸形程度，比如上唇的畸形可以用 ＵＬ表示，则
ＵＬ０表示上唇疤痕不明显；ＵＬ１表示上唇疤痕明显，部分外形
破坏，但组织储备量良好；ＵＬ２表示上唇过紧，伴有皮肤缺损，
组织储备较少；ＵＬ３表示上唇畸形非常明显，唇组织几乎全层
缺损［６］。其他部位畸形以此类推。此种分类方法适用范围相

对局限。如通过测量石膏模型中各标记点距离以及术中观测

鼻软骨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将鼻部畸形分成三度。１度：仅表现
患侧鼻下１／３形态异常；２度：在１度畸形基础上伴健侧鼻下１／
３形态异常；３度：在前两度畸形基础上同时伴有鼻背偏斜［７］。

此种分类方法着重鼻部畸形而对唇部畸形未进行明确分度，对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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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鼻畸形分类的概括性较差。此外还有通过三维ＣＴ测量上颌
骨相关指标，结合术前后鼻部软组织的测量，以及结合患者满

意度对鼻畸形进行分级。综合以上所述各种对唇裂术后唇鼻

畸形的分类，可以看出均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为二次手术方式

的选择及个体化综合治疗提供了术前理论依据。鉴于唇裂术

后继发唇鼻畸形的复杂多样性，截至目前为止在国内尚无一致

公认的分类方法，这为唇裂术后继发唇鼻畸形患者的二次手术

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了患者需多次手术的可能。因

此仍需不断归纳总结病患资料，进行鼻唇部测量，数据统计等

一系列工作，进一步探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的分类方法。

３　唇裂术后继发唇鼻畸形的测量方法
　　唇裂术后继发鼻唇畸形相关距离数据及角度的测量属于
人体测量学的一部分［８］。通过测量数据的分析可对唇裂术后

继发鼻唇畸形进行细致而系统的研究，以用于术后恢复效果的

评价。目前国际常用的测量方法主要有５类：直接测量法；模
型测量法；照相测量法；三维ＣＴ测量法；光学测量法［９］。

３１　直接测量法　直接测量法是较为简便快捷的方法，属于
一维测量的一种［１０］。主要方法是采用若干传统的测量器械对

人体体表各部位的相关点、线、面之间的距离以及角度等进行

测量。目前国内外均普遍采用的是ＲｕｄｌｆＭａｒｔｉｎ法［１１］。该测量

方法是在预测量某些测量标记点的基础上，预先在被测量者的

测量部位直接用标准粗细的笔于各个测量标记点处做好标记，

再运用各种测量工具对预测量部位的线性距离、体表各角度等

指标进行测量。常用的主要测量工具有游标卡尺、刻度尺、软

皮尺、量角器等。相对来讲直接测量法操作简单，数据资料获

取方便，更无需复杂设备。但直接测量法缺点也相对较多，如

信息采集时需多次测量以减少测量误差，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且测量数据与测量者的测量熟练程度及测量工具精细度亦相

关。不同测量者的同一指标所测数据不一致，重复性较差，受

干扰因素较多等。故此法适合为广大基层医疗单位进行研究

所采用。

３２　模型测量法　模型测量法属于间接测量法中一种。方法
是先用石膏印模材料对预测组织取印模，做成阴模后进行石膏

模型灌注，再做成阳模，等待石膏模型完全干燥硬化后，再于石

膏模型上标记预测量点。然后运用直接测量法在石膏模型上

进行测量［１２］。此法看似可行，但有较多缺点比如操作繁琐，费

时费力。在制造模型时会因各种人为原因造成模型测量部位

被压变形（尤其是颜面部）从而干扰测量结果，而且因所用石膏

材料质量不同导致测量准确性受影响较大。同时因石膏模型

不易保存，容易出现缺损，不利于反复测量取证。鉴于此种测

量方法的诸多缺点，目前已很少使用。

３３　照相测量法　照相测量法主要有两种：平面照相测量法
与立体照相测量法。

３３１　平面照相测量法　平面照相测量法是属于二维测量
法，起步相对较晚。首次由 Ｓｉｍｏｎ于２０世纪初提出，结合面部
照相的方法进行人体各部位相关测量研究［１３］。主要原理是先

进行被测量者平面相片采集，采集时需设置固定的距离和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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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等作为参照物，以便后期确定放大倍数。进行相片冲洗后，

直接用测量工具在相片上进行数据测量，再按比例进行换算后

得出真实数值。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采用数码相机

技术采集图像并在计算机上运用图像处理软件进行数据测

量［１４］。与传统相片直接测量法相比，计算机软件测量准确度

明显增加，测量误差显著减小，并能很好地保存图像信息以供

反复测量取证。在照相测量法中，比如进行鼻部相片采集需要

采集鼻正位片、侧位片及基底位片。从不同角度对鼻部进行全

面研究。平面照相测量法优点为价格相对低廉，操作可行性得

到提高，数据资料采集方便且能长时间保存图像。其缺点是进

行测量时需要严格固定头颅方位，需要被测者全力配合，比如

表情放松，均匀呼吸等。尤其是小儿，测量准确度会因小儿无

法配合受到很大影响［１５］。而且平面照相仅局限于体表平面不

能显示整体三维立体结构，导致某些体表深部测量无法进行，

作用有限。

３３２　立体照相测量法　鉴于平面照相测量法的不足，１９４４
年ＴｈａｉｍｅａｎＤｅｇｅｎ等从简便的立体照相技术中得到头面部测
量数据资料，并广泛运用于临床，立体照相测量法应运而

生［１６］。立体照相测量法属于三维测量。主要理论是运用了双

目视觉原理，能清楚地显出测量部位深度。运用立体照相技术

并结合计算机图像处理软件，便可得出测量部位三维立体图

像，这对预测量指标在计算机图像上进行测量提供了可能。使

用摄像机分别于不同角度采集影像。被摄者的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平面
（耳眼平面）［１７］与水平面始终保持平行，正中矢状面介于两台

摄像机之间，被摄者位于中间，要求被摄者颜面部保持放松姿

态和均匀呼吸，然后开始采集图像并进行相关测量。此方法数

据资料采集较快，测量精度较高，图像容易保存，同时可以在计

算机上将图像向各个角度旋转以进行不同的测量，避免了因接

触测量工具等人为因素使颜面部发生变形而导致测量准确性

不足的缺点。实现了由平面浅层向立体深层的转化。此方法

所用测量设备价格较为昂贵，测量条件较高。但其优越性不容

置疑，实用性较强。

３４　三维ＣＴ测量法　三维ＣＴ影像测量法主要是运用影像解
剖与旋转影像，从不同角度观测三维ＣＴ影像，同时能得到不同
组织密度的相关影像图［１８］。而且可观察到表面测量无法涉及

的深部组织结构，详细研究各深部解剖结构之间的空间关系，

并可通过对影像图的数字分析，精确测量各解剖结构的相关距

离与角度、空间容积、表面积等。该方法操作简便，信息资料可

重复性强。可以在多个位置、不同角度上进行测量。该方法被

测量者受放射线量较一般ＣＴ大，有一定的射线危害，而且在立
体影像上定点容易产生误差，从而影响测量结果。三维 ＣＴ影
像测量法适用于多人数，多指标等大范围测量。

３５　光学测量法　光学测量法是一种新型非接触性的光学图
像测量技术，主要有云纹影像测量法与激光扫描测量法。

３５１　云纹影像测量法　云纹影像测量法称之为莫尔条纹
法，基本原理是大量光线经汇聚、折射，穿过基准光栅，而后再

次投射到三维物体的表面。由于被测物体表面的凹凸现象受

到三维调制，使基准光栅的影像形成变形光栅。于两层光栅之

间产生几何干涉，形成含有面外位移信息的云纹；透过基准光

栅从各个角度进行观测时，便可看到被测物体表面的干涉云

纹。再选择适合的光学系统装置，可使干涉云纹转变为物体表

面的等高线。用光学摄像记录装置采集记录等高云纹图，就可

获得所需的测量数据。此种影像测量法测量精准，影像资料采

集简便；信息获取量大，单张照片即可获得头面部的三维信息；

且能准确记录预测量部位的外形与大小，便于比较手术前后测

量部位的细微变化。此法的不足主要是测量设备费用昂贵，需

专门的仪器和实验室，测量专业性较强，不利于广泛开展。目

前国内仅在少数发达地区得以运用。

３５２　激光扫描测量法　激光扫描测量法是利用激光三角测
距原理的测量方法。激光测量仪中有一个可旋转框。该旋转

框不仅可沿着头部做圆周运动，也可同时沿着长轴做轴向运

动，这种双向运动可准确地采集头面部的各预测量点的三维信

息，并建立三维坐标系。获得的各标记点可通过数学公式及几

何公式进行各个测量项目的换算。再运用计算机技术可以将

得到的数据在显示屏上呈现出一幅彩色图标，图标中不同颜色

代表不同的深度。因而能形象地将颜面部的结构及特征详细

展现。激光扫描测量法获得的彩色图像逼真生动，测量精度

高。图像可以任意角度旋转，便于完成一系列相关测量。但与

云纹影像测量法共同的缺陷是价格昂贵，操作专业性强，对各

种测量条件要求较高。同时激光扫描测量法测量时容易产生

运动伪差，并且需要从不同角度结合来进行测量，这使其无法

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

综合比较上述５种测量方法可见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类
型测量对象选取适合的测量方法，或者几种方法相互取长补短

相结合进行测量可以提高测量准确性，增加测量可信度。而且

被测量者的全力配合，以及测量设备费用等问题也直接或间接

影响测量工作的进行，因此需根据不同地方的实情综合考察后

做出选择，才能达到较好的测量效果［１９］。

唇裂术后继发鼻唇畸形的手术矫正是目前唇腭裂序列治

疗中的一个关键环节［２０］，其术后恢复效果可直接影响面部外

形。目前国内外针对此类畸形程度进行测量数据研究的报导

较少。通过唇裂患儿术后随访取样，测量各鼻唇标记点间的距

离及相关角度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相关畸形严重程度

的测量数据资料，为二次手术方案的制定及手术干预时机的选

择提供理论依据，以便最大程度协助矫正患者的鼻唇畸形。唇

裂术后鼻唇畸形测量数据的建立及以后相关测量指标数据的

不断完善［２１］，为唇腭裂序列治疗提供了更加完备的临床数据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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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我们的观察提示体外循环所致的心肌缺血可能

诱导了细胞凋亡的开端，而缺血后再灌注则恶化细胞

凋亡进程并真正导致心肌细胞凋亡和丧失。本研究观

察的重点为再灌注１．５ｈ的变化，属于心肌细胞缺血／
再灌注性凋亡的早期阶段，此期若能采取有效措施进

行干预，则完全有可能中止／或延缓凋亡的发生与发
展。

缺血／再灌注所致心肌细胞损伤与凋亡引起广泛
关注，然而对其确切机制的了解与认识仍相当有限。

已有的研究资料提示缺血／再灌注所致心肌细胞损伤
与凋亡与许多蛋白激酶的表达及多种基因的调控相

关，与死亡受体介导和非死亡受体介导启动相关。在

拮抗凋亡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再灌注损伤补救激酶

（ＲＩＳＫ）信号传导系统可能起重要作用。其中 Ａｋｔ的
Ｔｈｒ３０８位点磷酸化和 Ｓｅｒ４７３羧基端磷酸化都可激活
Ａｋｔ，使一些靶分子包括 Ｂａｄ、Ｆｏｒｋｈｅａｄ转录因子和
ｃａｓｐａｓｅ９等磷酸化而失活，从而抑制凋亡发生与发展。
Ｅｒｋ１／２可激活 Ｐ７０Ｓ６Ｋ，上调抗凋亡分子 ＣＲＥＢ等，促
进Ｂａｄ，Ｂａｘ磷酸化，增强 Ｂｃｌ２的表达，阻止线粒体通
透性转换孔（ｍＰＴＰ）的开放，从而减少心肌细胞凋亡的
发生与发展［１０］。多数学者均认为 ＰＩ３ＫＡｋｔ和 Ｅｒｋ１／２
都是通过抑制 ｍＰＴＰ的开放而参与 ＩＰｏｓｔＣ的保护作
用［１１］。我们的研究显示 ＩＰｏｓｔＣ使心肌细胞再灌注阶
段ＰＡｋｔ、ＰＥｒｋ表达明显增加，从而参与了心肌保护
作用。我们的研究观察证实了缺血后处理增强了再灌

注早期阶段 Ｂｃｌ２的表达，Ｂｃｌ２是调节凋亡基因家族
的基本成员。目前的研究资料表明凋亡发生与发展过

程中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和Ｂｃｌ２相互拮抗［１２］。Ｂｃｌ２通过抑制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激活而对抗细胞凋亡。相反，激活的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则可特异性裂解Ｂｃｌ２，而使其丧失拮抗凋亡
的作用［１３］。Ｂａｘ被视为促凋亡基因，与 Ｂｃｌ２有２１％
同源性并可与 Ｂｃｌ２形成异二聚体复合物，两者之间
的比率决定着细胞凋亡发生与否，然而确切机理有待

阐明［１３］。我们的观察提示ＩＰｏｓｔＣ上调抗凋亡基因、下
调促凋亡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心肌细胞凋亡的发生

与发展。

本研究资料提示：心肌细胞凋亡是ＣＰＢ中心肌 Ｉ／
Ｒ损伤的重要病理特征之一，ＩＰｏｓｔＣ可抑制 ＣＰＢ中缺
血再灌注性心肌细胞凋亡的发生。其作用与上调

ＲＩＳＫ系统及调控Ｂｃｌ２／Ｂａｘ基因有关。ＩＰｏｓｔＣ作为一

种内源性心肌保护机制，虽然已有较多的基础和临床

研究资料，但其确切机理尚未完全阐明，质疑和争议仍

然存在。在临床广泛应用前，应进一步加强研究，除需

进一步了解其病理生理机制，也需探索其相关适应症

和禁忌症，了解其局限性及相关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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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治疗进展
毛健伟，李庆文

【关键词】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全膀胱切除；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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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癌是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临床上把膀胱
癌分为表浅性膀胱（ＴａＴ１）及原位癌（Ｔｉｓ）和肌层浸润性膀胱
癌（Ｔ２Ｔ４）两大类。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中有相当部分是从表浅
性膀胱癌发展过来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进展快，恶性程度高，

易转移，复发及病死率高，虽然治疗方式很多，但预后较差，效

果并不理想，５年生存率约占２５％。国内外的学者们在研究如
何提高疗效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和报道，现对肌层浸润性膀胱

癌的治疗现状综述如下。

１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ＴＵＲＢｔ）及髂内动脉化疗
　　ＴＵＲＢｔ是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首选治疗方法，具有损伤
小、并发症少、可重复施行、疗效肯定并可保留膀胱排尿功能等

优点。随着尿道腔镜技术的日趋成熟，近年来ＴＵＲＢｔ在治疗肌
层浸润性膀胱癌的应用中由以前的姑息性治疗转换为根治性

治疗。专家们经过长时间的临床实践研究发现 ＴＵＲＢｔ在治疗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尤其是局限性、浅肌层浸润分化良好的膀

胱癌或是因年老体弱合并心肺等器官疾病不能耐受根治性全

膀胱切除术的患者可以获得较理想的疗效［１］。且同时辅以化

疗后的生存率与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无明显差异。ＴｕｎｉｏＭＡ
等［２］的一项大型临床实验选择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的１６０例肌层浸
润性膀胱癌病人，均接受化疗联合 ＴＵＲＢｔ的综合治疗，结果发
现总的３年生存期５４％，且病人耐受性好。本世纪７０年代就
开始行髂内动脉化疗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治疗效果明显优

于静脉化疗，术前髂内动脉化疗不仅破坏了癌细胞的生物膜系

统，使蛋白质合成发生障碍，酶系统受到损害，并出现肿瘤间质

血管减少，使肿瘤内供血障碍，从而促使肿瘤细胞坏死。并且

可将部分肌层浸润性膀胱癌降期，使患者行保留膀胱手术的可

能性有所增加。动脉化疗还可杀灭潜在微小的病灶，创伤小，

可多次重复进行，并通过其反复地破坏与抑制作用使膀胱肿瘤

降期，以增加保存功能性膀胱的可行性，髂内动脉化疗可提高

膀胱及盆腔区域的化疗药物浓度，延长作用时间，降低总的用

药量，相对较少全身毒副作用；ＴＵＲＢｔ前行髂内动脉化疗加血
管栓塞还有减少术中出血量及癌细胞播散和转移的作用，使较

大的瘤体明显缩小，进而增加了ＴＵＲＢｔ的切除率。对于一些术
后要求较高生活质量的患者，特别是对于高龄、晚期膀胱癌患

者不能或不愿意行膀胱全切除术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

法，但密切正规随访并保证完整的治疗程序是非常重要的，患

者必须愿意接受多次膀胱镜检查和频繁的随访，且应理解并接

受必要时行膀胱切除术的可能性。

在选用ＴＵＲＢＴ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时要注意区别姑息
性治疗和根治性治疗的不同。对于那些应行根治性膀胱全切

术但全身情况不能耐受手术或拒绝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可施行

ＴＵＲＢＴ及髂内动脉化疗，可抑制肿瘤的发展，延长生命。

２　开放手术
２１　膀胱部分切除术　此术式可以保留患者正常排尿和阴茎
勃起的功能，但在西方国家运用膀胱部分切除术治疗肌层浸润

性膀胱癌有非常严格的指征，故只普遍应用于我国。一般来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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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肌层浸润性膀胱癌中可行膀胱部分切除的比例约为

５．８％～１８．９％，但局部复发率可达３８％～７８％，且有腹壁切口
种植的风险。因此，通常推荐选用膀胱部分切除术的适应症

为：初发、单发、位置合适、不伴有原位癌且能完整切除肿瘤周

围２ｃｍ膀胱壁的局限性Ｔ２期膀胱癌。ＨｏｌｚｂｅｉｅｒｌｅｉｎＪＭ等［３］报

道了５８名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在行膀胱部分切除术治疗
后，５年生存率为７０％，其中８例为浅表性的复发，１４例出现肿
瘤进展。经严格挑选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可采取膀胱部

分切除术治疗Ｔ２期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毕竟对患者来说保留
膀胱可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术后均需按时行膀胱灌注化

疗。

２２　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
２２１　传统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　传统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
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因其可同时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是提高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生存率、避免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有

效治疗方法［４］。近年来随着手术技巧的不断提高及辅助治疗

方法的改进，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后死亡率明显降低，患者生

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５］。目前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仍是肌层

浸润性膀胱癌治疗的金标准。

２２２　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　ＰａｒｒａＲＯ等［６］于１９９２
年报道了首例腹腔镜全膀胱切除术。２０００年 ＧｉｌｌＩＳ等［７］报道

２例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加回肠通道术。黄建等［８］报道１５
例腹腔镜下膀胱全切除及原位回肠膀胱术，对该术式的临床应

用价值有较高评价。ＡｎｇｕｌｏＪＣ等总结了腹腔镜根治性膀胱癌
手术的优点：①手术切口小；②腹腔镜下切除膀胱和前列腺，有
助于精确、细致的处理盆底深部的重要结构，降低尿道括约肌

损伤率，保存完整的尿道括约肌，且可提高阴茎神经血管束保

留的可能性，术中出血量少；③手术创伤小，恢复快，缩短术中
肠管暴露时间，利于术后肠道功能的恢复，减少术后肠粘连等

并发症的发生；④腹腔镜下进行盆腔淋巴结清扫，可清楚见到
肿大淋巴结、淋巴管及髂血管和闭孔神经等重要结构，同时避

免损伤重要的血管神经［９］。ＮｉｕＹＮ［１０］等通过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
１３例病人发现腹腔镜手术具有恢复好且尿道重建功能好。随
着科技的发展，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的手术时间及术

后并发症也逐渐减少。总之，随着腹腔镜技术的熟练掌握及手

术经验的不断增加，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已成为现如

今的主要发展方向。

２２３　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ＲＡＲｃ）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为外科医生提供更多技术优势，如三

维立体视觉效果，灵活的象手腕关节一样的器械，及模拟人体

工程学的设计等，节约了医生学习的时间，简化了缝合、精细解

剖等复杂的操作。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

（ｒｏｂｏｔ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ＲＡＲＣ）正在成为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治疗的一种非常有用手段［１１］。ＫａｍｒａｄｔＪ［１２］

等也认为ＲＡＲＣ是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外科治疗的里程碑，其扩
大淋巴结清扫、尿道重建变得更优于普通的腹腔镜技术。Ｋｗｏｎ
ＳＹ［１３］等报道了１７例应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
切除术，而且平均手术时间３７９．１ｍｉｎ，平均出血量２１０．５ｍｌ，平

·８７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均住院时间为２０．７ｄ，平均术后进食及行走时间为别为５ｄ和
１．３ｄ，围手术期有４名患者出现并发症，１例发生肠梗阻，１例
发生急性肾衰竭，１例发生急性肾盂肾炎及一例发生尿漏，但所
有并发症均得到控制并有所好转。术后病理均为尿路上皮细

胞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ＫＡ［１４］等观察了６０例接受ＲＡＲｃ的膀胱癌病人
的临床和病理数据，发现ＲＡＲｃ不失为一种安全、高效的手段。
ＫａｎｇＳＧ［１５］等选择了４１个接受 ＲＡＲＣ的膀胱癌病人作为实验
组，３８例既往接受体外手术的膀胱癌病人作为对照组。结果发
现，两组在术前因素、肿瘤学基础和手术时间上无显著的统计

学差异；在恢复饮食的时间及淋巴结清扫数量上无统计学差

异，而术中出血量和输血率机器人组优于体外手术组，有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由此可以看出：ＲＡＲｃ是安全的，可获得满意的
功能恢复及短期的肿瘤学缓解。尽管 ＲＡＲｃ仅在少数大的医
学中心进行，但其是可行的，ＲＡＲｃ相比于腹腔镜可更好的保护
神经，更有利于男性患者术后性功能的恢复，并可减少手术失

误、术中出血量少，术后并发症少，患者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

间短，术者减轻疲劳等优点［１６］；另外，ＲＡＲｃ使尿路改建的吻合
更为容易，值得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去进一步完善。

３　化疗与放疗
３１　化疗　ＩＢＣ的化疗包括：新辅助化疗、术后辅助化疗，姑息
性化疗。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术后远处转移的发生率为５０％，
大多数发生于术后２年内。而术后辅助化疗可以延长患者的
生存期并可降低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风险；而姑息性化疗可

以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延长生存期。ＥｃｋｅＴＨ等［１７］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收集５９例晚期或局部晚期的膀胱癌病人。所有病人均
给予吉西他滨＋紫杉醇 ＋顺铂方案化疗４～６周期，４８例病人
（８１％）对化疗有效（５６％完全缓解）中位生存期２２月，１年和２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６８％和３９％。ＪｏｎｅｓＧ等［１８］认为：吉西他滨

是目前治疗膀胱癌最有效的化疗药物之一，并且毒性低，主要

的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另外的西班牙学者 ＺａｐａｔｅｒｏＡ等［１９］

的一项最新的研究中指出：可以有选择地对一部分 Ｔ２～Ｔ４浸
润性膀胱癌病人保留膀胱的同时予化疗，来替代根治性切除

术。总体生存率和癌症特异性生存率是令人鼓舞的，超过８０％
的幸存者保留功能性膀胱。

新辅助化疗适合可开放手术的临床分期 ｃＴ２～ｃＴ４ａ的肌
层浸润性膀胱癌，其术前化疗的优点有：①患者术前的身体状
况相比于比术后可以耐受更多的药物剂量和化疗周期；②新辅
助化疗可以明确肿瘤是否对化疗药物敏感，为术后进一步治疗

提供重要信息；③可通过原发肿瘤对药物的反应评估预后情
况；④术前化疗可降低肿瘤的分期，缩小肿瘤范围，从而最大程
度地切除肿瘤，并可降低手术的难度。新辅助化疗的缺点主要

是延误了那些对化疗药物不敏感或者肿瘤进展快的患者行根

治性膀胱切除的时机。

３２　放疗　根治性放疗加或不加化疗成为不能手术或不愿手
术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一种标准治疗选择。ＨｉｎｄｓｏｎＢＲ
等［２０］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泌尿生殖肿瘤放疗组的专家们

在２００９年大项研究显示根治性放疗是不愿和不能手术的肌层
浸润性膀胱癌的最佳选择之一，但单纯放疗患者的总生存期短

于根治性膀胱切除术。

目前，根治性全膀胱切除、尿流改道术仍是肌层浸润性膀

胱癌的标准治疗方案，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及设备的不断改

进，腹腔镜下根治性全膀胱切除术已被广泛接受，尿流改道术

也更趋合理，围手术期的病死率已降为１％ ～３％，患者术后的
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但是对缩短手术时间、提高肿瘤疗效、减

少并发症等技术的改进仍是研究的焦点。尽管 ＲＡＲＣ昂贵的
费用限制了它的广泛应用，但机器人手术将是未来外科手术的

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手术前后化疗、放疗以及髂内动脉栓塞

疗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相信未来在开展前瞻性临床随机

对照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更为合理有效的综合治疗模式，以提

高肌层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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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２９页）
作为主线，因两断端马尾状断缘互相交叉呈瓣结样，不

整齐跟腱断端腱束采用３０带针无创缝线 Ｂｅｋｅｒ法逐
一显微外科修复。术后１～３周长腿石膏屈膝跖屈踝
４５°外固定，术后４～６周短腿石膏踝跖屈２５°～３０°外
固定，术后第７周去石膏功能训练。术后３个月可正
常行走，术后６个月可以随意活动，无疼痛，背屈２０°～
跖屈４５°，无跟腱与皮肤粘连。取得满意疗效。详见
图１～４（见封三）。

３　讨论
　　跟腱闭合性断裂病例有逐渐上升趋势［２－４］，如此

强大的肌腱为何变得如此脆弱呢？从跟腱损伤的病因

不难发现为以下两大原因：一是强大的外力作用。如

车祸伤；高空坠落伤；剧烈的跑跳运动等。二是跟腱本

身的病变，如职业运动员长期反复持续的强力运动，导

致跟腱血运障碍，跟腱发生退变；办公室工作人员平时

少运动，偶尔运动，跟腱本身强度不够，容易出现闭合

断裂；长期患有慢性跟腱炎，常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局

部封闭者［５］，也可使跟腱局部的血供差，质地变得更加

脆弱，稍有外伤即易断裂；还有报道喹诺酮类抗生素的

毒性作用，在使用喹诺酮类抗生素对跟腱有毒性作

用［６－８］，可引起跟腱炎，最后可导致跟腱断裂。运动性

跟腱损伤是在自身发生跟腱病变或退行性变的基础上

发生，创伤与积累劳损是其主要诱发因素［９］。

跟腱损伤最重要的是预防：跟腱损伤往往是在没

有准备或者是运动过度的情况下容易损伤，预防是体

力工作或者运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使身体的兴

奋点调节到最适宜的状态，使肌体各部的机能活动加

强，运动不宜过度。同时运动中还要注意加强保护和

自我保护：踝关节处使用护具；穿质软、轻的高帮鞋，避

免脚踝受伤；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以免损伤踝关节。

运动量应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安排。激烈运动后，应

适当休息，以求机体舒缓。正确掌握技术动作也很重

要。在熟知技术动作要领后再运动练习。当腓肠肌肌

肉抽搐时，必须马上休息、按摩，使肌肉慢慢放松，千万

不可用力踢脚跟，以防止跟腱断裂。最大限度防止其

它意外伤害，也是预防跟腱损伤的一方面。减少利用

激素做跟腱炎治疗；在应用喹诺酮类抗生素等药物后

减少剧烈运动，也是现在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于闭合性跟腱损伤的诊断，随着医疗水平的提

高和患者的积极主动就医，通过仔细询问病史、体格检

查、影像学检查超声及 ＭＲＩ检查辅助诊断［１０－１１］，误诊

率不断下降。

闭合性跟腱断裂的治疗，目前以手术治疗为主，手

术方式各有不同［１２－１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何种

方式，手术的目的是修复跟腱，恢复足踝功能。笔者对

６３例闭合性跟腱断裂病例均实施了手术治疗，治疗效
果满意。

本组研究病例在术后不是按传统的固定６周再功
能训练，而是３周后就被动功能训练，取得了较好的康
复效果；同时对闭合性跟腱断裂的流行病学进行了分

析，有利于指导广大体育训练及劳动者对该疾病的预

防。

总之，对跟腱的闭合性损伤重点是预防，对足踝部

损伤就诊病人，详细体格检查及必要的辅助检查可有

效防止误诊、漏诊。对确诊为跟腱损伤的病例及时有

效实施手术治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恢复足踝功能的

方法。

参考文献

［１］　郑钦洪，刘克，郭天明，等．闭合性跟腱断裂手术切口的改进［Ｊ］．
医学临床研究，２００７，７（２４）：１１２５１１２６．

［２］　ＭａｆｆｕｌｌｉＮ，ＷｏｎｇＪ，ＡｌｍｅｋｉｎｄｅｒｓＬＣ．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ｅｎｄｉ
ｎｏｐａｔｈｙ［Ｊ］．Ｃｌｉｎ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２００３，２２（４）：６７５６９２．

［３］　ＪａｒｖｉｎｅｎＴＡ，ＫａｎｎｕｓＰ，ＭａｆｆｕｌｌｉＮ，ｅｔａｌ．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ｔｅｎｄ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ｅ
ｔ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Ｊ］．ＦｏｏｔＡｎｋｌｅＣｌｉｎ，２００５，１０（２）：２５５
２６６．

［４］　ＫｈａｎＲＪ，ＦｉｃｋＤ，ＫｅｏｇｈＡ，ｅ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ｔｅｎｄｏｎ
ｒｕｐｔｕｒｅｓ．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Ｊ］．ＪＢｏｎｅ
ＪｏｉｎｔＳｕｒｇＡｍ，２００５，８７（１０）：２２０２２２１０．

［５］　项辉，卜海富，桂斌捷，等．局部注射曲安奈德对兔跟腱影响的试
验研究［Ｊ］．安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４４（１）：６７６９．

［６］　刘嵘，张海英．喹诺酮类药物引起的跟腱损伤［Ｊ］．药物不良反应
杂志，２０１０，６（１２）：４０６４０９．

［７］　ＳｅｅｇｅｒＪＤ，ＷｅｓｔＷＡ，ＦｉｆｅＤ，ｅｔａｌ．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ｔｅｎｄｏｎｒａ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
ａ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ｌｕｏｒｏ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ａｍａｎ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ｒｕｇ
Ｓａｆ，２００６，１５（１１）：７８４７９２．

［８］　杜锋，张志杰，朱毅，等．肌肉离心训练结合康复治疗跟腱炎的临
床观察［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８）：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９］　赵立君，杨小玉，李红群，等．运动性跟腱损伤的临床流行病学特
点［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６，１０（２８）：１０１２．

［１０］　张学滨，马国林，顾菲，等．ＭＲＩ在跟腱撕裂的诊断价值［Ｊ］．医学
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６）：８８０８８２．

［１１］　方智松，武理国，祝海炳．微创经皮闭合修复急性闭合性跟腱断
裂疗效［Ｊ］．浙江医学，２０１２，３４（１１）：９４１９４２．

［１２］　余利鹏，罗永湘．跟腱损伤治疗进展［Ｊ］．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
志，２００３，１７（４）：３４３３４５．

［１３］　刘德全，刘亚波，王满宜，等．ＶＹ肌腱瓣修补术治疗陈旧性跟腱
断裂［Ｊ］．中华创伤骨科杂志，２００３，５（３）：２０６２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４）

·０８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综　　述·

骨保护素与急性冠脉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
方晓玲，马宾

【关键词】　骨保护素；急性冠脉综合征；动脉粥样硬化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４１．６　Ｒ５４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８１０２

　　骨保护素（ｏｓｔｅｏｐｒｏｔｅｇｅｆｉｎ，ＯＰＧ）是由成骨细胞分泌的一种
无跨膜结构的可溶性糖蛋白，它不仅对骨代谢有重要意义，它

还可以调节血管细胞的存活、骨化及血管壁炎症反应，因而与

动脉硬化性疾病关系密切。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是由斑块不稳定甚至破裂导致的严重疾病。近
年研究表明ＯＰＧ系统与斑块稳定性有关，能否成为预测或者诊
断ＡＣＳ的新指标，已备受学者关注。

１　ＯＰＧ概述
１１　ＯＰＧ结构与表达和功能　ＯＰＧ又称破骨细胞生成抑制因
子，属于ＴＮＦ（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是成骨细胞分
泌的破骨细胞负性调节因子，是一种缺乏跨膜结构域的可溶性

分泌型糖蛋白。不但能抑制破骨细胞形成、分化、存活并诱导

其凋亡，还能降低血钙。在免疫系统方面，ＯＰＧ促进 Ｂ淋巴细
胞的成熟，抑制树突细胞的致炎活性，进而调节细胞免疫及体

液免疫。ＯＰＧ与ＴＮＦ相关凋亡诱导配体结合后，能强有力地抑
制细胞凋亡。人体内的ＯＰＧ有单体和同源二聚体两种形式，组
织中大多以二聚体形式存在。ＯＰＧ的前体为一段含有４０１个
氨基酸的多肽，其Ｎ末端的２１个氨基酸裂解后就形成了含有
３８０个氨基酸残基的成熟肽ＯＰＧ。ＯＰＧ的基本结构分为３个部
分：Ｃ端是与肝磷脂结合的位点，可使ＯＰＧ与细胞膜结合；中间
是２个死亡域同源区（ｄｅａｔｈｄｏｍａｉｎ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ＤＤＨ），当 ＯＰＧ
以膜结合形式存在时，ＤＤＨ具有诱导细胞毒的作用［１］，但正常

细胞中ＯＰＧ是以分泌蛋白的形式起作用的，并不具有膜结合结
构。Ｎ端是高度保守的半胱氨酸富集区（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ｒｉｃｈｄｏｍａｉｎ，
ＣＲＤ），通过二硫键连接在一起的ＣＲＤ是ＯＰＧ与相应配体结合
的主要作用区，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在破骨细胞分化的微环

境中，ＯＰＧ由成骨细胞／基质细胞分泌，与上述细胞表面的高亲
和力位点结合，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抑制破骨细胞形成。ＯＰＧ除
在骨组织中高表达外，也在心脏、肝脏、脑、肺、肠、甲状腺、肾等

组织中表达。ＯＰＧｍＲＮＡ表达受多种激素及细胞因子正调节，
如肾上腺素、雌激素、血管活性肠肽、ＮＯ、１，２５（ＯＨ）２Ｄ３、ＴＧＦ
（转化生长因子）、ＢＭＰ（骨形成蛋白）、ＩＬｌ（白细胞介素）和
ＴＮＦ。而ＰＴＨ（甲状旁腺激素）、糖皮质激素、ＩＧＦ１（促生长因
子）、ＰＧＥ２、免疫抑制剂则能抑制ＯＰＧｍＲＮＡ表达［２］。

１２　ＯＰＧ配体和受体的结构和功能　在 ＯＰＧ被发现的同年
发现了属于ＴＮＦ受体配体家族的新成员，细胞核因子 κＢ受体
活化因子配体（ｌｉｇａｎｄｏｆ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ｏｆＮＦｋＢ，ＲＡＮＫＬ），它
是包含３１７个氨基酸残基的Ⅱ型跨膜蛋白。其基因位于染色
体１３ｑ１４，具有膜结合型及可溶型两种分子形式，两种类型均可
被ＯＰＧ结合而失去活性，ＲＡＮＫＬ的 ｍＲＮＡ可在多种组织中表
达，以骨骼和淋巴组织表达最多［３］。ＲＡＮＫＬ是调节骨吸收的
关键因子，也是唯一具有诱导破骨细胞分化、发育发挥功能的

因子。小鼠敲除ＲＡＮＫＬ基因后，由于缺乏成熟的破骨细胞，出
现广泛的骨硬化，应用外源性 ＲＡＮＫＬ可逆转此现象。有研究
发现应用重组ＲＡＮＫＬ可导致动物出现严重的骨质疏松和高钙
血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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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ＡＮＫＬ的唯一靶受体核因子 κＢ受体活化因子（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ｏｆＮＦκＢ，ＲＡＮＫ）是由６１６个氨基酸组成的Ⅰ型跨膜
蛋白，人ＲＡＮＫ基因定位于１８ｑ２２．１，可编码跨膜型和可溶型２
种蛋白。跨膜型蛋白在破骨细胞前体细胞表达后启动 ＲＡＮＫＬ
信号转导，促进破骨细胞的分裂、分化及活化形成成熟的破骨

细胞；可溶型则在血液循环中表达，与ＲＡＮＫＬ结合后抑制破骨
细胞分化。ＲＮＡＫ主要在单核和巨噬细胞系统表达。ＯＰＧ是
ＲＡＮＫＬ的诱饵性受体，它可以和ＲＡＮＫ竞争性结合ＲＡＮＫＬ，从
而阻断ＲＡＮＫ与ＲＡＮＫＬ的结合，导致ＲＡＮＫＬＲＡＮＫ产生的转
录活化信号的缺乏，进而发挥抑制破骨细胞分化成熟、诱导破

骨细胞凋亡的作用。ＲＡＮＫＬ／ＲＡＮＫ／ＯＰＧ形成了调节成骨与破
骨细胞分化和功能的系统。

２　ＯＰＧ与动脉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是各种有害刺激导致动脉血管壁变厚、变硬
而逐渐失去弹性和管腔缩小的退行性和增生性免疫介导的过

度炎症反应过程。血管钙化是动脉硬化的重要标志，血管钙化

是一种类似于骨和软骨形成的生物学过程，受到骨代谢相关的

细胞因子的调节。冠状动脉钙化常被认为是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最近临床研究提示血中 ＯＰＧ水平的增高
与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之间有着显著性关系［５］。血管内皮和平

滑肌细胞表达和释放ＯＰＧ，并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发挥
作用［６］。ＯＰＧ可促进内皮细胞上白细胞的粘附［７］，内皮细胞是

维持血管内表面完整的重要的屏障，其损伤是动脉硬化病变的

开端，而ＯＰＧ缺乏可致内皮细胞损伤。ＤｈｏｒｅＣＲ等［８］通过免

疫组化证实，在正常的血管壁及早期动脉硬化病变的部位就有

ＯＰＧ免疫活性。检测了 ３３８６个血清样本的 ＯＰＧ水平，发现
ＯＰＧ是冠状动脉钙化和大动脉斑块形成的独立相关因素，提示
ＯＰＧ可作为预测动脉硬化的新的生物标记物［９］。对ＯＰＧ－／－
小鼠的颈动脉及肾动脉处斑块进行免疫组化，分析发现斑块内

有ＯＰＧ的高表达。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也发现有 ＯＰＧｍＲ
ＮＡ和蛋白表达，ＯＰＧ的免疫活性位于骨样结构矿物层的边
缘［８］。上述研究均表明ＯＰＧ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密切。

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产生的 ＯＰＧ与成骨细胞、破骨细胞
表达的 ＯＰＧ是受同一物质调节，包括促炎因子 ｌＬ１Ｂ、ＴＮＦα
等。高表达血清 ＯＰ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内皮细胞更易存
活［１０］。小鼠敲除ＯＰＧ基因出现骨质疏松，但颈部及肾动脉却
显著钙化，说明ＯＰＧ促进骨组织钙化，抑制血管钙化，是一种重
要的血管保护因子。敲除 ＡｐｏＥ－／－小鼠 ＯＰＧ基因可致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进展，外源性ＯＰＧ可以逆转致动脉粥样硬化饮食
的ＬＤＬ受体敲除小鼠的血管钙化，小鼠 ＯＰＧ表达水平因摄入
致动脉粥样硬化饮食的增多而升高。ＢｒｉａｎＪ等［１１］对９２３名动
脉粥样硬化患者进行为期１０年的随访，结果表明有动脉硬化
临床表现的患者中血ＯＰＧ水平高于无症状者。ＳｏｐｈｉｅＺ等［１２］

测定了６７名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ＯＰＧ水平，结果表明，ＯＰＧ水
平与血管粥样硬化病变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因此 ＯＰＧ有望成
为预测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严重程度的新的标志物。

３　ＯＰＧ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相关性
　　血清 ＯＰＧ水平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密切相关。ＳｈｕｉｃｈｉＪ
等［１３］检测了２０１例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ＣＨＤ患者血清中的
ＯＰＧ水平，发现ＯＰＧ水平与冠脉病变支数和 ＣＨＤ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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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相关。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清ＯＰＧ水
平明显高于控制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３１　ＯＰＧ与不稳定性心绞痛和非 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的相关
性　ＳａｎｄｂｅｒｇＷＪ等［１４］在对１００例心绞痛患者血浆 ＯＰＧ水平
的研究中发现，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ＯＰＧ水平明显高于稳定型
心绞痛及健康对照组，ＲＡＮＫＬｍＲＮＡ在不稳定型心绞痛组 Ｔ
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中表达显著升高，提示骨保护素系统与斑

块稳定性有关。ＰａｌａｚｚｕｏｌｉＡ等［１５］对不稳定型心绞痛和非 ＳＴ
段抬高心肌梗死组的ＯＰＧ水平与稳定型心绞痛组进行比较分
析时发现，前两者的ＯＰＧ水平明显高于第三者，且ＯＰＧ水平与
冠状动脉斑块的 Ｄｕｋｅ评分呈正相关，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的冠
状动脉狭窄者血清 ＯＰＧ水平显著高于无狭窄者，病变支数越
多，ＯＰＧ水平越高，因此 ＯＰＧ与冠状动脉血管斑块数量有关，
ＯＰＧ水平可预示冠脉病变多寡和严重程度。ＲｅｎＭＹ等［１６］对

尸检取得的冠状动脉切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发现不稳定斑块

中ＯＰＧ表达显著高于稳定斑块及无斑块的冠脉。ＯＰＧ是预测
ＡＣ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３２　ＯＰＧ与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的相关性　ＣｒｉｓａｆｕｌｌｉＡ等［１７］

检测经冠脉造影证实的５２２例 ＡＭＩ患者血清 ＯＰＧ水平，发现
５８例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在梗死１ｈＯＰＧ水平高于健康对
照组及病情稳定的冠心病组。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ＧＯ等［１８］对 ＳＴ段抬高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 ＰＣＩ（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治疗处
理后，检测患者血清中的ＯＰＧ水平，分析后发现其与心肌梗死
面积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推断ＯＰＧ具有预测心肌梗死面积大小
的作用。ＳａｎｄｈｅｒｇＷＪ等［１４］在对 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行
ＰＣＩ治疗时，留取了患者的血栓物质，并对其进行免疫组化，发
现ＯＰＧ在血栓物质的单核／巨噬细胞内有高表达，而离体的单
核细胞中未发现ＯＰＧ表达，表明ＯＰＧ参与了斑块破裂的过程。
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随访中发现，后期 ＯＰＧ水平有明显下
降，表明ＯＰＧ水平与急性心肌梗死的病情演变密切相关。

４　ＯＰＧ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相关性的可能机制
　　ＡＣＳ的病理基础是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或糜烂由稳定
转变为不稳定继发完全或不完全闭塞性血栓形成。研究表明，

ＯＰＧ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到斑块的稳定性，参与ＡＣＳ发病。斑块
的稳定性与活化的巨噬细胞和 Ｔ细胞介导的复杂的血管壁炎
症反应有关。ＲＡＮＫ和ＲＡＮＫＬ结合的ＮＦκＢ信号通路是调节
促炎因子的一条重要的信号通路。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

ＲＡＮＫＬ水平增加激活ＮＦκＢ通路导致粥样斑块破裂。ＩＬ６和
ＴＮＦα刺激血管内皮细胞 ＷＰ小体（ＷｅｉｂｅｌＰａｌａｄｅｂｏｄｉｅｓ）内
ＯＰＧ易位至胞膜或进入管腔，参与血管损伤和炎性反应，导致
斑块不稳定性增加［１９］。ＳｃｈｏｐｐｅｔＭ等［２０］研究发现，可溶性

ＲＡＮＫＬ可刺激金属蛋白酶９（ＭＭＰ９）和趋化因子的释放，促进
单核巨噬细胞迁移，使纤维帽的纤维基质降解，纤维帽厚度变

薄。另一方面ＯＰＧ／ＲＡＮＫＬ比率降低，促进血管细胞骨化或钙
化，细胞增殖，基质重构，纤维帽的僵硬度和脆性增加，以上两

点均使斑块破裂的可能性增加。

ＯＰＧ系统影响动脉粥样斑块的稳定性，与ＡＣＳ的发病及预
后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新的预测或者诊断ＡＣＳ的生物标志物具
有广阔应用前景，其导致粥样斑块不稳定的分子机制尚未阐

明，能否作为预测粥样斑块性质及稳定程度的指标还有待临床

大样本研究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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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血小板减少的研究进展
邓坤，王俊和

【关键词】　血小板；凋亡；系统性红斑狼疮；血小板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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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ＳＬＥ）伴血小
板减少发生率为７％ ～３０％，严重血小板减少（血小板≤４０×
１０９／Ｌ）为５％ ～１０％。ＡＬＡｒｆａｊＡＳ等［１］对６４２例 ＳＬＥ患者研
究发现８２．７％出现血液系统损害，血小板减少继贫血最常见，
发病机制涉及体液、细胞的改变，如 ＳＬＥ自身免疫因素引起血
小板减少等。ＳＬＥ患者Ｔ细胞自身功能出现异常活化，但对造
血系统无明显影响［２］。随着医学发展，ＳＬＥ伴血小板减少的研
究有一定进展，概述如下。

１　血小板的生成、调节及凋亡
　　血小板的生成涉及造血干细胞分化成巨核细胞前体细胞、
巨核细胞，血小板合成。正常血小板寿命约７～１４ｄ，每天更新
约１／１０［３］。此过程由一个复杂的网络调控，包括造血干细胞间
相互作用、各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蛋白作用等。主要有肝

细胞因子、ＩＬ３、ＩＬ６等造血因子和血小板生成素（ＴＰＯ）等。
ＴＰＯ主要产生在肝脏和肾脏。血清游离 ＴＰＯ通过黏附于人外
周血小板和巨核细胞上的血小板生成素受体（ｃｍｐｌ）来调节而
发挥其功能的。杨拓等［４］报道：抗 ＴＰＯ抗体可能通过与 ＴＰＯ
竞争结合ｃｍｐｌ，阻断ＴＰＯ／ｃｍｐｌ通路，致巨核细胞分化、发育、
成熟障碍，从而使血小板减少；同时，抗 ｃｍｐｌ抗体可能通过抗
原抗体反应，消耗血小板。

血小板的产生需要巨核细胞的凋亡，细胞主动性死亡称程

序性死亡（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ＰＣＤ），其途径有凋亡（ａｐｏｐｔｏ
ｓｉｓ）、自噬性死亡、旁凋亡（ｐａｒａ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和程序性坏死［５］，死

亡方式可重叠或结合。ＹａｎｇＬｅｉ等［６］认为异常巨核细胞可能

是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ＩＴＰ）患者血小板持续减少的原
因，大多数ＩＴＰ患者的血浆抑制巨核细胞凋亡增加巨核细胞数
量但质量受损，并使血小板生成减少。巨核细胞出现类似Ｐａｒａ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凋亡是外周血血小板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异常Ｐａｒａ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凋亡可能与血小板减少有关。

巨核细胞死亡引起正常血小板的产生，这过程巨核细胞内

ｃａｓｐａｓｅ系统激活，该系统引起巨核细胞凋亡。成熟巨核细胞与
成熟血小板凋亡因素有差别，如两者中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均是活性的而
且数量丰富；巨核细胞中也有许多ｃａｓｐａｓｅ９与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２，而血
小板内却缺失，这提示巨核细胞与血小板的 ＰＣＤ有不同机
制［７］。

血小板无细胞核，有线粒体且其是血小板凋亡的主要参与

者。血小板凋亡包括线粒体膜电位的变化、ｃａｓｐａｓｅｓ的激活
等［８］。尹俊等［９］报道慢性 ＩＴＰ患者的血小板存在线粒体途径
凋亡现象，血小板凋亡可能是慢性 ＩＴＰ发病机制之一。ＳＬＥ伴
血小板减少是否有与之相似的机制有待研究。

２　ＳＬＥ引起血小板减少的原因
２１　自身免疫因素　在 ＳＬＥ伴血小板减少中占主要地位，涉
及抗血小板抗体（ＰＡＩｇ）、抗心磷脂抗体（ＡＣＡ）、抗血小板内皮
细胞抗体（ＡＥＣＡ）、抗巨核细胞抗体、抗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抗
体、抗血小板膜糖蛋白ⅡｂⅢａ抗体等对血小板、巨核细胞的免
疫破坏。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
通讯作者：王俊和，电子信箱：ｗｊｈ６２１１０７＠ｓｏｈｕ．ｃｏｍ

　　ＺｈｅｎｇＨｕ等［１０］指出：小鼠的造血微环境支持巨核细胞成

熟并产生血小板的起源论，而人性化小鼠出现血小板再造贫乏

主要是由于巨噬细胞的抑制，不是血小板生成不足造成的。去

除吞噬细胞的小鼠血小板的完全复原表明去除吞噬细胞对于

研究人类巨核细胞分化、血小板／血栓生成和血小板功能的研
究提供一个方法。

ＰＡＩｇ主要为ＩｇＧ，少数 ＩｇＭ，约９０％ＳＬＥ患者 ＰＡＩｇＧ增高。
罗雄燕等［１１］指出ＳＬＥ伴血小板减少多见于活动性病情严重的
患者，其巨核细胞数量减少，产板型巨核细胞明显减少，提示巨

核祖细胞分化成熟障碍与ＳＬＥ伴血小板减少有关。
２２　药物相关性　糖皮质激素是治疗 ＳＬＥ的基础药物［１２］，免

疫抑制剂可加强激素的疗效，帮助激素减量［１３］，但其有骨髓抑

制作用，引起药源性血小板减少症（ＤＩＴＰ），如环磷酰胺、环孢
素。致血小板减少药物分两大类：抑制血小板生成和药物免疫

性造成血小板减少的药物。前者主要是细胞毒性，对巨核细胞

有直接或间接毒性作用，致造血障碍，一般可逆；后者范围广，

多具抗原性，其作用方式有：①半抗原型：与血浆中大分子蛋白
质结合成全抗原，如青霉素、头孢菌素类、磺胺类等可产生ＩｇＧ。
②免疫复合物型：如肝素。③自身免疫型：如干扰素，其代谢产
物使机体产生ＩｇＧ，与血小板膜糖蛋白 ＧＰⅠｂ／Ⅸ或 ＧＰⅡｂⅢａ
结合，改变血小板表面结构，形成血小板自身抗体破坏血小

板［１４］。

２３　感染　ＳＬＥ常因免疫功能异常及免疫抑制剂治疗而并发
感染从而引起血小板减少，有细菌、病毒或真菌感染，病毒感染

最常见。导致ＳＬＥ患者血小板减少的机制涉及病毒对血小板
和巨核细胞的直接影响、免疫因素和混合因素。常见的有 ＨＩＶ
病毒、巨细胞病毒、人类细小病毒 Ｂ１９、ＥＢ病毒、轮状病毒等。
在急性病毒血症时，巨核细胞内有病毒快速复制，致血小板产

生减少。近年发现新型布尼亚病毒［１５］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

合症，避免了因误诊其为再障、白血病等而导致的治疗延误及

死亡。张莞灵等［１６］报道 ＳＬＥ死因主要是心功能衰竭，而感染
是主要的诱发因素。

２４　合并其他疾病　ＳＬＥ伴血小板减少常与溶血性贫血有关，
同时存在全血细胞减少和抗磷脂抗体综合征；血栓性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并发ＳＬＥ很难诊断，两者之间的重叠的症状多且病死
率很高［１７］。

３　假性血小板减少症
　　血细胞分析仪测定血小板时会出现 ＥＤＴＡ依赖性血小板
减少症（ＥＤＴＡＰＴＣＰ）。临床上有 ＳＬＥ患者 ＥＤＴＡＰＴＣＰ的报
道［１８］，冷凝剂、某些药物、高镁血症等均可引起血小板假性减

少，临床中如遇有静脉抗凝血检测血小板显著减少，而无淤点、

淤斑等血小板减少体征时，应考虑假性血小板减少症。

４　ＳＬＥ并发血小板减少的治疗
　　糖皮质激素是基础治疗手段，多数病人有效。有报道［１９］，

小剂量利妥昔单抗可安全有效的治疗对糖皮质激素加免疫抑

制剂无效的伴严重血小板减少症的 ＳＬＥ患者。ＴＰＯ受体激动
剂也渐用于治疗ＳＬＥ并发血小板减少［１７］。近年来自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ＡＨＳＣＴ）逐渐用于治疗常规免疫抑制疗法难治性的
免疫性疾病［２０］，可实现重建干细胞水平免疫耐受系统，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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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达到长期的临床缓解，５年无病生存率达５０％～７０％。
综上所述，ＳＬＥ并发血小板减少的机制涉及诸多，如巨核

细胞的生成抑制和破坏增加、自身免疫因素、血小板分布异常、

感染、药物等，这诸多方面由点及面，连成网络，其中的未知细

节都值得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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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６６页）
者就大学生亚健康的预防和治疗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３２１　开展对大学新生的入学指导工作　刚进大学的新生由
于还没完全适应新的生活，最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并引发其他问

题。因此，学校即有必要开展集体的入学指导工作，也有必要

组织相关人员走访大学新生，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及心理矛

盾，分享老生经验，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特殊阶段的

心理冲突，积极解决面临的种种困难。

３２２　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确立“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５－６］　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他们整个身心健康的重
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表明：学生心理健康对其身体健康、

生长发育和学习影响极大，而且直接影响将来的就业和社会适

应能力。学校可充分利用网络、报刊、广播、健康教育课堂及宣

传栏等途径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使大学生了解亚健康的危

害，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定期举行心理健

康和心理卫生方面的讲座，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

待来自学习、生活、就业、家庭、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提高大学

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建立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或热线，及时了解并解决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

维护和保持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状态。

３２３　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保持合理的饮食结构　生活方
式和饮食结构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７］。大学生应积极改

变不良生活和行为习惯，避免健康“透支”。克制和杜绝吸烟、

酗酒、偏食、逆时而作等不良行为，做到饮食有节，平衡膳食，起

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提高自我保健意识，有效转变亚健康状

态。

３２４　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引导他们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　成立兴趣爱好协会，开展舞蹈、摄影、绘画等丰富多彩的群
体活动，培养大学生业余爱好，发挥个人专长，促进大学生团队

协作和身心健康。此外，“生命在于运动”，大学生应坚持适宜

的体育锻炼。大量研究实践证明，体育是强身健体的重要途

径，也是预防和消除亚健康的最佳手段［８－９］。学校应进一步改

革体育教学，加强学生的体育意识，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使体

育锻炼成为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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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风湿关节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Ａ）是以慢性多关节炎
为主要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２年内即可出现不可逆的
骨关节破坏，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１］。它是一种主要以

关节滑膜炎症和关节外病变为表现的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当病变累及关节软骨和骨质时，逐渐形成关节畸形和强直，导

致关节功能丧失。在我国的患病率约为０．４％［２］。ＲＡ的发病
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ＲＡ是由多种因素联合介导的自身免
疫病，环境和遗传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

１　ＣＤ１４的结构和功能
　　ＣＤ１４是一种分子量为５５ｋＤａ的糖蛋白，其编码基因位于
第五号染色体５ｑ２３５ｑ３１区。该基因编码１．５ｋＢ的单一转录
产物，翻译成蛋白后经加工，添上磷脂酰肌醇基因并进行糖基

化，最后成为螯合于细胞膜表面的ＣＤ１４受体。ＣＤ１４受体蛋白
与其他蛋白序列无显著同源性，ｓＣＤ１４因其细胞来源不同而有
不同的羧基端其主要结构识别特征为 Ｎ末端富含亮氨酸的重
复单位［３］。该种结构在识别 ＬＰＳ中可能起关键作用。而且
ＣＤ１４分子上还存在 ＬＰＳ特异识别位点［４］。ＣＤ１４分子有２种
存在形式：一种是位于细胞膜上的膜结合型（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ｂｏｕｎｄ
ｆｏｒｍｃＤ１４，ｍＣＤ１４），另一种是游离于血清和尿液中可溶性
ＣＤ１４（ｓｏｌｕｂｌｅＣＤ１４，ｓＣＤ１４）。

２　ＣＤ１４的生物学特性
　　ＣＤ１４在体内的功能和生物学还没有完全被了解。但像许
多炎性细胞因子一样ＣＤ１４在免疫系统的防御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ＣＤ１４受体可以在ＬＰＳ刺激多种细胞使其激活的条件下与
靶细胞表面的相结合［５－６］。ＣＤ１４被证实是脂多糖激活内在免
疫信号转导途径进而激活 ＮＦκＢ所必需的，而 ＣＤ１４的活化是
炎症反应的共同途径。ＣＤ１４在激活内在免疫系统、细菌吞噬
作用和清除凋亡细胞等各种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７－８］。

ＣＤ１４通过与内毒素受体 ＣＤ１４Ｃ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联合作
用影响其合成和释放，对烧伤后患者脓毒症易感性、预后产生

很大的关系［９］。对２６例烧伤面积大于３０％的患者，采用聚合
酶链反应及限制性内切酶 ＨａｅⅢ对 ＰＣＲ产物的消化作用检测
ＣＤ１４基因多态性。结果显示患者白细胞 ＣＤ１４ｍＲＮＡ、ＴＮＦ
αｍＲＮＡ表达，血清ｓＣＤ１４浓度存在明显差异。伤后第７、第２１
天死亡组ＣＤ１４ｍＲＮＡ表达量显著高于存活组［１０］。

既往临床研究表明，在炎症和相关免疫疾病条件下，血清

中ｓＣＤ１４水平会显著升高，例如川崎病［１１］，过敏性皮炎［１２］，肝

病［１３］，类风湿关节炎（ＲＡ）［１４－１５］，系统性红斑狼疮，原发性干
燥综合征［１６］。ＣＤ１４在这些疾病的发生和进展中有重要关系。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 ｓＣＤ１４的水平与疾病活动性之间的相关
性［１７－１８］与多发性患者创伤的严重性，已有相关研究。除了其

在ＬＰＳ的信号功能，ＣＤ１４也可能通过控制免疫系统的响应级
别，在炎症性疾病中发挥一定的作用［１８］。最近研究表明，

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科技基金项目（０９ＸＪ２１０７４）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周英霞）；２０１９９９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赵福涛）

通讯作者：赵福涛，电子信箱：ｆｕｔａｏｚｈａｏ＠ｙａｈｏｏ．ｃｎ
ｓＣＤ１４是一种通过直接与Ｔ细胞和Ｂ细胞相互作用，能够调节

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反应的调节因子。有研究表明 ｓＣＤ１４的
水平在不同的炎症状况下升高，并与 Ｃ反应蛋白和 ＩＬ６相关，
但不与白细胞数量有关。为了进一步证实，ＣＤ１４表达和合成
的调节的研究在ＨｅｐＧ２肝癌癌细胞和人原发性肝细胞中进行，
并发现也可以用 ＩＬ６诱导。肝脏中炎症反应和 ＩＬ６在 ＣＤ１４
表达上的作用最终被给小鼠注射松脂精的实验所证实。这些

数据提供了肝细胞中有关 ＩＬ６在调节 ＣＤ１４表达方面作用的
第一手信息，并表明ＣＤ１４在体内发挥２型急相期的作用［１９］。

３　ＣＤ１４与ＲＡ的关系
　　ＣＤ１４细胞因子通过其ＣＤ１４＋单核细胞亚群在 ＲＡ患者中
产生重大意义。研究表明，外周血中存在异常增多的 ＣＤ１４＋
单核细胞，且其水平与病情活动相关［２０］。方法为取４５例 ＲＡ
患者（病情活动组和病情稳定组）及２５名健康人（对照组）外周
血，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ＣＤ１４＋、ＣＤ１６＋单核细胞比例，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血清中白细胞介素（ＩＬ）１α、ＩＬ６和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á水平。结果病情活动组 ＣＤ１４＋、ＣＤ１６＋单核细胞比
例及血清ＩＬ１α、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均显著高于病情稳定组，两者
又显著高于对照组；ＲＡ患者外周血 ＣＤ１４＋、ＣＤ１６＋单核细胞
比例与血清ＩＬ１α、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ｓＣＤ１４水平和炎症状态之间可能的关系，在 ＲＡ患者身上
进一步研究。在 ＲＡ患者身上，在关节疼痛的强度和血清
ｓＣＤ１４浓度之间发现有重要的相关性。在接受 ＴＮＦá抑制剂
治疗的活动性ＲＡ患者身上，在治疗前后对疾病活动（ＤＡＳ２８）
和血清ＣＲＰ、ｓＣＤ１４的浓度进行了测定。进行ＴＮＦα抑制剂治
疗后，血清ＣＲＰ和ｓＣＤ１４的浓度被观察到显著的减少。这些结
果提供了血清ｓＣＤ１４水平与疾病活动之间的关系的证据［２１］。

ＲＡ是一种与自身基因有 ６０％相关性的慢性疾病，Ｆｏｎ
ｔａｉｎｅｌ等通过对２２５名健康人及１１９名ＲＡ患者进行研究，结果
发现单核细胞表面受体 ＣＤ１４与慢性炎症的发生和维持有关，
ＣＤ１４是ＲＡ发生及发展的相关基因［２２］。以上研究表明，ＣＤ１４
与ＲＡ具有密切关系，但具体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可
以用更大量的样本或检测不同形式的ＣＤ１４的表达来进一步研
究ＣＤ１４与ＲＡ的关系及详细作用机制。

ＣＤ１４在激活内在免疫系统、细菌吞噬作用和清除凋亡细
胞等各种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ｓＣＤ１４的血清水平也与类
风湿关节炎、反应性关节炎患者的疾病活动有关。许多 ＲＡ患
者的ＣＤ１４水平增高，提示ＣＤ１４在ＲＡ的发病机制中扮演一定
得角色，而详细的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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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同时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病例分析
王伟，王海梅，杨萍，李杰

【摘　要】　目的　分析对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抗凝剂同时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病例的原因及纠正方法。方法　采
集对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抗凝剂同时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患者 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抗凝静脉血，应用 ＸＥ２１００全
自动血球分析仪分别进行血小板测定，并且进行人工血涂片染色和末梢血直接稀释计数。结果　对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
钠抗凝剂同时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患者两种抗凝剂血小板计数均低于正常参考值下限，瑞氏染色高倍镜结果验证两

种抗凝标本均有有不同程度的血小板聚集现象，ＥＤＴＡＫ２抗凝标本比枸橼酸钠抗凝标本的血小板聚集更加明显。结
论　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都可引起假性血小板减少，在检验工作中要引起重视，必要时需进行血涂片和末梢血手工计
数。

【关键词】　假性血小板减少；ＥＤＴＡＫ２；枸橼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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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小板是由骨髓中成熟的巨核细胞的细胞质脱落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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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的生理功能包括粘附、聚集、释放等，主要功能是凝血和

止血作用，修补破损的血管，这些功能是在血小板激活后几乎

同时出现的。当血小板数降低时，很容易发生出血不止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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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会给病人的生命带来威胁。目前 ＥＤＴＡＫ２作为较理想的
抗凝剂，已广泛应用于血常规自动化检测，但有较多报道认为，

ＥＤＴＡＫ２可引起某些患者血液中的血小板发生聚集，从而导致
血小板假性减少。在日常的检验工作中还发现少数标本发生

ＥＤＴＡ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的同时枸橼酸钠也可引发血小板
发生聚集反应。本文研究的是分析对 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同
时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病例的原因及纠正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３２例标本均为我院住院患者，首次仪器法检
测血小板数值均低于正常参考值下限，同时白细胞九分图３区
显示血小板聚集，且血小板直方图发生相同的变化，如翘尾、无

拟合曲线等患者的血液标本。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仪器法　分别用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抗凝剂管采集患
者空腹抗凝肘前静脉血，充分混匀，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应用

ＸＥ２１００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分别进行血小板测定。血小板的参
考范围是（１００～３００）×１０９／Ｌ。
１２２　手工法　在抽取静脉血的同时，立即从中取２０μｌ用许
汝和法稀释液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３版）的操作方法
进行血小板手工计数。

１２３　血涂片高倍镜镜检　在抽取静脉血的同时，立即取约
１０μｌ血进行涂片（简称 Ａ片）；在仪器检测前，再从 ＥＤＴＡＫ２
和枸橼酸钠抗凝管中取约１０μｌ血涂片（分别称为Ｂ片、Ｃ片），
行瑞氏染色，在高倍镜下观察血小板分布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采用 ｔ检验，数据用
（ｘ±ｓ）表示。

２　结果
２１　仪器法两种抗凝剂及手工法的血小板计数结果　３２例患
者两种抗凝剂 ＥＤＴＡＫ２和枸橼酸钠采血检测血小板，仪器法
结果分别为（４２±１０）×１０９／Ｌ和（６９±９）×１０９／Ｌ，均低于手工
计数法（１２４±１１）×１０９／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瑞氏染色镜检结果　未抗凝血涂片（Ａ片）中血小板呈单
个散在分布，偶见０～１个血小板聚集；ＥＤＴＡＫ２抗凝血涂片（Ｂ
片）和枸橼酸钠抗凝血涂片（Ｃ片）中血小板明显聚集成簇，并
且Ｂ片比Ｃ片的血小板聚集更加明显（图１，见封三）。

３　讨论
　　ＥＤＴＡ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症在国外临床发生率为
０．０７％～１．００％，而国内报道为 ０．７７％。国外有报道 ＥＤＴＡ
ＰＴＣＰ用枸橼酸钠抗凝后，有７２％的病例还是有聚集［１］，但在国

内鲜见报道。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抗凝剂下血小板计数均明显低于常

规手工计数，瑞氏染色镜检结果验证两种抗凝标本均有不同程

度的血小板聚集现象，ＥＤＴＡＫ２抗凝标本比枸橼酸钠抗凝标本
的血小板聚集更加明显，这与邝妙欢等的报道较为一致［２］。

目前国内外报道的关于 ＥＤＴＡ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的
机制可能与某些存在于血小板表面的隐匿性抗原有关。由ＥＤ
ＴＡ介导诱发的冷抗血小板自身抗体可直接作用于血小板膜糖
蛋白Ⅱｂ／Ⅲａ上，同时其 Ｆｃ端可与淋巴细胞或单核细胞上 Ｆｃ
受体结合，从而导致卫星聚集现象的发生［３］。ＥＤＴＡ可活化血
小板，诱发其表面某些隐匿性抗原表位构象发生改变，与血浆

中的自身抗体发生抗原抗体反应，激活５羟色胺、腺苷二磷酸、
花生四烯酸、磷脂酶 Ａ、磷脂酶 Ｃ、内源性钙离子和凝血酶原等
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可活化血小板纤维蛋白受体，促使血

小板与纤维蛋白原聚集，引发血小板互相聚集［４］。枸橼酸钠是

一种钙的鳌合物，呈碱性，可与钙离子形成可溶性鳌合物，其抗

凝性弱，易使血小板聚集而致总数减少，并且枸橼酸盐抗凝能

力不强，不仅对血小板计数有影响，对白细胞计数、分类均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５］。

某些严重疾病多数情况下伴发假性血小板减少，如某些自

身免疫性疾病、脓毒血症、肝病、癌症、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烧伤、肺心病等［６－７］。某些药物（如奥氮平、抗生素）可诱导抗

凝剂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其机制可能在于药物导致血小

板表面构象发生变化，进而增加血小板对 ＥＤＴＡ的敏感性，导
致ＥＤＴＡ依赖性假性血小板减少［８］。

对于抗凝剂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的纠正，研究人员认为

送检时间、采血方法和ＥＤＴＡ诱导依赖性聚集是造成假性血小
板减少的主要因素［９］。血小板减少尤其是其检测值低于５０×
１０９／Ｌ时应特别关注血小板警示信息以及白细胞九分图３区，
若血小板直方图发生相同的变化，如翘尾、无拟合曲线等，提示

有血小板聚集的可能，需要进行纠正。

有研究认为，２ｍｇ／ｍｌＥＤＴＡ抗凝血中加入５ｍｇ／ｍｌ丁胺卡
那霉素，血小板数量可在４ｈ内保持稳定，可用于纠正ＥＤＴＡ导
致的假性血小板减少［１０－１１］。另有报道称抗凝血标本经充分混

匀后转移至微量离心管中，适度振荡，在保持平均血红蛋白浓

度和红细胞平均血蛋白含量变化不超过１．５％的前提下亦可纠
正抗凝剂依赖的假性血小板减少［１２］。

鉴于以上纠正血小板检测的方法过于繁琐，不适合临床血

常规的检测，因此对于不明原因的血小板过低，与临床病情不

符者，应采集末梢血进行手工血小板计数，同时观察血涂片中

血小板分布情况，以免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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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Ｈｃｙ、ＦＦＡ、ｈｓＣＲＰ在２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中的意义
郑利平，李生

【摘　要】　目的　检测２型糖尿病肾病（ＤＮ）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游离脂肪酸（ＦＦＡ）和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并探讨其相关的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２型ＤＮ患者８４例，另取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２６例作为正常对照，
ＤＮ患者分为３组：正常白蛋白尿（Ａ）组、微量白蛋白尿（Ｂ）组、临床白蛋白尿（Ｃ）组。酶法检测Ｈｃｙ和ＦＦＡ，乳胶增强免
疫比浊法检测ｈｓＣＲＰ。结果　ＤＮ患者血清 Ｈｃｙ、ＦＦＡ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Ａ、Ｂ和 Ｃ组之间
Ｈｃｙ、ＦＦＡ和ｈｓＣＲＰ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ＤＮ患者Ｈｃｙ、ＦＦＡ和ｈｓＣＲＰ显著升高，联合监测可作为
ＤＮ的早期监控和病变程度评估指标。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游离脂肪酸；超敏Ｃ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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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ｃｙ，ＦＦＡ，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ＺＨＥＮＧ
Ｌｉｐｉｎｇ，ＬＩＳｈｅ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ｎｎｉｎｇ，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３１，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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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ａｎ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８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Ｎｗｅｒｅｅｎ
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ｎｏｔｈｅｒ２６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ｗｅｒｅｕｓｄｅｄａｓａ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Ｎ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ｓｕｂ
ｇｒｏｕｐｓ：ｎｏｒｍａｌ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Ａ）ｇｒｏｕｐ，ｅａｒｌｙＤＮ（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ＤＮ（Ｃ）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Ｈｃｙ，ＦＦＡ，ａｎｄｈｓ
ＣＲＰ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ｚｙｍ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ｘ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ｔｕｒｂｉｄｉ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Ｈｃｙ，ＦＦＡ，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ＤＮ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ｅｒｕｍ
Ｈｃｙ，ＦＦＡ，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ａｍｏｎｇＡ，Ｂ，ａｎｄＣ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ｃｙ，ＦＦＡ，ａｎｄｈｓＣＲＰ
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Ｄ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ｗｈｉｃｈｍｉｇｈｔｂｅｐｌａｙａｋｅｙ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Ｆｒｅｅ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ＦＦＡ）；ｈｓＣＲＰ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人群发病率为 ３％ ～
５％，流行学统计显示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率呈逐年增加的趋
势，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饮食习惯的改变，更增加了糖

尿病的发病［１－２］。对微血管和大血管的损害是糖尿病的主要

危害，其中血糖代谢紊乱所导致的微血管病在１０～１５年左右
就可以发展成为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因此糖
尿病肾病早期防治成为临床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３］。

ＤＮ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近期的研究显示氧化应激、炎症反应
等因素参与了ＤＮ的发生、发展过程［４］，本研究检测了ＤＮ患者
中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游离脂肪酸（ｆｒｅｅ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ＦＦＡ）和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浓度水平的变化，并探
讨其在ＤＮ发生、发展中的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２
型ＤＮ患者８４例，男性４９例，女性３５例，年龄５１～７０岁，平均
（６０．５±５．４）岁；另取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２６例作为对正
常对照组，男性１７例，女性９例，年龄４８～６７岁，平均（５７．４±
６．９）岁，两组在年龄、性别等方面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ＤＮ
的诊断标准符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的标准［５］，所选ＤＮ患者按尿白
蛋白分为３个组：正常白蛋白尿组（＜３０ｍｇ／２４ｈ）、微量白蛋白
尿组（≥３０ｍｇ／２４ｈ且＜３００ｍｇ／２４ｈ）、临床白蛋白尿组（≥３００
ｍｇ／２４ｈ）。排除标准：炎症性疾病，原发性肾炎、关节炎、狼疮
等其它免疫炎症性疾病，严重心脑血管和肝脏疾病，１个月内未
服用免疫抑制剂等药物。

１２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游离脂肪酸（ＦＦＡ）和超敏Ｃ反
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测定　采集所有患者和正常对照者空腹静脉
血３ｍｌ，分离上层血清，Ｈｃｙ和ＦＦＡ使用酶法检测，ｈｓＣＲＰ使用
乳胶增强免疫比浊法检测。ｈｓＣＲＰ和ＦＦＡ检测试剂由上海申

作者单位：５３００３１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郑利平）；南宁市，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李生）

通讯作者：郑利平，电子信箱：ｌｉｐｉｎｇｚｈｅｎｇ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能－德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Ｈｃｙ试剂由伊利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均用日立７６０００２０型生化分析仪测定。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以（ｘ±ｓ）表示，应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
计软件处理数据，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组间均数的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糖尿病肾病（ＤＮ）患者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游离
脂肪酸（ＦＦＡ）和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浓度变化　从表１
可见ＤＮ患者血清 Ｈｃｙ、ＦＦＡ和 ｈｓＣＲＰ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

表１　ＤＮ患者血清Ｈｃｙ、ＦＦＡ和ｈｓＣＲＰ与对照组比较

组别 ｎ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ＦＦＡ（ｍｍｏｌ／Ｌ）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对照组 ２６ １４．１０±３．１３ ０．５３±０．１８ ４．０６±０．３１
ＤＮ组 ８４ １６．２２±４．５４ １．２０±０．３０ ５．８８±１．３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Ａ、Ｂ、Ｃ组中Ｈｃｙ、ＦＦＡ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的变化　正常白蛋
白尿（Ａ）组、微量白蛋白尿（Ｂ）组和临床白蛋白尿组（Ｃ）组之
间血清 Ｈｃｙ、ＦＦＡ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ＤＮ患者不同组中血清Ｈｃｙ、ＦＦＡ和ｈｓＣＲＰ比较

组别 ｎ Ｈｃｙ（μｍｏｌ／Ｌ） ＦＦＡ（ｍｍｏｌ／Ｌ）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Ａ组 ２４ １３．９±２．９３ ０．５５±０．１７ ４．１７±０．３７
Ｂ组 ３２ １５．９５±３．５２ １．１３±０．１１ ５．３４±１．４２

Ｃ组 ２８ １８．５２±４．４１▲ １．８５±０．２０▲▲ ７．９６±２．２７▲

　　注：与 Ａ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 Ｂ组比较，▲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是终末期肾病最常
见的原因，早期的干预治疗对于防止糖尿病的肾损害具有显著

的临床意义。目前ＤＮ患者肾损害的常用临床评估指标是血肌
酐、尿素氮、肌酐清除率等，它们均不能监测糖（下转第７９５页）

·８８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医学检验·

血浆 Ｄ二聚体水平与骨科创伤患者创伤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邓燕玲

【摘　要】　目的　检测骨创伤患者血浆Ｄ二聚体水平的变化，探讨其与创伤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梧州市中医医
院骨创伤患者８４例，根据损伤严重程度（ＩＳＳ）评分将８４例骨创伤患者分为：轻度损伤组（ＩＳＳ≤１６）、中度损伤组（１６＜
ＩＳＳ＜２５）、重度损伤组（ＩＳＳ≥２５），另取３０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Ｄ二聚体使用免疫比浊法检测。结果　入院后第１
天，对照组和骨创伤组血浆Ｄ二聚体的表达水平分别为（１８０．５７±４２．２４）ｎｇ／ｍｌ和（１５６７．０７±２５４．１７）ｎｇ／ｍｌ，两组之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骨创伤患者 Ｄ二聚体的表达水平在轻度损伤组、中度损伤组和重度损伤组分别为
（７２１．１６±１４４．２４）ｎｇ／ｍｌ、（１５０６．３７±２６７．２１）ｎｇ／ｍｌ和（２０４１．５５±３４６．８２）ｎｇ／ｍｌ，各组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骨创伤患者在第１，３，７天血浆中Ｄ二聚体的表达水平分别为（１５６７．０７±２５４．１７）ｎｇ／ｍｌ、（１０２４．１５±１９３．２６）ｎｇ／
ｍｌ和（６４２．５８±１３８．２２）ｎｇ／ｍｌ，各组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骨创伤患者血浆中 Ｄ二聚体表达升
高，Ｄ二聚体水平的检测可用于患者伤情的判断、预后的评估。
【关键词】　骨创伤；Ｄ二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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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每年仅交通创伤就可高达数百万患者，造成约１０万
人死亡，交通、工业等意外的损伤多为骨科救治的范畴［１］。创

伤会诱发患者体内高凝状态的出现，血栓性疾病是创伤骨折患

者下肢深静脉栓塞（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ＶＴ）的形成以及其所
导致的肺血栓栓塞症是创伤后最主要的致死原因［２－３］，Ｄ二聚
体是交联纤维蛋白特异的降解产物，其水平的变化可以反映体

内凝血及纤溶活性的改变［４－５］。本研究检测了我院骨科创伤

患者血浆Ｄ二聚体水平的变化，并探讨了其相关的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骨科２０１１年９月 －２０１２年９月收
治的骨创伤患者８４例，其中男性４８例，女性３６例，年龄１４～
７２岁，平均（４４．８±１５．７）岁，损伤严重程度（ＩＳＳ）评分参照王军
等［６］的方法，根据ＩＳＳ评分将８４例骨创伤患者分为：轻度损伤
组（ＩＳＳ≤１６，ｎ＝１８）、中度损伤组（１６＜ＩＳＳ＜２５，ｎ＝３０）、重度损
伤组（ＩＳＳ≥２５，ｎ＝３６）。另取我院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３０例
作为正常健康对照。

１２　血浆Ｄ二聚体表达的测定　Ｄ二聚体使用免疫比浊法检
测，检测试剂盒购自试剂购自美国ＩＬ公司，使用美国ＩＬ全自动
血凝分析仪检测吸光度（Ａ值）的变化，对照标准曲线计算Ｄ二
聚体的表达水平。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两样本
均数比较采用ｔ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作者单位：５４３００２广西梧州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２　结果
２１　骨创伤患者血浆 Ｄ二聚体水平与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区
别　患者入院后第１天检测显示对照组和骨创伤组血浆 Ｄ二
聚体的表达水平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骨创伤患者Ｄ二聚体与对照组的比较

组别 ｎ Ｄ二聚体（ｎｇ／ｍｌ）

对照组 ３０ １８０．５７±４２．２４
骨创伤组 ８４ １５６７．０７±２５４．１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骨创伤患者不同损伤程度与 Ｄ二聚体水平的相关性分
析　患者入院后第１天检测显示骨创伤患者 Ｄ二聚体的表达
水平在轻度损伤组、中度损伤组和重度损伤组之间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骨创伤患者不同损伤程度与Ｄ二聚体表达的相关性

组别 ｎ Ｄ二聚体（ｎｇ／ｍｌ）

轻度损伤组 １８ ７２１．１６±１４４．２４
中度损伤组 ３０ １５０６．３７±２６７．２１

重度损伤组 ３６ ２０４１．５５±３４６．８２▲

　　注：与轻度损伤组比较，Ｐ＜０．０１；与中轻度损伤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３　骨创伤患者Ｄ二聚体水平的动态变化　从表３可见骨创
伤患者在第１，３，７天血浆中 Ｄ二聚体的表达水平之间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交通膨胀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严重的伤害事件日益
增多，积极有效的创伤救治仍然是骨科工作者（下转第７９７页）

·９８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医学影像·

Ｘ线下经鼻型肠梗阻导管治疗肠梗阻的临床应用
徐小炉，陈勇强，耿全群，杨进，朱丹红，汤文勤，高玉停，张成涛

【摘　要】　目的　探讨肠梗阻导管治疗肠梗阻的临床效果。方法　影像科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３２例急性
肠梗阻病人（导管组），在Ｘ线透视下置入肠梗阻导管进行治疗，并与３２例常规胃肠减压病人（对照组）治疗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两组治疗４８ｈ后腹痛、腹胀消失及肛门恢复排气率、腹围比值（测量脐水平的腹部周径，以导管置入前腹围为
１００％计算置管后腹围与置管前腹围的比值）、治愈率的差异。结果　导管组４８ｈ腹痛、腹胀消失及肛门恢复排气率为
８４．４％，对照组为５０．０％（Ｐ＜０．０５）；导管组治疗第１天，腹围比值为（７９．３±１８．６）％，对照组为（９０．１±８．７）％（Ｐ＜
０．０５）；导管组中治愈２８例（８７．５％），对照组为２１例（６５．６％，Ｐ＜０．０５）。结论　肠梗阻导管治疗各种类型肠梗阻，操
作简单、有效、经济，有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肠梗阻；肠梗阻导管；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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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ａｙ２０１２．３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ｌｅｕｓｔｕｂｅｆｏｒ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３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ｓｏｇａｓｔｒｉｃｔｕｂｅｓｆｏｒ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ｏｒ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ｐａｉ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ｉｌｅｕｓｔｕｂｅ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ｏｒ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ｐａｉ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ｂｏｗｅ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ｅｂａｃｋ４８ｈｏｕｒｓｌａ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ｉｌｅｕｓｔｕｂ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８４．４％ ＶＳ５０．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ｉｎｔｈｅｉｌｅｕｓｔｕｂｅ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０．１±８．７）％ ａｎｄ（７９．３±１８．６）％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１．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ｈｅｉｌｅｕｓｔｕｂ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８６．７％（２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６５．６％（２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ｓａｌｉｌｅｕｓｔｕｂｅ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ａｓｉｍｐｌｅ，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ｃｏ
ｍｏｍｉｃａｌ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ｂｏｗｅ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ｏｗｅ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ｌｅｕｓｔｕｂｅ；Ｔｈｅｒａｐｙ

　　各种原因导致的肠内容物通过障碍称之为肠梗阻，是临床
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各种类型的肠梗阻发病后肠管积

气、积液，从而引起肠壁组织损害，肠管功能障碍，并可导致一

系列全身性病理生理功能紊乱，甚至可危及病人的生命。随着

基础治疗方法的改进，如金属内支架、经鼻或肛导管引流、减压

等，不但解除梗阻症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病人全身状

况，从而为需要手术治疗病人赢得了时间，可以进行择期手术，

避免了急诊剖腹探查，提高了肠梗阻病人治疗疗效［１－６］。我科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对３２例急性完全性肠梗阻病人行经
鼻肠梗阻导管引流、减压等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科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６４例急
性肠梗阻病人，其中３２例行经鼻肠梗阻导管置入治疗（导管
组），另３２例经鼻胃减压引流治疗（对照组）。导管组男性２８
例，女性４例；年龄３３～８７岁，平均（６６±１０）岁。对照组男性
２５例，女性７例；年龄２８～８２岁，平均（５６±１１）岁。对照组粘
连性梗阻２２例（６８．８％）、肿瘤性梗阻４例（１２．５％）、其他原因
导致的梗阻６例（１８．８％），高位梗阻９例（２８．１％）、低位梗阻
２３例（７１．９％）。导管组粘连性梗阻２２例（６８．８％）、肿瘤性梗
阻５例（１５．６％）、其他原因导致的梗阻５例（１５．６％），高位梗
阻４例（１２．５％）、低位梗阻２８例（８７．５％）。所有病人均无绞

基金项目：安徽省淮北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００２３９）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市矿工总医院影像科
通讯作者：徐小炉，电子信箱：１８９０９６１３５６６＠１８９．ｃｎ

窄性肠梗阻的表现。两组病人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导管结构与置管方法
１２１　导管结构　ＣＬＩＮＹ经鼻型硅橡胶肠梗阻导管（日本
ＣｒｅａｔｅＭｅｄｉｃ株式会社），长３ｍ，外径１６～１８Ｆｒ，具有不透Ｘ线
的特性，由内、外管及２个气囊构成，当２个气囊未充盈时，与
管腔紧密贴合，无气囊处导管局部粗细与整个导管几乎接近，

管壁涂有亲水涂膜。导管的前端还有一个起导引作用的端子，

内含４５％硫酸钡的念珠状导管，起到垂重的作用，当导管前端
碰到肠管壁时可以弯曲，引导导管沿肠管壁向前滑行。

１２２　置管方法　插入导管前，充分吸出胃内容物。咽部用
０．９％利多卡因局麻后，经鼻腔插入肠梗阻导管，在 Ｘ线透视
下，病人右侧卧位以利于导管通过幽门。利用导丝引导将导管

头段置入十二指肠水平段，置管完成后予前端气囊注灭菌蒸馏

水１０～１５ｍｌ，充盈前气囊可引导导管在肠管蠕动作用下到达
梗阻的近端。将病人送回病房后接低负压吸引减压，随后每６０
ｍｉｎ将导管送入５～１０ｃｍ不等，１２ｈ后腹部摄片观察头端位置
是否到达梗阻位置，如到达即可停止，最终体内管道有２００～
２８０ｃｍ，送管时间一般２４～４８ｈ内完成。
１３　导管置入后的治疗　①用温生理盐水冲洗导管１～２次／
ｄ，保证导管处于畅通状态。②给予抗感染、全胃肠道外营养
（ＴＰＮ）、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失衡等治疗。③根据情况，
经导管交替注入抗生素甲硝唑（０．４ｇ，溶解于１００ｍｌ盐水中，２
次／ｄ）、蓖麻油（３０ｍｌ，１～２次／ｄ）。④叮嘱病人进行适量活动，
促进肠蠕动，以利于导管向肠管远端运行。⑤每天Ｘ线透视复
查１～２次，确认导管位置，观察气液平面数、肠管的扩张程度
及其分布情况，必要时摄片，以利于下次复查进行比较。⑥根
据Ｘ线表现及腹部体征的变化，分析肠梗阻的部位及原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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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可经导管注入水溶性对比剂检查。⑦结合全身状况及导
管治疗效果，决定是否继续采用非手术疗法。

１４　观察指标　①腹围比值：测量脐水平的腹部周径，以导管
置入前腹围为１００％计算置管后腹围与置管前腹围的比值。②
临床症状缓解情况，如：腹痛、腹胀及肛门排气、排便等。③每
天复查１～２次立卧位腹部Ｘ线透视或平片，以确认导管位置，
观察气液平面数、肠管扩张程度及分布等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用（ｘ±ｓ）表示，组间均数比较用ｔ检验，分类资料的比
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置管后腹痛、腹胀及自主排气等症状的缓解情况　置管
２４ｈ后导管组所有病人肠梗阻症状明显缓解；２７例于４８ｈ后

肠梗阻症状完全消失，肠管功能恢复；１０例于７２ｈ后可排出含
有蓖麻油的稀水样便，完全解除梗阻。两组相比，肠梗阻症状

平均缓解时间，导管组明显优于对照组（１２．１±６．４，３２．６±
１１．７）ｈ（ｔ＝７．３６８，Ｐ＜０．０５）。
２２　置管２４ｈ后腹围比值　导管组为（７９．３±１８．６）％，行经
鼻胃管减压引流组（９０．１±８．７）％（Ｐ＜０．０５）。
２３　立卧位腹部Ｘ线检查　置管２４ｈ后，气液平面减少，肠管
扩张程度减轻，置管后４ｄ内可见经鼻型肠梗阻导管的前端子
到达梗阻近端。３例导管组中，结直肠癌病人经肠梗阻导管治
疗５～７ｄ，均行一期根治性切除吻合术，均获得满意的肠道清
洁程度，术后未出现腹腔感染、吻合口瘘等严重并发症。１例小
肠肿瘤性肠梗阻病人，经导管行肠造影检查确诊后，手术切除

治愈。两组病人治疗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急性肠梗阻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ｎ 治疗有效（４８ｈ） 肛门排气（４８ｈ） 腹围比值（２４ｈ） 起效时间（ｈ） 治愈率（ｎ，％）

对照组 ３２ ２２（６８．８％） １６（５０．０％） ９０．１±８．７ ３２．６±１１．７ ２１（６５．６）
导管组 ３２ ３２（１００．０％） ２７（８４．４％） ７９．３±１８．６ １２．１±６．４ ２８（８７．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临床诊断为粘连性肠梗阻，为了便于观察，于导管前端球
囊内注入稀释对比剂。

３　讨论
　　胃肠减压是除绞窄性肠梗阻外肠梗阻最有效的内科治疗
方法，其目的是有效减少肠道内容物，降低肠管内压力，恢复肠

壁血液循环。肠梗阻发生的部位绝大多数在下消化道［７－１０］，对

照组中按传统方法插管，胃肠减压管往往只能到达胃部，而不

能到达梗阻部位，只有少量胃液抽出，对肠管内容物无抽吸作

用，对梗阻部位减压效果不明显。ＣＬＩＮＹ经鼻型硅橡胶肠梗阻
导管长３ｍ，Ｘ线下可视，亲水性好，前端子在重力作用下，随肠
蠕动向梗阻近端推进，直接对梗阻部位以上液体及气体进行引

流，见图１、图２。

　
　　注：图１Ａ，导管头端过幽门及屈氏韧带。图１Ｂ、１Ｃ，２４ｈ后导管头
端到达相当于第２、３组小肠，阶梯状液平及充气扩张的肠管减少，腹胀、
腹痛减轻。图１Ｄ，７２ｈ后，导管头端到达相当于第３、４组小肠，阶梯状
液平及充气扩张的肠管消失，但见结肠内仍然充气。结肠镜检为结肠

癌。

图１　结肠癌性肠梗阻经鼻肠梗阻导管置入治疗

　　肠梗阻导管较传统胃减压管临床应用优势为：①肠梗阻导
管设计有两个气囊，前气囊具有防止梗阻液体返流作用，后气

囊可用于造影以利于发现梗阻部位，前气囊远近端侧孔有利于

吸引梗阻近端的液体。②肠梗阻导管具有补气功能，在引流过
程中不断有少量气体进入肠腔，避免导管发生附壁现象。③导
管随肠蠕动不断前行，可对肠管进行持续、低位、分段引流，引

流量大，效果好。④可快速降低肠腔内压力，改善肠壁血液循
环，缓解肠壁水肿，减少菌血症、败血症的发生率。

　
　　注：图２Ａ，导管头端到达第１组小肠。图２Ｂ、２Ｃ，２４ｈ后导管头端
到达第２、３组小肠，阶梯状液平及充气扩张的肠管明显减少，腹胀、腹痛
明显减轻。图２Ｄ，４８ｈ后导管头端到达相当于第３、４组小肠，阶梯状液
平及充气扩张的肠管消失，病人通气、通便。

图２　粘连性肠梗阻经鼻肠梗阻导管置入治疗

　　手术是治疗恶性肠梗阻的一个重要措施，仅适用于机械性
肠梗阻和肿瘤局限、部位单一的肠梗阻，对于不适于手术治疗

的恶性肠梗阻病人，肠梗阻导管不仅能迅速改善梗阻症状并彻

底引流，还可以造影检查明确病灶部位，为其他治疗赢得时间，

见图１。在梗阻症状缓解后可及时早期予以肠内营养，提高了
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急性肠梗阻手术由于术前准备

欠完善，且肠管存在血液循环障碍，肠管生理功能未恢复，肠壁

水肿，腹腔污染等，故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如肠瘘、腹腔感

染、切口感染或裂开等，尤其是结直肠病人［４－９］。本导管组中，４
例肿瘤手术病例，肠梗阻导管治疗后，行择期手术，均未出现上

述并发症。其中３例结直肠癌性肠梗阻均行一期根治性切除吻
合术，与文献报道一致［６－７］。

　　两种不同的引流导管治疗肠梗阻疗效对比显示，置管后腹
痛、腹胀及自主排气等症状的缓解时间导管组短于对照组，平

均缓解时间分别为（１２．１±６．４）ｈ和（３２．６±１１．７）ｈ（Ｐ＜
０．０５）。置管２４ｈ后导管组腹围明显减小，且优于对照组，腹围
比值（７９．３±１８．６）％比（９０．１±８．７）％（Ｐ＜０．０５）。置管后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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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

双源 ＣＴ在特发性门静脉高压症中的诊断价值
黎钢，谭四平，金军，徐洪

【摘　要】　目的　探讨双源６４层螺旋 ＣＴ在特发性门静脉高压症动态增强扫描中的临床诊断价值及技术要领。方
法　回顾性分析２１例扫描资料。所有患者行双源６４层螺旋ＣＴ动态增强扫描，包括平扫、动脉期、门静脉期及延迟期扫
描，采用容积重建、最大密度投影、多平面重建等方法行动脉、门静脉及侧支循环血管三维成像。结果　２１例中１８例能
够满足诊断所需。其中门静脉主干清晰成像１８例，显影不全３例，为门静脉海绵样变。２１例侧支循环均显影良好。接
受手术者共１８例，病理结果与影像学诊断完全符合。结论　在特发性门静脉高压症中进行双源６４层螺旋ＣＴ动态增强
扫描与三维重建时，严格各项技术操作要点，能够清晰立体显示门静脉属支及侧支循环，可以提高图像质量和数据的精

度，对特发性门静脉高压症具有重要的临床诊断价值。

【关键词】　特发性门静脉高压症；动态增强扫描；ＤＳＣＴ；三维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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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普遍应用于腹部血管造影，能清晰显示腹腔动、静脉及门静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５２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影像科（黎钢，谭四
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影像科（金军）；病

理科（徐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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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系统［１－２］。与普通多层 ＣＴ比较，双源 ６４层螺旋 ＣＴ（ｄｕ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ＣＴ，ＤＳＣＴ）扫描速度更快、图像层厚更薄，动态增强及三
维重建更清晰，对血管显示更优势，目前主要用于冠状动脉显

示，其他器官血管显示资料较少。特发性门静脉高压症（Ｉｄｉｏ
ｐａｔｈｉｃＰｏｒ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ＰＨ）为一种原因不明、临床上以有脾
肿大、贫血、门静脉高压为特征而无肝硬化或肝外门脉或肝静

部立卧位片复查，置管２４ｈ后，气液平面减少，肠管扩张程度减
轻，置管后４ｄ内可见经鼻型肠梗阻导管的前端子到达梗阻近
端。导管组中３例结直肠癌病人经肠梗阻导管治疗５～７ｄ，行
一期根治性切除吻合术，获得满意的肠道清洁效果，术后未出

现腹腔感染、吻合口瘘等严重并发症。

总之，Ｘ线透视下置放经鼻型肠梗阻导管安全、方便、有
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肠梗阻导管能够迅速改善肠梗阻症

状，快速降低肠腔内压力，改善肠壁血液循环，缓解肠壁水肿，

减少菌血症、败血症的发生率。对于不适于手术的恶性肠梗阻

病人可用肠梗阻导管来迅速改善梗阻症状和明确病灶部位。

肠梗阻术前使用肠梗阻导管引流可为手术赢得充分的准备时

间，并减少了急诊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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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梗阻的疾病，并需排除血吸虫病、血液病、门脉与肝静脉血栓

形成以及先天性肝纤维［３］。本研究运用ＤＳＣＴ灌注扫描及三维
成像技术，立体显示门静脉属支及侧支循环，严格各项技术操

作要点，提高图像质量和数据的精度，探讨对 ＩＰＨ的临床诊断
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深圳
市南山医院２１例疑似 ＩＰＨ的 ＤＳＣＴ腹部血管灌注扫描数据。
其中女性１４例，男性７例，年龄１３～６８岁。病程１个月 ～３０
年。１５例有脾大及脾功能亢进表现，６例有上消化道出血史，
钡餐及胃镜检查均有中至重度胃底食管静脉曲张。

１２　纳入标准　根据日本健康和福利研究委员会的标准［４］：

有门静脉高压，无肝硬化，无肝静脉、门静脉阻塞，排除血吸虫

病、血液病、门脉与肝静脉血栓形成以及先天性肝纤维肝病。

１３　扫描方案及参数　采用德国西门子双源６４层螺旋 ＣＴ
（Ｓｏｍａｔｏｍ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ｉｅｍｅｎ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ｈｅｉｍ，Ｇｅｒ
ｍａｎｙ）灌注扫描，层厚５ｍｍ，层间距５ｍｍ，１２０ｋＶ，２００ｍＡ，准
直为３２×０．６ｍｍ，扫描时间约６～８ｓ，扫描范围：膈面至肾下
极，经肘静脉注射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醇（浓度３０％，剂量７５
ｍｌ，速率３．５ｍｌ／ｓ），注射对比剂后２５ｓ启动动脉期扫描、６０ｓ
启动门静脉期扫描、１８０ｓ启动延迟期扫描。扫描前准备：扫描
前一天禁食易产气食物；扫描前１５ｍｉｎ开始口服５００ｍｌ水。
１４　图像分析　在西门子图像后处理工作站（ＳｙｎｇｏＣＴｗｏｒｋ
ｐｌａｃｅ）中进行三维重建（层厚１．０ｍｍ，间隔０．７ｍｍ），主要方法
包括：最大密度投影（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ＩＰ）、容积重
建（ｖｏｌｕｍｅ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ＶＲ）、多平面重建（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ｎａ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ＰＲ）。

２　结果
　　２１例中１８例能够满足分析所需的参数，３例因各种原因
无法获得满意数据。其中１例无法控制呼吸，出现伪影致数据
采集不准确；１例为肠腔气体多产生伪影；１例为扫描中体位移
动，层面之间无法衔接。

门静脉主干（ｍａｉｎ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ｉｎ，ＭＰＶ）清晰成像１６例，显影
不全２例。１８例均见门静脉属支及侧支循环血管扩张或迂曲。
侧支循环显影分布部位：食管及胃底 １５例；前腹壁及脐周 ２
例；直肠上静脉２例；左精索或卵巢静脉 １例；腹膜后交通支
（Ｒｅｔｚｉｕｓ静脉）１例（见图１～３）。肝活检标本显示炎性细胞浸
润，未见门静脉阻塞或肝硬化改变（图４，见封三）。

　

图１　ＣＴ轴位示胃后静脉与脾
门静脉扩张

　　注：显示扩张的门静脉主
干，胃左静脉、胃短静脉（△），食
管静脉曲张（→）以及远端脾静
脉。

图２　最大密度投影（ＭＩＰ图）

３　讨论
　　ＤＳＣＴ的应用减少了获得容积扫描数据的扫描时间，提高
了长轴方向的空间分辨率，同时使影像处理的过程和质量明显

改善，使图像更清晰，辐射剂量更低，成像速度更快［５－６］。ＤＳＣＴ

采用薄层多期扫描及多种方式图像重建，清晰立体显示门静脉

系统及侧支循环，在层厚、层间距和螺距之间达到最佳合理的

选择。高效扫描原则是小层厚、大螺距、多重叠重建，三维重建

主要方法包括：最大密度投影（ＭＩＰ）、容积重建（ＶＲ）、多平面重
组（ＭＰＲ）等，可无创显示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左肾静脉、下
腔静脉形态及解剖变异［６－８］。本组２１例中１８例能够良好或基
本满足分析所需的参数，门静脉主干（ｍａｉｎ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ｉｎ，ＭＰＶ）清
晰成像１６例，ＭＰＶ显影不全２例。１８例均见门静脉属支及侧
支循环血管扩张或迂曲。

　
　　注：显示扩张的门静脉主干，冠状静脉与胃网膜静脉。

图３　容积重建（ＶＲ）
　　整个成像和重建过程中，诸多的应用技术应该控制，包括
扫描前准备、合理扫描方案、准确的后处理技术等，各个环节连

贯而准确完成，才能获得优质的影像资料。本组有３例无法获
得合格的图像资料，成功率为８６％。本组有１例因体质较弱，
较长时间屏气困难出现伪影，扫描前细致耐心的屏气训练和情

绪镇静相当重要，必要时腹部缠绕腹带。另有 １例因气体过
多，组织密度差过大，产生伪影，扫描前一天应禁食豆类、面食、

糖类、汽水、啤酒等易产气食品，扫描前少讲活，防止吞咽使气

体进入肠道。

ＭＰＲ是叠加所有的轴位图像，再对标线指定组织进行冠状
位、矢状位、任意角度斜位及曲面切面的图像重组，较明确显示

病变与邻近结构的关系以及门脉血管的情况，但缺乏整体效

果［９－１０］。ＭＩＰ是把容积数据中每条射线上最高密度进行编码
并投射成像，微小密度变化可得到适当显示，对细小血管显示

有很大价值，但图像立体感不够强，前后结构可能相互重叠，通

过旋转可产生三维立体效果。ＶＲ通过对不同结构的色彩编码
和使用不同的透明度，同时显示表浅或深在结构的影像，它的

操作简单，图像信息多，空间层次好，解剖关系明确。因为门静

脉系统周围的软组织在门静脉期增强，从而导致了门静脉边缘

的清晰度和锐利度降低，图像质量有所下降，国内多数学者认

为ＭＩＰ和ＶＲ显示能力相当，而在显示较细小血管时，薄层ＭＩＰ
更优。因此，在显示不同的血管时，注意选择适合的三维成像

方法，以获得最佳的图像质量。

综上所述，ＤＳＣＴ动态增强扫描与三维重建能较好反映ＩＰＨ
的血流变化特点，同时良好显示门静脉属支及侧支循环血管扩

张或迂曲状态，操作过程严格各项技术要点，提高图像质量和

数据的精度，对ＩＰＨ具有重要的临床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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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耐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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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郑州市儿童医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肺炎克雷伯菌的分离情况及耐药性变化趋势，指导临床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方法　收集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临床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１０６９株，对其药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１０６９株
肺炎克雷伯菌对常用抗菌药物均产生不同的耐药性，３年平均耐药率 ＞５０％的有氨苄西林（９６．３３％）、头孢唑林
（８５．９７％）、头孢呋辛（７４．６０％）、复方新诺明（７３．６３％）、庆大霉素（５２．８０％）；耐药率较低的抗菌药物是亚胺培南
（０．５３％）、美罗培南（１．０７％）、环丙沙星（２．９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５．２０％）、阿卡米星（５．４７％）等。结论　肺炎克
雷伯菌的耐药性呈上升趋势，应加强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管理，严格控制耐药菌的产生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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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克雷伯菌是临床常见的条件致病菌，也是医院内获得
性感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１］。近年来，随着广谱抗菌药物尤其

是第三、四代头孢菌素的广泛使用，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ＥＳ
ＢＬｓ）的肺炎克雷伯菌日益增多，其耐药性为临床抗菌治疗带来
极大困难。为了解本院肺炎克雷伯菌的流行状况及其耐药性，

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对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临床分离
的１０６９株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分布及耐药情况进行回顾性分
析，现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菌株来源　收集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
日临床分离肺炎克雷伯菌１０６９株。
１２　细菌的鉴定和药敏试验　细菌培养和分离依照《全国临
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使用ＢａｃｔＩＳＴ微生物分析系统，结果判
定严格按照ＣＬＳＩ２００９年版标准执行［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细菌药敏试验分析软件 ＷＨＯＮＥＴ５．４
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标本分布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从我
院住院部和门诊送检的标本中，培养分离出肺炎克雷伯菌１０６９
株，其中２００９年５３７株、２０１０年３４８株、２０１１年１８４株。标本
分布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肺炎克雷伯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性　３年来临床分离
肺炎克雷伯菌１０６９株，对常用抗菌药物具有不同程度的耐药，
３年平均耐药率 ＞５０％的有氨苄西林（９６．３３％）、头孢唑林
（８５．９７％）、头孢呋辛（７４．６２％）、复方新诺明（７３．６５％）、庆大
霉素（５２．７８％）；耐药率较低的抗菌药物是环丙沙星（２．９８％）、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５３河南省郑州市儿童医院药剂科
通讯作者：曹松山，电子信箱：ｃｓｓｄｏｃｔｏｒ＠ｙｅａｈ．ｎｅｔ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５．２０％）、阿卡米星（５．４５％）等，对亚胺培
南、美罗培南耐药率最低（０％）；３年来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噻
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耐药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具

体结果见表２。
表１　某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肺炎克雷伯菌标本分布

标本分布
２００９年

株数 构成比（％）
２０１０年

株数 构成比（％）
２０１１年

株数 构成比（％）
痰液 ４３４ ８０．８２ ２４６ ７０．６９ １１９ ６４．６７
眼分泌物 ２７ ５．０３ ３９ １１．２１ １３ ７．０７
脓液 １９ ３．５４ ２８ ８．０５ １７ ９．２４
尿液 ２５ ４．６６ ９ ２．５９ ７ ３．８０
胸水 ５ ０．９３ ７ ２．０１ ５ ２．７２
血液 ２３ ４．２８ １５ ４．３１ ２１ １１．４１
其他 ４ ０．７４ ４ １．１５ ２ １．０９
共计 ５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３　ＥＳＢＬｓ检出率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ＥＳ
ＢＬｓ）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率分别为９．９０％、７．２０％、２２．８０％。

３　讨论
　　肺炎克雷伯菌是引起医院内感染的条件致病菌之一，它存
在于人体肠道、呼吸道及周围环境等处，当机体免疫力下降时，

即可引起感染［３］。我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临床分离的肺炎克雷伯
菌１０６９株，在临床分离的致病菌中数量上占据第一位，标本来
源主要是痰液（７４．３７％），与诸多文献报道一致［４－５］，其他还有

眼分泌物、脓液、血液等，由此看来，肺炎克雷伯菌主要引起呼

吸道感染。

由表２可见，肺炎克雷伯菌对多种抗菌药物均呈现不同程
度的耐药，对氨苄西耐药率最高（９６．３３％），与文献报道一
致［６－７］，其次对头孢唑林、头孢呋辛、复方新诺明的耐药介于

７３．６５％ ～８５．９７％；耐药率较低的抗菌药物是环丙沙星
（２．９８％）、哌拉西林他唑巴坦（５．２０％）、阿卡米星（５．４５％）

·４９７·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等，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耐药率最低（０％）；３年来肺炎克雷
伯菌对头孢噻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氨曲南耐药率呈现上升

趋势，这可能与我院这几种抗菌药物使用频次逐渐增多有关。

表２　某院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肺炎克雷伯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情况（％）

抗菌药物 ２００９年（５３７株） ２０１０年（３４８株） ２０１１年（１８４株）

哌拉西林 ４０．６９ ４５．０４ ６０．０２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２．３２ ４．４６ ８．８３
氨苄西林 ９５．２３ ９７．１１ ９６．６５
头孢唑林 ８８．７７ ８６．４９ ８２．６４
头孢呋辛 ７５．０３ ７７．６１ ７１．２１
头孢噻肟 １４．２０ １２．１４ ２７．７１
头孢他啶 １２．７４ １２．１４ ２５．４５
头孢吡肟 １４．７７ １２．７８ ２５．９０
头孢西丁 １０．７２ １１．４１ ３４．８２
亚胺培南 ０ ０ ０
美罗培南 ０ ０ ０
庆大霉素 ５９．０１ ５４．２６ ４５．０８
阿米卡星 ６．２８ ６．２７ ３．８０
环丙沙星 ３．０２ ３．７１ ２．２１
氨曲南 １８．５６ １５．６８ ２６．４８
四环素 ４８．１９ ４７．２２ ４２．９２
复方新诺明 ７４．３１ ７３．１３ ７３．５２

　　产ＥＳＢＬｓ是肺炎克雷伯菌对 β内酰胺类抗生素产生耐药
性的主要机制［８］。随着大量广谱抗生素尤其是第三代头孢菌

素的广泛使用，临床产 ＥＳＢＬｓ菌株分离率逐渐增加。调查显
示，我院产 ＥＳＢＬｓ的肺炎克雷伯菌的检出率由 ２００９年的
９．９０％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２．８０％，检出率明显升高，应引起临
床足够重视。有资料显示，治疗产 ＥＳＢＬｓ菌引起的感染，可选

用碳青霉烯类、头霉素类、含酶抑制剂的 β内酰胺类及其他敏
感抗生素［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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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８８页）
尿病患者的早期肾损伤，而ＤＮ的早期常缺乏明显的临床表现，
故而诊断时多处于疾病的中晚期，需要透析治疗，严重增加了

患者的经济负担［６－７］。因此为临床提供新的早期监控指标，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近年来氧化应激和炎症因子等在ＤＮ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是蛋氨酸
循环中的重要产物，主要在肾脏中合成代谢，有研究显示 Ｈｃｙ
可以通过氧化应激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肾小球滤过屏

障，高Ｈｃｙ血症被认为是糖尿病患者早期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
素［８］。游离脂肪酸（ＦＦＡ）是氧化应激活性物质异前列腺素重
要前体物质，增加的 ＦＡＡ可以诱导细胞清道夫受体的表达增
加，导致细胞的摄取增多而蓄积在细胞内，细胞内蓄积的 ＦＡＡ
可以诱发线粒体产生大量的活性氧损伤肾脏的小血管及微血

管内皮细胞，而且升高的ＦＡＡ以抑制葡萄糖的氧化，增加胰岛
素的抵抗性，加重糖尿病的进展［９］。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是典型的急性反应蛋白，可作为体内炎性过程的敏感指
标。有研究显示 ｈｓＣＲＰ在１型糖尿病中与空腹血糖、ＨｂＡ１ｃ
和尿蛋白排泄率呈正相关，ｈｓＣＲＰ可以用来监控１型糖尿病的
肾损伤［１０］。本研究显示２型 ＤＮ患者血清中 Ｈｃｙ、ＦＦＡ和 ｈｓ
ＣＲＰ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人群，并且 Ｈｃｙ、ＦＦＡ和 ｈｓＣＲＰ浓
度水平随着尿蛋白排泄率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说明了 Ｈｃｙ、ＦＦＡ
和ｈｓＣＲＰ可能参与了 ＤＮ的发生、发展过程，可用于 ＤＮ早期
的筛查和肾功能损伤的监控。联合监测Ｈｃｙ、ＦＦＡ和ｈｓＣＲＰ有
利于ＤＮ患者肾功能损害的早期诊断，对于 ＤＮ的早期防治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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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管理·

加强人员技术素质培养 降低检验试剂成本核算
何俐勇，樊龙中，欧晓灿，刘俊，潘世鑫

【摘　要】　目的　在检验科成本管理实践中，浅议加强技术素质在降低试剂成本中的作用，有效推进检验科试剂成本
控制。方法　针对检验科检测项目大幅增长、项目检测的全自动仪器化，分析正确地应用国产生化替代试剂、科学设置
试剂领用量参数、配套试剂盒死腔量试剂的再利用、过筛试验在定量检测前的有益作用、重视科室成员对仪器操作技能、

基础理论培训和合理化人员调配等方面，有利于减少试剂资源浪费，降低检验试剂成本核算。结果　既增加检测样本数
量，又降低检测试剂的成本核算，而且还保证了检测数据的准确性。结论　在提高医院经济效益中，应有效推进检验科
试剂成本核算，大力加强科室人员技术素质是降低检验试剂成本和保证检验质量，走优质、高效、低耗服务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技术素质；成本核算；医院管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３２３　Ｒ４４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９６０２

　　医学检验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医学应用技术学科。近些
年，分析系统的微量化、定量化、自动化，使医学检验技术进入

了全新的时代，各类的全自动化仪器相继问世，对检验工作者

的技术素质和学术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充分利用先进的仪

器设备准确地检测分折，提供正确的分析数据帮助临床诊断、

治疗和监测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高档次全自动进口分析仪

器，具有高灵敏度、高准确度、重复性好、设置项目多、自动化程

度高、急诊检测方便、操作简便等特点，深受检验同仁的认可。

检验科试剂成本占医院卫生耗材较大比重，是医院成本核算有

效管理的关键点。医疗成本控制应在合理、必要基础上，既不

能为节约成本而不讲医疗质量，也不能只提高医疗服务而不顾

成本的高低，两者有机的统一是医院优质、高效、低耗、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１］。

１　正确地应用替代试剂，节源降本
　　常规生化检测在所有检测作业中，消耗的资源成本最多，
占检测总成本的８０％左右。全面系统地分析作业成本并加以
控制，无疑抓住了成本控制的重点，提高成本控制的效果［２］。

随着高档次进口全自动分析仪器的投入，封闭式系统为配套进

口试剂，价格昂贵成本高。国产生化试剂较进口配套试剂价

廉，正确地选择可替代的国产试剂，能够有效解决检测数据的

准确度、重复性好等特点，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控制成本途径。

进口仪器（Ａ）＋国产试剂（Ｂ）＋校准品（Ｂ），项目的检测为非
配套开放系统（自建检测系统），须做好检测项目的生化分析仪

的校准和校准验证制度。包括生化分析仪的校准及验证、检测

系统的校准和自建检测系统的日常校准和校准验证。由于仪

器参数设置困难，积极查阅仪器资料和根据试剂供货商提供相

关机型的参数进行设置。涉及到操作程序设置、校准品校正、

方法学比对试验、质控物检测、修正校准、准确度、精密度、特异

性分析、灵敏度分析、重复性、线性分析、先血清“临时标准品”，

后“稳定标准品”校准自建系统进行校准验证等方面评价。

２　节省试剂用量的可行性方法
２１　科学设置试剂领用量参数　熟练准确地掌握仪器的原
理、检测方法、设置检测参数、分析检验结果和维护保养等是检

验人员必备的技术素质。检测参数的设置是生化项目检测的

核心内容，控制整个生化检测的全过程，设置正确与否直接影

响到检验结果的准确度、精密度、线性范围、灵敏度、抗干扰等

性能的优劣。往往厂家提供的参数不一定是最适合本仪器、最

经济合理。尝试性缩减试剂领用量，大于系统最低检测用量的

要求，从而增加了标本检测数量，降低了试剂成本，实现降低实

验室运营成本的目的［３］。但须做好检测项目的校准、验证制

作者单位：５２４００５广东省湛江市，解放军第４２２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樊龙中，电子信箱：ｆａｎｌ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度，保证仪器检测质量为前提。

２２　巧妙地再次利用死腔量试剂　对配套定量检测系统，当
进口试剂达到规定检测标本量后，仪器显示“检测量为０”，但
试剂瓶内仍剩余一定量的死腔量试剂。一般情况下，这些被仪

器认为用完的试剂盒内的试剂只能被白白扔掉。如果能将死

腔量试剂再次利用，减少资源浪费，无疑会节省许多试剂经费。

不同类型的仪器再次利用的具体方法有所不同。血气分析仪

更换试剂包条码或删除条码记录，死腔量试剂被认为是满载的

新试剂包，通过再定标可再次利用；有些仪器需要更换条码后

就能使用，不用再次进行曲线定标。如罗氏１０１０电化学发光
仪：可将未经扫描的那一侧条形码纸揭下，覆盖到已被扫描过

的条形码上，将试剂盒放入试剂位上，按“扫描”键，显示满载可

用。但实际上１盒还能做约１０个测试［４］。ＡｘＳＹＭ全自动免疫
分析仪：特别是同一批号的试剂盒（在有效期内），先扫描新的

试剂盒条码，再删除仪器已记录的旧试剂盒条码，重新扫描旧

试剂盒，立即成为“新”试剂盒能够继续测定。根据检测标本量

的多少和保质期的长短，制定合理的购置试剂盒数量具有显而

易见的节约效果，可减少定标所需的１２个测试。保质期内同
一批号死腔量试剂可以用一次性吸管分别合并至其中一个试

剂盒，混合为一盒新的“原装试剂”。合并前，应仔细观察需混

合死腔量试剂是否有异常的沉淀或凝块，同时也保证了检测的

准确性。开机检测前应估计再利用试剂盒各腔量最低的检测

人次，否则会造成消耗品浪费。从广义上讲，每台仪器补充试

剂时，用微量吸管吸尽试剂瓶底部液体注入相应的试剂盒中，

可增加样本检测量。

２３　过筛试验 减少稀释重测　被测物浓度在试剂的线形范围
以内，吸光度值的变化才符合正常的反应时间 －浓度曲线特
征，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特别在肿瘤标志物和某些激素测

定时，测定物浓度非常大，首次测定结果常显示“＞”，而临床上
又需要实验室报告确切的数据，进行过筛试验能够有效地控制

被检测样本的浓度与预防“钩状效应（ｈｏｏｋｅｆｆｅｃｔ）”的影响，阻
止多次稀释和反复检测导致试剂和时间浪费。首先应确立各

个测定项目的有效工作剂量范围，因为低于或高于此范围浓度

的检测数据不能为临床提供准确信息，高浓度样品必须稀释后

再测定。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试纸条在定量检测血清
ＨＣＧ时，通过比较检测带与质控带显色的深浅和时间长短，有
利于选择正确的稀释倍数，测量时可提高一次性报告的成功

率［５］。ＡＦＰ、ＣＥＡ其它肿瘤标志物检测时，通过半定量分析估
计其测定值稀释后再测定，而且过筛试剂比定量试剂廉价很

多。同时重视检验与临床工作的交流沟通，掌握患者的正确诊

断、治疗与否、病情转归等状况［６］，查阅患者近期的检测报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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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也有利于选择正确的稀释倍数。

３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 减少标本重测
　　仪器良好的运行状态为检验数据的准确性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对操作人员又提供了方便。检验仪器精密度要求高，对

外部环境有着更高的条件，提高操作技能、维护保养具有重大

意义。从开机前的检查准备、运行、试剂量及消耗品的放置、标

本量及位置、检测项目的输入、运行中的观察、保养等每一个环

节都应执行操作指南的要求；当新系统或项目的开展、系统间

比对整改时、系统性能评价不合格、临床反馈存在分歧或质控

查因时，需要关注反应曲线图。反应曲线图有利于项目测定时

间的选择，时间－反应进程曲线是识别钩状效应的基础、反应
率是识别钩状效应的有效方法；据罗氏公司统计：仪器保修中

２０％的故障源于缺乏保养或保养不够，做好仪器的保养及维护
能使仪器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并延长寿命，确保检验结果准

确，具备相应技能就会减少仪器的许多报警或停机。可以预防

错检、漏检、重检造成试剂浪费、降低检验差错。科室人员众

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先进仪器不断进入、专业小组基本独立

等等，部分人员往往不能正确使用仪器，势必造成非正常试剂

损耗。因此，注重操作规范、操作流程培训、人员合理的轮换、

岗位配置以及交替班时间跨度等等，将有利于专业理论与操作

技能相互交流，提高发现、确认和处理故障问题的能力，才能得

到准确报告和降低复检率。

降低试剂成本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加强试剂流程管
理，规范采购、申购、验收、记账、记录、盘库和分析等环节的管

理。②完善采购招标制度，公开招标和竞争性价格谈判，有效
降低试剂采购价格。③提高库存动态管理能力，测算出各试验
室每月试剂消耗常量，确定订货常量。④充分发挥 ＬＩＳ系统数
据管理的优势，合理调整流程，较好地解决了检验科室成本控

制和杜绝漏费的问题和杜绝人情私自检查现象的发生［７］。⑤
强化科室成本意识，增强科室人员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工作

积极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服务态度和

质量，主动想方设法开源节流，才能取得更好的效益［８］。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素质包括专业技术和思想素质，实验室

水平的高低根本取决于人员素质的高低。现代化的实验室需

要具有较强组织能力、较全面的工作技能、具有开拓创新精神、

严谨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多面手［９］。专业技术素质通过自学

和培训方式不断的学习来提高；思想素质通过思想教育，调动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医疗质量服务意识，以“科技

兴院”的战略为重要支点，才能在医院成本控制中发挥支撑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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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努力研究的方向［７］，创伤可使血管受损，启动体内的凝血系

统，产生Ｄ二聚体，可见Ｄ二聚体的检测对血栓形成倾向具有
一定的监视作用［８］。本研究显示骨创伤组血浆 Ｄ二聚体的表
达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并且其与机体损伤的严重程度呈

正相关，提示了 Ｄ二聚体的检测可以用于骨折创伤病情的监
控，还有研究观察到Ｄ二聚体水平不仅与损伤程度有相关性，
而且不同的骨折部位其水平也不相同［２］。

表３　骨创伤患者Ｄ二聚体水平的动态变化

时间 ｎ Ｄ二聚体（ｎｇ／ｍｌ）

第１天 ８４ １５６７．０７±２５４．１７
第３天 ８４ １０２４．１５±１９３．２６

第７天 ８４ ６４２．５８±１３８．２２▲▲

　　注：与第１天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第３天比较，▲▲Ｐ＜
０．０１。
　　骨折时骨结构遭破坏挤压，髓腔内容物入血，骨的血供较
丰富，血管多，血管壁完整性受到损伤后激活凝血纤溶系统导

致Ｄ二聚体水平升高［９］，骨折患者积极有效的治疗是避免深静

脉栓塞形成的有效方法［１０］。本研究显示骨折患者入院后 Ｄ二
聚体水平会逐渐减低，可能是因为入院后经过治疗患者的凝血

和纤溶平衡的紊乱得到了纠正。

综上所述，骨创伤患者血浆中 Ｄ二聚体表达升高，Ｄ二聚
体水平的检测可用于患者伤情的判断、预后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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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四步进阶模式”在护理本科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罗艳华，李桃，邓颖，岑慧红

【摘　要】　护理实践教学是护生深化理论知识，培养专业技能与创新精神，提升综合素质的基本途径。我院结合社会
的变化和需求，改革护理专业本科实践教学和评价模式。在护理实践教学模式上采用实验室技能操作训练、实验中心情

景模拟训练、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四步进阶模式”及“校内基本技能操作的达标考核 ＋模拟教学后学生行为自我测
评＋临床见习的小组考核＋实习前－中－后三阶段评价”的“四步进阶”临床实践评价模式。６年来“四步进阶”护理实
践教学和能力评价模式，不仅提高学生的各项能力，而且提升了老师的教学意识和教学水平，促进了学院和医院管理者

对护理实践教学工作的重视。

【关键词】　教育；护理；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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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护理实践教学模式基本雷同于临床医学教育，即现
行的“学校理论教学＋医院实习”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已明显不
能适应现代护理人才的培养。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改革护理

实践教学势在必行［１］。２００６年以来，我院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
平评估和质量工程项目的指导下，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以实验室技能操作训练为基础，实验中心情景模拟训练为巩

固，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为强化的“四步进阶教学和评价模式”

的改革，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１　“四步进阶”护理实践教学模式
　　第一步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学习：为学生在校期间的专
业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学生在实验室进行基础护理、

专科护理等单项技能操作训练；第二步临床思维及综合能力形

成：是学生在实验中心通过模拟工作情景下，对模拟病人的护

理，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形成临床思维及综合能力；第三步

临床思维及综合能力的内化：是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到医院和社

区病人床边观察护士对病人的护理过程，使理论知识内化为临

床思维及综合能力；第四步临床思维及综合能力的提升：是学

生在临床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对病人实施护理，以提升临床思

维及综合能力。

２　结果
　　技能考核是检验实践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之一［２］。根据

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等国际质量评价标准，结合我国护士

执业要求，我们建立了“校内基本技能操作的达标考核 ＋模拟

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立项项目
（１０Ａ０９６）；２０１２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本科类立项建设（教学改革）项目（２０１２３２２）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８０广州市，广州医学院护理学院护理学系（罗艳华，李
桃，邓颖）；广州医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科（岑慧红）

通讯作者：罗艳华，电子信箱：ｌｕｏｙａｎｈｕａ４４１＠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教学后学生行为自我测评 ＋临床见习的小组考核 ＋实习前 －
中－后三阶段评价模式”的“四步进阶”临床实践评价体系，以
学院教学督导组和医院临床教学质量管理（ＱＣ）小组、基于网
络的学生评教评学系统两个维度对临床实践教学质量进行检

查和监控。

第一步为校内课程实践教学评价，通过在校内实验室专业

技能学习过程中的达标考核，使学生掌握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

等基本操作技能［３］。第二步研制了校内实验中心情景模拟训

练阶段学生行为自评量表，为评价护理高仿真模拟教学效果提

供学生自评工具［４］；第三步是临床见习的小组考核，以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强化校内理论和技能知识［５］；第四步是实

习前－中－后三阶段评价模式［５］。即临床实习前，对学生进行

强化训练并考核，使学生精确掌握最常用、有代表性的护理技

能；实习期间学生在出科时进行整体护理综合考核［７］，以检测

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效；学生毕业前，由学校教师与实习医院带

教老师共同对学生进行毕业技能综合考核，全面检测学生综合

护理实践能力；近六届毕业生参加毕业综合技能考核，通过率

达９８％以上。

３　“四步进阶”教学模式效果
３１　学生护理技能强　通过护理实践教学的改革，学生综合
能力明显提高，在国家、省、市等各级护理技能竞赛中屡获佳

绩。２０００年获“天堰杯”广东省护理技能大赛一等奖；２００８级
学生获得广州市护理技能竞赛团体一等奖；２０１１年获得“天堰
杯”首届全国护士（英语）执业技能竞赛本科组团体二等奖、护

理技能操作成绩一等奖的好成绩。

３２　学生科研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在校学习期间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下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科研设计、研究报告及论文

撰写。学生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数量逐年提高，自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以来，学生参加校级科技创新立项十余项。发表在省级以上

杂志论文２０余篇。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广东 （下转第８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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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研究·

实际案例教学法在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章宏，苏建军，王志武

【摘　要】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教学模式，是围绕具体培训目的，把实际案例中真实的情景经典型
化处理后，提供给学生进行讨论分析和思考决断的案例，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根据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的需要，通过

独立分析和分组讨论的形式，对实际案例进行学习、研究，进而提升全科医学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

法。此教学法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全科医学教学实践情景，把全科医学临床治疗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展现在全科医学学生

面前，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分析，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解决实际案例问题，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

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增强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极有

益处。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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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于２０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实际案例教学
法，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己成为美国当今培

养全科医学生有效的教学模式［１］。传统的医学基础课程的教

学在当今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在传统

的医学基础课程中以讲解理论知识为主，认为临床的实际病案

应在临床教学及实习过程中完成，因此在全科医学基础课程的

教学过程里中很少与临床实际病案联系，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教学效果较差。

目前的医学高等教育的现状与２１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和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的要求还很不适应。要培养

全科医学人才，必须营造一个创新的环境和土壤，实际案例教

学法为全科医学基础教育开拓了新的空间。从教育心理学的

角度来看，学生获得的信息来源与多种感官关系密切。所以，

在学习过程中，若以交互式的学习方式效果会更好［２］。因此，

有必要将实际案例教学法引入全科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提

高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效果［３］。本文拟从教学论的角度来

探求实际案例教学法在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１　突出重点、明晰难点，引入适当的临床病例，达到全科医学
的教学目标

　　全科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明确教学目标，
筛选大量的临床案例，突出重点难点，选出符合教学要求的案

例［４］。围绕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通过案例学习，使学生加深

对知识的理解，加强学生的能力培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１１　认知目标　由于临床实际案例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在突
出重点知识、解决难点知识上有别的手段无法实现的功能。在

课堂教学中，应采用教师引导和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方法，将

临床实际案例贯穿于全科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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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体机能与临床病例表现的对比，不仅培养了学生在思考

问题时用发散式的思维考虑，还可以加深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

的理解和记忆，促进了学生在课堂上由“学”到“用”的结合。

这样就调动了全科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主动参与的兴

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选取临床胆囊炎与胆结石患

者的病例，详细描述患者发病的诱因、症状、体征等，达到学生

掌握胆囊、胆汁的生理作用及病理状态这一目标。

１２　能力目标　实际案例教学法运用于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
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全科医学教育的核心目标之

一［５］。引入临床实际案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培养全科医学

生的能力：思考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临床实际案例在课堂里为学生展示了临床工作所遇见的各种

情况，模拟各种现实场景，当全科医学生在今后的全科医学工

作中遇到实际问题时，可以把课堂中学习的实际临床病例模拟

训练的实践过渡到现实的工作中去，收到其他教学手段难以实

现的效果。例如，血型的案例选择：通过临床病例的学习，加深

了学生对血型的分型原则及临床运用的理解，可以加强学生的

能力培养。

１３　科学方法教育目标　在应用实际案例教学法过程中，教
师结合科学方法教育目标，使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大

量的临床实际病例进行模拟训练，通过自己思考分析，分组讨

论，最终解决问题的过程，在不断地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临

床实际工作知识。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

能力和创新品质。

１４　兴趣目标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是实施全科医学
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之源，通过

实际案例教学，学生接触到具有很强的真实感的临床病例，可

以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和保持学生对课堂教学目标产生的学

习兴趣及动机，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加深了学生对

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与记忆［６］。例如：在讲述眼睛的感光

细胞功能的课程中，举“鸟类及爬虫等白天活动的队伍在夜晚

为什么看不见？”的例子，在讲到视觉暗适应的课程里可举“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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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症患者在夜晚为什么看不见？他的暗适应和正常人比有什

么样的变化？”等病案案例。

２　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突出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推动全科医学生素质教育

　　在“培养全面型人才”的全科医学教育理论指导下，改革传
统教学方法，将实际案例教学法运用在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

的过程中，模拟临床病例的独特情境，提高教学质量。

２１　模拟情境勤思考　实际案例教学法的教学过程中，可以
为学生模拟出问题情境、形象化情境、生活经验情境等多种教

学情境，学生并不会直接接触到现成的结论，知识被设置呈现

在学生面前的是实际案例模拟出的各种情境模式，学生在分析

解决问题过程中，逐渐推导出应掌握的知识，既培养了学生逻

辑思维的能力，又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问题依存的情境，牢固

地掌握临床实际应用的条件及变化，从而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

灵活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为全科医学服务。灵活多样的临床案

例需要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逐步分析、推理，在积极的思考

后，体验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对所学到的新知识产生出

浓厚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主动参与度，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２２　自主学习深探索　建构主义认为自主学习是教学的环节
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案例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形象的认

知工具，学生由知识的灌输对象和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转变

为知识意义与信息加工的主动建构者。在学生接触临床案例

过程中，通过教师创设实际临床病例，向学生提出要解决的临

床问题，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分析、讨论、思考等方法去独

立自主探索，自行发现并掌握相应的临床现象及规律。实现了

内化真知识，升华真实感，使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达到

知识、能力与素质教育的相互融合［７］。

２３　系统归纳提效果　全科医学教学的难点是如何根据基础
医学知识，引导全科医学生的临床实际运用发展点，即已有医

学知识的生长点。学生在对临床案例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

适当联系、推理，借助基础医学知识来顺利地处理面临的临床

病例，并依据案例对象本质属性的相同点和差异点，系统地归

纳整理，将对象划分为不同种类。符合不同层次学生人群的认

知发展，从实际出发，让学生在活跃的分析推理过程中获得知

识、培养主观能动性。这样必将显著提高授课效率，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

３　精选教学案例，推动案例教学法在全科医学基础课程教学
中的应用

　　托尔（Ｔｏｗｌ，Ａ．Ｒ）说：“一个出色的案例，是教师与学生就
某一具体事实相互作用的工具；一个出色的案例，是以实际生

活情景中肯定会出现的事实为基础所展开的课堂讨论。它是

进行学术探讨的支撑点；它是关于某种复杂情景的记录；它一

般是在让学生理解这个情景之前，首先将其分解成若干成分，

然后再将其整合在一起”［８］。

理查特（Ｒｉｃｈｒｅｔ，Ａ．Ｅ）在谈到师范教育的案例时说：“教学
案例描述的是教学实践。它以丰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

一些包含有教师和学生的典型行为、思想、感情在内的故

事”［９］。

实际案例教学需精心选择适合教学要求的临床相关案例，

采用启发、讨论式教学，达到教学目的。

３１　选择适当的临床案例　在实际案例教学中，临床病例是
整个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托，它对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要选出符合教学要求和学生基础的案例，教师首先应

围绕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对大量的临床案例进行筛选；其次，

所选的临床病例应给学生留有充分的思考空间，针对实际临床

病例，教师可以引导启发学生进行思考或分组讨论［１０］。例如：

在体温和能量代谢章节的教学过程中，启发引导学生讨论基础

代谢率的测定方法及其临床意义；第三，选择学生可以理解接

受的临床病例，通过学习，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与思维，促进学

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第四，课堂讲解案例和课后讨论案例相结

合。课堂讲解案例篇幅应短小精悍，以在较短的课堂时间内完

成为宜。课后讨论案例则应以课堂知识适度向外延伸，以课后

作业的形式，让学生结合已学知识，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完成一篇综述或一个社会调查，加强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第

五，可适当选出一些反常案例，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产生非

常积极的教学效果。

３２　实际案例教学法的实施　教师应根据全科医学的教学要
求，在精心选择适合教学要求的临床病例的基础上，在课堂上

重点讲解教学目标后，给出临床实际病例。课堂讲解的临床病

例应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师在学生推理讨论后，重点讲解临床

实际案例的分析，从而使学生对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加深理

解，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师也可准备内容稍多的课堂讨论案

例，以在课堂内完成为宜，学生分组对案例进行讨论后，给出结

论或看法，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课后给出的临床讨论案例应联系广泛，内容有深度。全科

医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各成员预先进行个人的网络查阅、思

考、分析，总结出自己对临床病例的分析结果后，进行小组讨

论。在讨论过程中，每个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阐述自己

的观点，这样可以进一步开拓学生的个体思路，修正和完善自

己对案例的结论。最后学生上交自己的综述或报告书，这样可

以激发每个学生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自己的实

际病例分析思维，形成印象深刻的记忆，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

的发展。

为增强教学效果，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使案例教学形式

多样化，应结合多媒体手段。也可利用临床教学医院的优势，

针对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聘请相关专业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

家教授进行专题的实际案例教学讲座，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掌握与应用［１１］。同时，应及时进行学生的反馈信息调查，不断

改进提高案例教学法的实施。

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视野，又能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把全科医学基础知识与临床实际有机

地结合起来，也为将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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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静脉留置针不同置管方法在手背浅静脉穿刺中的应用研究
吴妙桓，郭剑虹，郑瑞琪，陈雪华，林苗环

【摘　要】　目的　探讨静脉留置针三种不同置管方法在手背浅静脉穿刺中的应用，以提高穿刺成功率，减轻患者疼痛。
方法　随机选择急诊科住院患者３００例进行静脉留置针穿刺，分别采用三种置管方法，每组各１００例，第一种方法 Ａ组
为常规穿刺置管，第二种方法Ｂ组为临床常用的改良后穿刺置管方法，第三种方法Ｃ组为本研究改进的穿刺置管方法。
比较三种置管方法的首次穿刺成功率及患者的疼痛程度。结果　Ｃ组与Ａ组一次穿刺成功率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Ｃ组与Ｂ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Ａ组与Ｂ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Ｐ＞０．０５，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第三种方法Ｃ组首次穿刺成功率最高；三组不同置管方法患者穿刺时疼痛程度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Ｃ组无痛和微痛的例数最多。结论　采用第三种方法改进的穿刺置管法可以提高静脉首次穿刺成功率，减轻患者
的疼痛。

【关键词】　静脉留置针；置管方法；手背；浅静脉；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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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留置针穿刺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护理技术已被广泛应
用于临床，静脉留置针操作因其简单，套管柔软，在静脉内留置

时间长［１］，且不易穿破血管壁等优点［２］，易被患者接受。同时，

静脉留置针不仅能维持静脉通路，方便用药，特别是为抢救患

者提供了有效的静脉输液治疗通道，而且也减轻反复穿刺给患

者带来的痛苦，同时，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手

背静脉具有暴露部位最少、活动限度最小、静脉血管丰富，管径

较粗、方便直视，穿刺时容易固定等优点［３］，常作为静脉穿刺的

首选部位，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静脉留置针穿刺较传统静脉穿

刺技术复杂，首次穿刺成功率较传统的头皮针穿刺成功率低，

如何提高首次穿刺成功率，一直是护理同仁探讨的课题，而置

管方法是首次穿刺成功的关键，我们在临床实践中采用３种不
同的置管方法，比较其应用效果，旨在提高静脉留置针在手背

浅静脉输液中的首次穿刺成功率和减少患者的疼痛。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随机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 －１２月入住急诊科的
患者３００例。将其分为三组，每组各１００例，住院当日行静脉穿
刺。为了避免操作者本身的技术因素影响穿刺成功率，所观察

对象由专人操作，同时排除周围循环衰竭、出血性疾病、凝血功

能障碍性疾病，出、凝血时间均在正常范围以内的患者。三组

基金项目：广东省潮州市卫生局科研项目（潮卫科研２０１１１０）
作者单位：５２１０００广东省潮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通讯作者：吴妙桓，电子信箱：ｇｊｈ２２７６＠１６３．ｃｏｍ

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种、病情、血管状态、患者配合程度等方面

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操作方法　采用苏州碧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 ＢＤ
ＩｎｔｉｍａｌｌⅡ型密闭式静脉留置针，操作前应向患者及家属说明
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好解释工作，取得配合；操作时让患

者卧于舒适的位置，选择手背浅静脉作为穿刺部位，扎上止血

带，用０．５％碘伏消毒穿刺点皮肤２次，打开留置针单包装，取
出留置针，旋紧肝素帽，旋松针芯与外套管，松动时避免上下拉

动，以免损伤导管，取下针管护套，操作者右手拇、食、中指持住

鳍状针座，针头斜面向上，在血管上方使针头与皮肤３０°～４５°
角快速进针［４］，进入皮下随即降低角度顺静脉方向缓缓进针，

见回血后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置管方法，松开止血带，固定，并

注明时间及签名。

１２１　方法一　Ａ组，见回血后右手持导管座连同针芯缓慢送
入血管，待外套管完全进入血管内后再将针芯拔出。该方法为

常规穿刺置管方法［５］。

１２２　方法二　Ｂ组，见回血后再进０．２ｃｍ，左手持Ｙ型软管
跟部，右手撤针芯约０．５ｃｍ，持针座将外套管及针芯同时送入
血管内，然后再将针芯拔出。该方法为临床常用的改良后穿刺

置管方法［６］。

１２３　方法三　Ｃ组，见回血后再进０．２ｃｍ，保证外套管进入
静脉，用左手拇指、食指夹持Ｙ型软管跟部，将外套管缓慢送入
血管，同时右手拇指、食指退针芯，并伸出右手小指（必要时和

无名指）向进针反方向牵拉固定皮肤，边置入软管边退针芯，当

软管进入血管内距离针座约０．５ｃｍ时完全退出针芯。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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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项目改进的穿刺置管方法。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三组不同置管方法的首次穿刺成功率和
患者疼痛的程度。

１４　判断标准
１４１　静脉留置针穿刺一次成功率的判断标准　静脉穿刺一
针见血，外套管置入顺利，点滴通畅，局部无渗出。

１４２　疼痛程度评价标准　参照国际常用疼痛评分法马克盖
尔法［７］。无痛：患者接受静脉穿刺时，面部表情无改变，无任何

反应，主诉局部无疼痛感；微痛：患者接受静脉穿刺时，面部表

情无改变，局部有短暂微痛感，微痛时间不超过１０ｓ；剧痛：患
者接受静脉穿刺时，面部表情紧张，皱眉，张口，甚至呻吟出声，

有缩回上肢的抵抗动作，诉穿刺点很痛，疼痛时间超过１５ｓ［８］。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三组不同置管方法的首次穿刺成功率的比较　见表１。
由表１可见：Ｃ组与 Ａ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χ２＝１０．８９，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组与 Ｂ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χ２＝
６．７９，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Ａ组与 Ｂ组首次成功率的
比较，χ２＝０．６３，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三种不同置管方法的首次穿刺成功率的比较（例）

组别 ｎ 穿刺成功 穿刺失败 成功率（％）

Ａ组 １００ ８３ １７ ８３
Ｂ组 １００ ８７ １３ ８７
Ｃ组 １００ ９７ ３ ９７

　　注：Ｃ组与Ａ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χ２＝１０．８９，Ｐ＜０．０５；Ｃ组与 Ｂ
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χ２＝６．７９，Ｐ＜０．０５；Ａ组与 Ｂ组首次成功率的比
较，χ２＝０．６３，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不同置管方法患者疼痛程度的比较　见表２。由表２
可见：三组不同置管方法穿刺时患者疼痛程度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Ｃ组无痛和微痛的例数最多。
表２　三组不同置管方法患者疼痛程度的比较（例）

组别 ｎ 无痛 微痛 剧痛

Ａ组 １００ １３ ４１ ４６
Ｂ组 １００ ３６ ４２ ２２
Ｃ组 １００ ７１ ２３ ６
Ｈ值 ６８．６０
Ｐ值 ＜０．０５

３　讨论
　　静脉穿刺是临床上最常用、最基本的一项护理技术操作，
浅静脉留置针输液作为一种先进、成熟的技术，因易掌握、保留

时间长，对血管刺激性小，针头不易移位，液体不易外渗，能减

少血管穿刺次数，便于治疗和抢救等优点而广泛应用于临

床［９］。手背静脉血管相对固定，充盈明显，操作方便，常作为浅

静脉穿刺的首选部位，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静脉留置针穿刺较

传统静脉穿刺技术复杂，首次穿刺成功率较传统的头皮针穿刺

成功率低，而置管方法是首次穿刺成功的关键，正确使用浅静

脉留置针，可提高一次穿刺、送管成功率，避免内膜损伤而导致

血小板在受伤部位和针管尖端聚集，减轻患者痛苦，从而减轻

护士的工作量。我们在临床实践中采用三种不同的置管方法，

第一种方法为常规穿刺置管法，第二种方法为临床常用的改良

后穿刺置管方法，第三种方法为本研究采用的改进穿刺置管方

法。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第三种方法Ｃ组患者首次穿刺成功
率最高，穿刺时患者感觉无痛和微痛的例数最多；使用第一种

方法Ａ组患者首次穿刺成功率最低，穿刺时患者感觉无痛和微
痛的例数最少。

３１　三种置管方法首次穿刺成功率有明显差异　第一种方法
Ａ组为常规穿刺置管方法，静脉留置针作静脉穿刺时，一般进

针０．８～１．５ｃｍ可见回血［１０］。初学穿刺者早期应用此方法较

为普遍，原因是多按以往头皮针穿刺静脉的方法操作，即进针

见回血后直接将针芯与外套管一并送入血管便于一个人操作，

减少退和推的过程，避免因推进困难致外套管前端卷曲或致扭

曲滑脱。但Ａ组送管方法因留置针的针芯由不锈钢制成，尖端
锋利，针芯质地硬且比外套管长，针芯连同外套管一并进入血

管则相当于１２号针头在血管内潜行，易致针芯穿破血管壁而
造成穿刺失败［１１］。这是导致本组１７例穿刺失败的原因。第二
种方法Ｂ组为临床常用的改良后穿刺置管方法，置管方法让针
芯退入外套管内，再将外套管及针芯同时送入血管内，此种方

法可避免针尖锋芒，使针尖由硬性金属转换成软性的导管并可

随血管方向前进，避免刺破血管，同时，外套管又有针芯的支

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顺利通过血管；但是另一方面，Ｂ组在进
针见回血后虽然再进０．２ｃｍ，但因为留置针的针尖和外导管之
间存在一个针头斜面的距离，仍有可能此时只有针尖进入血管

壁内而外套管未进入血管内或刚好进入血管内，此时退出针芯

约０．５ｃｍ后，很容易使外套管留在血管壁外而导致穿刺失败。
这可能是导致本组１３例穿刺失败的原因。第三种方法 Ｃ组为
本研究改进的穿刺置管方法，则在见回血后再进０．２ｃｍ，右手
固定针芯不动，左手拇指与食指持外套管沿针芯顺血管方向送

入血管内，再退针芯，则无论穿刺时外套管是否已完全进入血

管壁内，因为针芯未动，只要顺血管方向推进外套管，则可确保

外套管完全进入到血管壁内；加上 Ｃ组在见回血再进０．２ｃｍ
后，就停止了再进针芯而只进外套管，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刺破

血管。此法穿破静脉的几率最小。这种方法，一方面避免了第

一种方法Ａ组锋利的针芯尖触及静脉管壁，且对外套管又有支
撑作用；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第二种方法 Ｂ组先退针芯后送外
套管，而是先送外套管后退针芯，确保外套管完全进入血管内。

同时，送管时以右手小指、无名指向进针反方向牵拉固定皮肤，

减小了皮肤的阻力，抵住患者穿刺部外周皮肤并以此为支撑

点，确保了送管力量的均衡，操作者手指沿血管壁平行送管，不

易发生手指失控来回晃动致使置管失败，使置管顺利又安全，

更好地完成操作。在传统或改良方法中我们往往只注重充分

发挥操作时所用手指的功效，而忽视了其他手指如此法中右手

小指、无名指的辅助作用。但本组中有３例失败是因为患者皮
肤质密度高，置管用力过大，速度过快穿破血管壁而使液体外

渗。本研究资料显示：Ｃ组与 Ａ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组与 Ｂ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Ａ组与 Ｂ组首次成功率的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第三种方法Ｃ组采用的穿刺成
功率最高，且简单易行，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３２　三种置管方法患者疼痛反应有明显差异　第一种方法 Ａ
组为常规穿刺置管方法，导管座连同针芯送入血管，当针头刺

入皮肤后直接进人体的血管，由于外套管连同针芯送入血管，

外套管和针芯的尖端压力、重力和阻力大，对皮下组织和静脉

的刺激相对较大，患者疼痛反应较明显。第二种方法 Ｂ组，见
回血后再进０．２ｃｍ，撤针芯约０．５ｃｍ，外套管及针芯同时送入
血管内，送入血管内针尖只有外套管，外套管尖端压力、重力和

阻力比Ａ组小，对皮下组织和静脉的刺激相对较轻，患者疼痛
程度较Ａ组小。第三种方法Ｃ组，见回血后再进０．２ｃｍ，将外
套管送入血管，退针芯，并以右手小指（必要时和无名指）向进

针反方向牵拉固定皮肤，边置入外套管边退针芯，此法送入血

管内针尖只有外套管，外套管尖端压力、重力和阻力比Ａ组小，
对皮下组织和静脉的刺激相对较轻，同时，以右手小指、无名指

向进针反方向牵拉固定皮肤，减小了皮肤的阻力，抵住患者穿

刺部外周皮肤并以此为支撑点，用力是上下方向，确保了送管

力量的均衡，进针时针尖对皮肤和静脉的刺激就小，所以患者

的疼痛感不明显。本研究资料显示：第三种方法Ｃ组无痛和微
痛的例数最多。说明第三种方法 Ｃ组明显优于第一种方法 Ａ
组和第二种方法Ｂ组。

·２０８·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全科护理研究·

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临床护理路径的应用
刘媛，孙燕，王美花，王妍

【摘　要】　目的　建立完善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的临床护理路径。方法　选择行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的患者８０
例为研究对象，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５月就诊患者为对照组，沿用传统护理模式；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７月治疗的患者
为实验组，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结果　实验组患者满意度及健康知识掌握度为９７．８８±１．１１及９４．６８±１．１６，对照组为
９４．４２±１．８７及８５．９０±１２．８２，二者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临床护理路径
的运用，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及健康知识掌握度，同时将术后早期功能训练时间安排以及康复指导纳入临床护理路径表，

使其更具有计划性及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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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怎样合理配置卫生资源、
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点课题之一［１］。

至今在美国已有 ６０％以上的医院应用了 ＣＰ［２］。临床路径
（ＣＰ）是一种标准化诊疗方法，以提高医疗质量和保障医疗安全
为目的，制定具有严格工作顺序和准确时间要求的医护计划，

用以减少康复的延迟和资源的浪费，使患者获得最佳的医疗护

理质量。我院于２０１０年将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纳入临床路
径，制定了临床路径文本并应用于临床治疗当中，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３－４］。本文就临床护理路径在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

基金项目：兵团科技支疆项目（２０１０ＺＪ１５）
作者单位：８３２００８新疆石河子市，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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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的成效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７月间来院行胫
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的患者８０例为研究对象。对照组与实验
组各４０例，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５月就诊患者为对照组，沿用
传统护理模式；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７月治疗的患者为实验
组，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医疗付

费形式、入院诊断及手术内植物使用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明确职责分工　科室护士长职责：针对 ＣＰ中与护理相
关的项目积极组织科室护理人员进行学习、讨论、循证；对护理

　　通过对留置针穿刺三种置管方法的效果比较，本研究发现
第一种穿刺方法，刺破血管的几率较高，患者疼痛反应较明显，

故应减少使用，或在实践操作中予以纠正。第二种方法易使外

套管留在血管壁外而导致穿刺失败，患者疼痛反应明显，建议

在临床操作中少用。第三种方法置管效果较好，穿破静脉的几

率最小，且患者的疼痛感不明显，此方法操作简单、首次穿刺成

功率高，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护理服务质量，真正体现“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主题［１２］，值得

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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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及协调。

责任护士职责：针对于 ＣＰ表单中与护理相关的工作需按
时认真完成，对于纳入ＣＰ的病人，为患者解释病人版ＣＰ径表，
让患者及其家属对于ＣＰ能够很好的接受与认识，了解路径的
意义和变异发生的可能，协助医生进行诊疗规划，将ＣＰ医师版
及变异表附于病例首页，监督并标记ＣＰ施行情况，核对医生的

医嘱和病例记录。

１２２　制定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临床护理路径表　见表１。
在临床护理过程中严格执行临床护理路径，遇到问题如实记

录。采用患者满意度调查表及健康知识掌握度调查表了解、分

析临床护理路径效果评价。

表１　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临床护理路径表

时间 护理计划 执行时间 评估 签名

入院２４ｈ 核对身份；入院宣教，介绍疾病相关知识，指导进行深呼吸、咳嗽，通知化验检查及注意事项等。

入院２～４ｄ

介绍术前检查目的及注意事项，健康宣教，介绍胫骨平台骨折疾病的相关知识。通知手术时间、麻醉

的方法，说明关节镜诊治术的目的、过程，告知术前禁饮食时间及术后注意事项；指导患者学会深呼

吸及有效的咳嗽、下肢功能锻炼的方法；告知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机理、危害及预防方法，介

绍踝泵的使用方法。

手术当日 与手术室护士做好交接工作。正确体位、基础护理、注意患肢血运，观察伤口引流。

术后１～２ｄ 安慰、鼓励患者，协助指导功能锻炼，给患者使用踝泵，防止患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术后３～６ｄ
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测量，检查敷料部位是否有渗液。协助指导功能锻炼，指导合理饮食，加强心理护

理及生活护理。

术后７～９ｄ
指导患者出院后康复锻炼方法及注意事项，使患者掌握活动的强度、频率，禁止跳跃、跑步负重物，坚

持正确的功能锻炼。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分析，检验水准
α＝０．０５。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临床护理路径组患者的满意度及健康知识掌握度均高于
实验组，分别为９７．８８±１．１１及９４．６８±１．１６，对照组为９４．４２±
１．８７及８５．９０±１２．８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满意度及健康知识掌握度比较

组别 ｎ 患者满意度 健康知识掌握度

对照组 ４０ ９４．４２±１．８７ ８５．９０±１２．８２
实验组 ４０ ９７．８８±１．１１ ９４．６８±１．１６
ｔ值 －１０．０４ －１７．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逐
步深入，规范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质量、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是当前各所医院尽皆努力的方向。ＣＰ的实施不仅控
制医疗成本、改善医疗品质［５］，避免医疗资源浪费，也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医疗矛盾，减少了医疗纠纷，同时也保证了医院的利

益［６－９］。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及医疗水平相对落后。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推动下，新疆地区发展较为迅速，虽然医疗

条件有所改善，由于地域性及多民族性的特点，新疆医疗机构

整体规模偏小，医疗设备及医疗水平不是很高，总体医疗资源

仍然较为紧缺。因此，在新疆地区实施 ＣＰ是十分必要的。我
科率先实行胫骨平台骨微创治疗临床护理路径，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不仅在患者满意度及健康知识掌握度方面有明显提升，

同时将患者术后早期功能训练时间安排以及康复指导纳入临

床护理路径表，使其更具有计划性及规范化，减少了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

我科制定临床护理路径过程中，考虑到患者对于病情及医

疗知识的不理解，在路径文本中采用了多次、重复、渐进式的宣

教方案，使患者对于健康知识的掌握及术后康复训练更好的掌

握，明白疾病治疗的程序，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

临床护理路径强调多学科的整体协作，应用质量管理工

具———ＰＤＣＡ方法进行管理［１０］。胫骨平台骨折微创治疗临床

护理路径在实施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执行实施细则，同时对于

护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要如实记录。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改进，按照ＰＤＣＡ流程、完善临床护理路径，保持其科学性，以期
临床护理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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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两种不同护理治疗方法在家庭慢性伤口患者中应用的效果观察
董兰菊，成守珍，宋杰丽，黄漫容，王淮玲，王维平

【摘　要】　目的　探讨两种不同治疗护理方法在家庭慢性伤口病人中应用的效果。方法　取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在我院
接受伤口治疗，伤口好转未痊愈出院的２３例患者作为实验组，由社区护士上门进行改良封闭式负压引流（ＶａｃｕｕｍＡｓｓｉｓ
ｔｅｄＣｌｏｓｕｒｅ，ＶＡＣ）或现代敷料伤口治疗并康复锻炼指导，取同期在我院接受伤口治疗，伤口好转未痊愈出院的１８例慢性
伤口患者作为对照组，护士对家属进行改良ＶＡＣ或现代敷料治疗技术及康复锻炼方法培训，由家属进行伤口治疗护理，
以出院后２个月时间为限，就伤口治疗效果及病人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结果　实验组伤口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结论　社区护士上门服务在家庭慢性伤口患者治疗及身体康复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解
决家庭慢性伤口患者治疗最有效方法。

【关键词】　慢性伤口；社区护士；上门服务；家属照顾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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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医院和社区家庭中存在着大量慢性伤口患者（压力性
溃疡、糖尿病足溃疡、血管性溃疡、慢性感染伤口等），尤以老年

人压力性溃疡居多。而且随着交通、工业以及老龄化的发展，

此类患者的数量会逐年增加，因医疗费用上涨及方便家人照

顾，多数慢性伤口患者住院治疗伤口好转即出院，愿意在家中

由子女、亲属或社区护士照顾护理［１］，改良封闭式负压引流治

疗技术是慢性伤口治疗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但多数社区服务中

心未掌握或未开展此项技术，患者缺少有效的护理和专业性治

疗指导，导致伤口发展愈趋严重，再次返院治疗发生率高，给社

会、家庭带来疾病痛苦及增加经济负担，家庭慢性伤口患者治

疗问题已是社会关注焦点［２］，如何提高社区护士伤口治疗技

术、开展社区护士上门服务，使家庭慢性伤口患者得到及时有

效治疗值得医护工作者深思。近年来，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指导下，我院伤口治疗组与社区服务中心联合，开展慢性伤

口患者家庭护理治疗模式，收到良好治疗效果。现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在我院进行慢性伤口治
疗，伤口好转但未痊愈出院由社区护士上门服务的２３例患者
作为实验组，住院时间２０ｄ～３个月不等，其中男性１５例，女性
８例，年龄２２～９１岁，平均（７０．８７０±１４．９１６）岁。伤口分类分
别是压力性溃疡１９例创面２４处（出院时Ⅱ度１０例，Ⅲ度１４

作者单位：５１０９００广东省从化市中心医院护理部（董兰菊）；心血管内科
（宋杰丽）；５１００８０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
（成守珍）；慢性伤口造口门诊 （黄漫容）；急诊外科（王淮

玲）；急诊外科（王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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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糖尿病足溃疡１例、骨折术后伤口感染１例、下肢慢性溃
疡２例；出院时伤口面积（２ｃｍ×３ｃｍ）～（７ｃｍ×６ｃｍ），平均
（２１．４６±９．０９）ｃｍ２。选择同期在我院进行慢性伤口治疗，伤口
好转但未痊愈出院由家属进行护理照顾的１８例患者作对照
组，住院时间１～３个月不等，其中男性１１例，女性７例；年龄
３６～９３岁，平均（７２．２８±１１．７０）岁；伤口分别是压力性溃疡１６
例创面２０处（出院时Ⅱ度９例，Ⅲ度１１例），糖尿病足溃疡１
例、软组织损伤并感染 １例；出院时伤口面积（１．５ｃｍ×３
ｃｍ）～（７ｃｍ×８ｃｍ），平均（２０．４７±１４．７０）ｃｍ２。以出院后２个
月时间为限，就患者伤口转归及生活质量情况进行比较。两组

年龄、性别，伤口类型、面积差异及治疗方法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实验组由社区护士定期上门对患者进行康复
锻炼指导，创面行改良ＶＡＣ或现代敷料治疗，伤口小组成员不
定期与社区护士、患者或家属联系交流，或手机发图片了解伤

口情况，必要时做出治疗方案调整。对照组在住院期间，由护

士对患者家属进行改良 ＶＡＣ治疗技术、现代敷料应用及康复
指导方法培训，出院后由患者家属进行治疗护理，或就近门诊

换药治疗，伤口小组成员定期电话了解伤口情况并进行治疗指

导。

１３　伤口评价指标　①伤口评价指标。痊愈：创面上皮完全
覆盖；显效：创面缩小≥７５％，肉芽组织新鲜；好转：创面缩小≥
２５％，肉芽组织较新鲜；无效：创面缩小 ＜２５％且肉芽生长很
少［３］。②生活质量评价。生活质量高：创面愈合或显效，能生
活自理，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生活质量差：创面愈合或显效，肢

体废用性萎缩或肢体挛缩，下床活动困难或不能自行进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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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伤口转归比较　两组患者伤口转归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两组慢性伤口患者出院后８周创面转归比较

组别 创面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实验组 ２８ ２１ ７ ０ ０
对照组 ２２ １０ ６ ４ ２
χ２值 ４．５６５ ０．０３３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３３ ０．８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在肢
体挛缩、关节僵硬及伤口恶化返院治疗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实验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见表２。

３　讨论
３１　慢性伤口对患者、家庭、社会的影响　目前，家庭老年、截
瘫患者难愈性伤口增多，尤以压力性溃疡多见，因经济困难或

无人照顾等原因伤口治疗好转即出院在家，更有相当一部分长

年卧床在家的老年患者、截瘫患者并发大面积压疮无经济能力

住院治疗，由于未开展伤口治疗门诊及社区护士上门服务，大

量家庭难愈性伤口患者治疗得不到保障，导致伤口愈趋严重，

关节僵硬、肢体挛缩，并发肺部感染、败血症至死亡率高［４］，生

活质量严重下降，给社会、家庭以及民众带来疾病痛苦，医疗资

源消耗大。

表２　两组慢性伤口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ｎ自行或借助用具外出 部分或完全生活自理 有一定的劳动能力 卧床依赖家人照顾 肢体挛缩，关节僵硬 伤口愈趋严重返院治疗

实验组 ２３ ２０ ２０ １６ ３ ０ ０
对照组 １８ １１ １１ ９ ７ ２ ２
χ２值 ３．６５８ ３．６５８ １．６２４ ３．６５８ ５０．００ ４１．００
Ｐ值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２０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２　两种不同的治疗护理方法对患者伤口转归的影响　本文
两组患者伤口转归比较，实验组伤口愈合效果明显高于对照

组。分析如下：①以改良ＶＡＣ治疗为主，通过负压引流，可吸出
渗液，清除细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粉红期创面小现代敷料治

疗，二者均可保持伤口湿润环境，促进坏死组织溶解吸收，刺激

肉芽组织生长，加速伤口愈合［５－６］；②社区护士上门治疗护理及
时，康复指导到位，促进伤口愈合及身体功能复；③伤口小组成
员、社区护士、家庭伤口患者联系密切，能随时了解患者康复情

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对患者的康复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

照组患者及家属虽有进行伤口治疗护理及康复锻炼培训，但不

是专业护理人员，对伤口缺乏认识与评估，治疗质量无法保

证［７］。社区医院门诊伤口治疗技术落后不利于伤口愈合。两

组患者伤口转归比较说明社区护士上门行改良 ＶＡＣ治疗 ＋康
复锻炼指导是家庭伤口患者治疗最实用有效方法。

３３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实验组优势在于：①改良
ＶＡＣ治疗，可携式负压引流瓶能保持有效负压，患者可离床活
动，促进肢体功能恢复；②定期上门服务，伤口治疗与康复锻炼
同期进行，能有效预防肌肉萎缩，防止关节僵硬发生；③能及时
了解患者健康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对策。对照组患者及家

属仅限于认知伤口的局部护理，伤口治疗及康复效果无法保

障。本文结果证明，社区护士上门服务能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让患者享受家庭温暖与快乐，是家庭慢性伤口患者治疗最

有效服务模式［８－９］。

３４　社区护士上门伤口护理治疗注意事项　①患者环境必须
符合换药要求，换药时严格无菌操作，预防伤口感染；②遵循伤
口愈合规律，把握换药时机与方法；③掌握伤口评估技术与方
法，以确保治疗护理有效性。

３５　家庭慢性伤口患者治疗面临的问题　社区护理服务体制
不够完善、医护人员服务意识薄弱，相关知识陈旧能力不足，无

法解决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护理问题［１０－１１］、伤口治疗护士缺乏、

社区护理管理网络不建全［１２－１３］、边远农村慢性伤口患者无法

联系上门服务等，有待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改变护理服务模

式，实行以医院、社区、家庭为基础的医疗保健服务是卫生事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５］，与社区服务中心联合，建立联络网，制定相

关制度及工作流程，同时对护理人员进行伤口治疗技术培训，

是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最有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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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任霞英．关于农村社区护士现状的调查报告［Ｊ］．中国中医药讯，
２０１１，３（２０）：４８３．

［１３］　贾兆荃．我国社区老年护理现状及展望［Ｊ］．护理实践与研究，
２０１２，９（４）：１４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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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Ｊ］．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２）：１０５１０８．
［７］　ＰａｒｉＶＰ，ＧｌｅｎｎＡＫ．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ｌｉｖ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ｇｏａｌｓ［Ｊ］．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５，２３４（３）：６６１６７３．
［８］　ＫａｎｇＨＫ，ＪｅｏｎｇＹＹ，ＣＨｏｉＪＨ，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ｅ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ｒｏｗＣＴｐｏｒｔａｌｖ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ｅｓｓｌｅｓｉｎｌｉｖｅｒ［Ｊ］．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２，２２（５）：１０５３１０６１．
［９］　陈文华，黄庆娟，徐青．多层螺旋 ＣＴ腹腔动脉成像的临床应用研

究［Ｊ］．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５（３）：１９７２００．
［１０］　张新堂，王晋，田民，等．双源 ＣＴ肝动脉三期扫描对小肝癌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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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８·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全科护理研究·

中等发达城市社区护理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王远湘，欧玉兰，张淑兰

【摘　要】　目的　建立一套既适合于我国中等发达城市社区护理服务发展现状，又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社区护理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为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质量考核及今后进一步完善该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依据。方法　课题组成员在随机抽
取衡阳市１５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来确定指标体系的维度及各维度指标
群，根据各指标的重要性评分计算权重系数。结果　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３项一级指标、１５项二级指标、４６
项三级指标。两轮专家咨询权威系数为０．８７４，专家意见协调系数为０．３９８～０．５４２（Ｐ＜０．０１）。结论　专家权威程度及
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均较高；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科学性、综合性、特异性、导向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中等发达城市；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Ｄｅｌｐｈ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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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
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ａｓｍａｄｅｏｆ１５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Ｃｉｔｙ．Ｄｅｌｐｈｉ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ｏｆ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ｓ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ｃｏ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ｒｅ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ｉｎｄｅｘｅｓ，
ｆｉｆｔｅｅｎｃｌａｓｓⅡ 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ｔｙｓｉｘｃｌａｓｓⅢ 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ｗｏｒｏｕｎｄｓｅｘｐｅｒｔ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ｓ０．８７４，ａｎｄｔｈｅｈａｒｍｏ
ｎｉｏｕ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ｓ０．３９８ｔｏ０．５４２（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ｄｉ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Ｄｅｌｐｈｉ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目前，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尚无统一规定，一般采用上
级综合医院的院内质控指标进行评价［１］，社区护理质量管理中

考评体系不健全［２］，不适合当前社区卫生工作的需求。为使中

等发达城市社区护理工作评价有章可循，课题组成员从２００９
年７月起，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就中等发达城市社区护理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探索。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专家库的建立　课题组成员通过多次参加全国教材编写
和社区护理工作会议，建立了专家成员网络，遴选了相关专家

２４位。所选专家涉及多省市的社区医学理论研究及教学、社区
护理行政管理及科研、社区卫生服务实践、临床护理教学和管

理工作等多个领域。为保障专家意见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入选

专家的工作年限均 ＞１０年；副主任护师或副教授以上职称的
１９人，占７９．２％；平均工作年限达到（２４．９７±７．２３）年。
１２　２轮德尔菲（Ｄｅｌｐｈｉ）专家咨询　在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２月期
间共进行２轮专家函询。采用现场发放专家咨询表与电子邮
件相结合的方式发放和回收问卷，现场或邮件指导填写，确保

问卷的有效性。

１２１　第１轮问卷咨询　课题组成员随机抽取衡阳市２２个中
的１５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政
策文件、国内外文献和社区护理书籍，初步拟定社区护理质量

评价指标第１轮问卷。问卷内容包括：①致专家信。向专家简
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目的、填写说明和要求及致谢词；②社区

基金项目：湖南省衡阳市科学技术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０ｋｊ３３）
作者单位：４２１００１湖南省衡阳市，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

（王远湘）；４２１００１湖南省衡阳市，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
理部（欧玉兰）；４２１００１湖南省衡阳市卫生局（张淑兰）

通讯作者：王远湘，电子信箱：ｈｌｘｗｙｘ９３＠１６３．ｃｏｍ

护理质量评价指标问卷。其中一、二、三级指标分别为３个、１４
个、４３个，根据Ｌｉｋｅｒｔ等级划分法请专家根据自己的认知对指
标条目的重要程度（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太重要、不重要）

予以赋值（分别为５分、４分、３分、２分、１分）。另设备注栏，请
专家对表达不准确、需要增加或删除的内容予以说明；③专家
一般信息、对研究内容的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调查表。

１２２　第２轮问卷咨询　对第１轮问卷咨询结果进行整理、汇
总、统计分析后，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删减和补充，形成第２
轮咨询问卷，问卷中每个条目的重要程度评价标准同第１轮，
第２轮问卷咨询时附上第１轮的统计结果，请各位专家参考第
１轮的结果反馈再次判断，并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Ｅｘｃｅｌ数据库和ＳＰＳＳ１４．０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采用Ｙａａｈｐ０．５．２软件确定指标权重。

２　结果
２１　专家的积极系数　以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表示。第１轮专
家咨询发放问卷 ２４份，回收有效问卷 ２２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１．６７％。第２轮发放问卷２４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３份，有效回
收率为９５．８３％。
２２　专家的权威系数（Ｃｒ）　Ｃｒ由专家对问题的判断系数
（Ｃａ）及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系数（Ｃｓ）的算术均值来表
示［３］。本研究的Ｃｓ为０．８６２，Ｃａ为０．８８６，Ｃｒ为０．８７４。
２３　专家意见协调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第２轮专家咨询后，
计算专家意见的Ｋｅｎｄａｌｌ协调系数（Ｗ）［４］并对其显著性进行检
验，其中３个一级指标、１５个二级指标、４６个三级指标的协调
系数分别为 ０．５４２、０．４０６、０．３９８，χ２值分别为 ５２．６８、９２．６３、
３６９．５２，Ｐ值均＜０．０１。
２４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用重要程度赋值
均数来表示，第一轮、第二轮咨询重要程度赋值均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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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４．２９。
２５　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及权重　根据Ｄｅｌｐｈｉ专家咨询结
果及科研小组的讨论，第一轮专家咨询后修改、淘汰了多项指

标，增加了１项二级指标和４项三级指标。第二轮专家咨询又
淘汰、修改、增加了多项指标，并确立了社区护理质量评价体系

以及各指标的权重值，最终形成３个一级指标、１５个二级指标
及４６个三级指标，见表１。

表１　社区卫生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百分权重

基础质量 机构和人员 有相应的社区护理管理体系 ０．０１６５
比例 社区护士与服务人口比例 ０．０１７３

社区护士与全科医生比例 ０．０１５２
社区护士职称构成比例 ０．０１４７

环境、物资 护理单元环境情况 ０．０１９６
和设备 护理物资设备完好率 ０．０１９３

常规器械消毒灭菌合格率 ０．０１８２
护理急救物品完好率 ０．０１７２

知识和技术 年度基本理论和技能考核合格率 ０．０１７８
年继续教育培训率 ０．０１６１
年发表论文或科研成果项目数 ０．０１２８

管理制度 年护理管理目标达标率 ０．０１７４
社区护士对各项管理制度知晓情况 ０．０１６８
各制度执行、考核、记录情况 ０．０１７６

过程质量 疾病护理 基础护理合格率 ０．０１９６
护理病历书写合格率 ０．０１７９
护理计划与护理措施实施符合率 ０．０１４８
院前急救护理合格率 ０．０１３９

康复护理 残障康复护理指导 ０．０１５４
精神病患者康复指导 ０．０１４８

家庭护理 社区家庭病床开展情况 ０．０１５５
居家养老护理指导 ０．０１７９

预防保健 健康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制订情况 ０．０１６１
传染病预防宣教 ０．０１６６
老年慢性病预防宣教 ０．０１８７
社区慢性病患者随访 ０．０１６４
儿童常见病预防宣教 ０．０１７１
新生儿访视 ０．０１６８
妇女常见病预防宣教 ０．０１７６
产妇产后围产访视 ０．０１５４
社区家庭健康访视 ０．０１７２
社区人群契约式服务完成率 ０．０１８４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咨询和指导 ０．０１５８
信息管理 社区居民健康电子档案建档率 ０．０１９７

老年保健管理 ０．０１８５
儿童保健管理 ０．０１８８
孕妇保健管理 ０．０１８７

职业安全 出诊护士安全规避措施制订情况 ０．０１４６
出诊护士安全事故发生率 ０．０１５８

终末质量 满意状态 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０．０５９１
居民对护理服务满意度 ０．０５９３

年护理差错 年护理差错事故发生率 ０．０４８７
年护理投诉 年护理有理投诉率 ０．０４８２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覆盖率 ０．０５１６

居民健康教育活动自愿参与率 ０．０２５２
居民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率 ０．０４９４

总计 １．００００

３　讨论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其服务能力现
状［５］。根据社区卫生服设立指标所要考虑的因素［６］，本研究构

建的社区护理质量评价体系突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３１　Ｄｅｌｐｈｉ专家咨询的可靠性　Ｄｅｌｐｈｉ法是传统定性分析的
一个飞跃，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决策开阔了思路，专家选择是其

预测成败的关键［７］。本研究采用了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意见的

协调程度和集中程度及权威程度４项指标对专家咨询的可靠
性进行检验。由于现场发放咨询问卷，研究组成员可以与专家

面对面沟通，所以两轮专家积极系数均 ＞９０％，专家权威程度
均＞０．８。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可以判断专家对每项指标的评
价是否存在较大分歧或者找出高度协调专家和持异端意见的

专家，一般来讲，该系数越大越好［８］。本研究经过两轮咨询，专

家意见都趋于一致，经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１，表明专家意见协
调性好。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反映专家对指标重要程度上认识

的一致性，本研究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均＞４．０。
３２　指标的综合性和可行性　本研究综合性强，体现在评价
对象上，包括了社区护理涉及的国家政策、服务机构和服务对

象；在护理的特色上，体现以预防保健、健康促进为中心；在护

理内容上，包含了“六位一体”的服务。本研究采用定性指标和

定量指标相结合，评价周期可以是月、季、半年、年，绝大部分指

标可以用次数、率、百分比进行量化，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常规登记报告、调查等方法就可获得指标信息。

３３　指标的特异性和导向性　虽然社区护理服务对象是社区
全体居民，但重点人群是老年人、儿童、妇女、慢性病患者。该

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反映了这些重点人群的护理服务质量，体现

了社区护理服务的特点，不能被其他任何指标所取代，因而指

标的特异性高。目前，大城市社区“临终关怀护理”已经开展，

中等发达城市还未涉及，因而第一轮专家咨询后删除了二级指

标“临终关怀护理”条目，但随着社区护理事业不断深入发展，

“临终关怀护理”这一评价指标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护理质量的改进是无止境的［９］。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社区护理质量标准，又为规范社区护理

服务的组织、管理提供依据。目前，政府特别强调社区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资源库建设，但有众多机构健康建

档出现更新滞后、余留“死档”的情况［１０］，加之社区护士上门服

务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本研究在第一轮专家咨询后

添加了这两方面二级指标条目。

不同城市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社区护理发展也不

平衡，因而使用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有悖于评价的公平性、可

比性。目前中等发达城市社区护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还较欠缺，因此，本研究不仅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而且为今后进

一步完善该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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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新护士独立值班前临床综合能力考核的实践与效果评价
许实燕，郭剑虹

【摘　要】　目的　探讨新护士独立值班前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内容和模式。方法　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潮州市中心医院新
护士１４８名，进行独立值班前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内容包括护理人员各班工作内容；熟悉医嘱内容及执行方法；急救物
品的放置、使用、管理；常用急救药物用法及急救车的管理制度；常用皮试液的配制及管理制度；危重症患者抢救配合与

护理；护理文书书写情况等。并调查新护士对该考核模式的评价。结果　新护士独立值班前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合格率
为９１．８９％，“急救物品的放置、使用及管理”得分率为８３．６％，８４．４６％的新护士认为考核内容设置合理，１００％的新护士
认为可全面培训和评价新护士。结论　独立值班前实施综合技能考核能系统培训新护士，全面、客观评价其临床综合能
力，真实反映新护士工作中现存的问题，为今后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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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的医学模式和护理工作模式的转变，全方位人性
化、无缝隙护理服务是医院护理管理工作追求的目标［１］。对于

刚进入临床工作的新护士，如何尽快熟悉本职工作，适应新的

工作环境，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确保临床护理工作的安全［２］，

新护士独立值班前临床综合能力培训、考核工作是各级护理管

理者关注的重要环节，而临床综合能力是通过临床实践而形成

的解决患者问题的技术和能力［３］，以前，我院对于新护士一直

都沿用传统考核方法，内容相对简单，存在护理安全隐患。为

此，我们在培训考核中不断探索，根据护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注

重人文素质教育特点，制定了护理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制度及标

准，对新护士实施独立值班前考核，取得满意效果，为临床护理

工作改革提供了科学、客观、可行性依据，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考核对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我院新招聘的护理专业人员，
经３～６个月临床科室轮转见习后进行独立值班前临床综合能
力考核。共１４８名，男性２名，女性１４６名，年龄１８～２２岁，平
均（２０．４±１．５）岁；学历：本科９名（占６．１％），专科１９名（占
１２．８％），中专１２０名（占８１．１％）。
１２　考核方法
１２１　成立考核组　成立考核组，组长由护理部主任担任，成
员由４名科片护士长和２～３名理论知识水平、操作技术水平
与管理水平优秀、经验丰富的病区护士长组成。

１２２　考核形式及内容　①考核形式包括口述和实际操作。
②考核内容以基本临床护理知识与技能相关知识的提问和

作者单位：５２１０００广东省潮州市中心医院护理部
通讯作者：郭剑虹，电子信箱：ｇｊｈ２２７６＠１６３．ｃｏｍ

编制病例现场处理两大方面，包括７部分内容：第一，护理人员
各班工作内容（口述），占２０分；第二，熟悉医嘱内容及执行方
法，占１０分。随机抽取一份病历，了解其对医嘱掌握程度，护
嘱执行制度，医嘱查对制度，分级护理制度，相关病例的入院宣

教，辅助检查准备及特殊药物、治疗的注意事项和病情观察，药

物配伍禁忌等；第三，急救物品的放置、使用、管理及应急处理，

占２０分；第四，常用急救药物用法及急救车的管理制度，随机
抽考一项急救护理技术操作，占１０分；第五，常用皮试液的配
制及管理制度，提问配制方法及急救处理等，占１０分；第六，危
重症患者的抢救配合与护理，结合各病区专科特点编制病例，

了解其专科护理理论技术掌握和操作情况、病情观察及护理技

术执行能力，占２０分；第七，护理文书书写情况，占１０分。
１２３　考核实施过程、时间和地点　首轮由被考核者病区护
士长、教学干事负责考核并指出存在问题，对其再培训后，根据

被考核者实际工作情况上报护理部，由护理部安排时间和考核

老师进行第二轮考核；由护理部主任随机抽调相关科片护士长

１～２名和病区护士长１名按考核内容逐项考核。考核地点在
被考核者病区，考核时间３～４ｈ。在考核中可做简单提示，由１
名护士长负责记录存在的问题，对原则性错误予及时纠正，考

核后将存在问题反馈给病区护士长和被考核者本人。

１３　评价方法　根据评分标准，计算得分。成绩大于７６分者
方可独立值班；低于７６分者，１～２周后重新考核，以第一次考
核中存在不足为主，合格后方可独立值班。以问卷形式调查被

考核者对考核内容设置、时间安排等作出评价。发放问卷１４８
份，回收１４８份，均为有效问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
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使用χ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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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新护士独立值班前考核合格情况　１４８名新护士考核合
格为１３６名，平均分（８１．８１±１．９１）分，合格率９１．８９％，１２名经
第２次补考后均合格。
２２　新护士独立值班前考核内容各部分的得分情况　详见表
１。
表１　新护士独立值班前考核内容各部分的得分情况（ｎｉ＝１４８）

考核内容 分值（分） 得分（ｘ±ｓ） 比例（％）

护理人员各班工作内容 ２０ １６．４２±０．３１ ８２．１０
熟悉医嘱内容及执行方法 １０ ６．７８±０．７３ ６７．８０
急救物品的放置、使用、管理 ２０ １６．７２±０．６８ ８３．６０
常用急救药物用法及急救车的管理制度 １０ ８．２０±１．０１ ８２．００
常用皮试液的配制及管理制度 １０ ６．７３±０．８１ ６７．３０
危重症患者的抢救配合与护理 ２０ １６．６９±０．４５ ８３．４５
护理文书书写情况 １０ ８．２３±０．３０ ８２．３０

２３　新护士对考试模式的评价　详见表２。
表２　新护士对考试模式的评价（ｎｉ＝１４８）

调查问题 备选项 人数（例） 构成比（％）

考核内容设置 合理 １２５ ８４．４６
基本合理 ２３ １５．５４
不合理 ０ ０

考核时间安排 合理 １１３ ７６．３５
基本合理 ３２ ２１．６２
不合理 ３ ２．０３

适应这种考核形式 适应 １１３ ７６．３５
一般 ３２ ２１．６２
不适应 ３ ２．０３

全面培训、评价新护士 是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否 ０ ０

３　讨论
　　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护理人员在以病人为中心的临床工
作中承担多种角色，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临床综

合素质［４］。对新上岗护士综合能力的评估一直是国内外医学

界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护理临床综合能力是开展临床处置、

健康教育、交流等护理工作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规范化的培训

与考核能提高护士的综合素质［５］。新护士独立值班前传统的

考核内容多仅限于各班职责及常用临床护理技能操作，内容简

单，考核方法形式单一，新护士上岗后小错不断，特别是急救方

面急救意识差，抢救过程紧张无序，急救物品应用不熟悉，存在

很大护理安全隐患。与传统考核内容、考核形式相比，新的考

核内容和模式具有以下优点。

３１　考核内容全面、具体，系统地培训了新护士　新的考核内
容不仅从护士各班职责及常用临床护理操作技能，且从病房管

理、应急救护、护理文件书写、健康教育等方面全方位、系统的

培训考核。本着新护士缺乏从整体角度对临床情景进行分析

和把握的能力［６］，在实际抢救工作时手忙脚乱而无序，与医生

配合缺乏默契，急诊意外情况应急处理不到位等情况，我们在

考核内容中设计了各临床专科一例新入院的危重症患者，要求

模拟急救现场对患者进行抢救与护理，了解护士对科室急救物

品的放置、使用和管理，常用急救药物用法及急救车的管理制

度的掌握及应用，不仅考核了新护士的临床护理技能综合能

力，而且考核了他们的临床思维、应急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

在考核中，老师针对一个项目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实际工

作中碰到的各种情况提出一系列问题，考核涵盖面广。如应急

技术操作中的吸痰操作，不单考核操作流程，同时会提出一系

列相关问题，如压力的正常范围、成人和小儿压力的区别、操作

中的注意事项、负压大小的调节、中央设备带出现无负压时如

何处理和电动吸痰器停电时的紧急处理等，旧的考核忽视了这

些内容，新的考核将这些内容纳入必考范围。通过系统、全方

位培训考核，使新护士概念清晰，准备工作有条不紊，临床护理

技能综合能力、临床思维及人文精神培养，都得到了有效的提

高。表２显示，新护士一致认为该考试模式可全面、系统地培
训新护士，对新护士工作更有指导性。

３２　全面、客观地评价新护士的临床综合能力和存在的问
题　新考核形式包括口述和实际操作相结合，考核内容以编制
病例现场进行处理和基本临床护理知识与技能知识的提问两

大方面，新考核方法是在模拟临床场景下，测试新护士的临床

综合能力，同时也是知识、技能和态度并重的综合能力评估方

法。考核内容包括了七方面，基本涵盖了临床护理工作中护士

必须独立处理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棘手问题，并以一个病例贯

穿始终、突出人文素质的考核方法，使新护士在考核中形成连

续性的临床思维，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患者进行治疗、用

药、抢救、护理、健康教育、沟通、协调等，真正体现人性化护理

服务。同时，新的考核方法能使新护士的心理素质得到锻炼，

在考核中新护士要面对２～３位经验丰富的护士长的轮番提
问，考核时间长，多数达３ｈ以上，考核内容广，这对新护士的心
理素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表２显示，新护士一致认为该
考试模式可以客观评价新护士的临床综合能力。同时，新考核

模式也能真实反映工作存在的问题，表１中显示，新护士“熟悉
医嘱内容及执行方法”得分率为６７．３０％，是最低的项目，原因
可能是：一方面，新护士机械地执行医嘱，未能将理论知识和临

床实践有机联系起来，分析和应用能力差；另一方面，在日常工

作中对于执行医嘱这样关键性工作主要由高年资护士来完成，

对新上岗护士缺乏必要的训练，造成新护士有依赖思想，缺乏

独立的处理能力［７］，因此他们在执行医嘱这一环节的中显现出

评判性思维能力的欠缺。表１中显示，“常用皮试液的配制及
管理”得分率为６７．８０％，原因可能如下：新护士参加工作时间
较短，临床实践经验缺乏，洞察力差，不具备根据病例信息作出

判断和处理的能力，发现问题能力较弱，在以后的工作中需加

强学习和培训。本考核方法找出了新护士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为护理部及各专科制订针对性的培训计划

提供了信息。

３３　有效降低护理风险，保障护理安全　新护士的护理安全
问题更为突出［８］，如何加强对新护士独立值班前的培训，建立

全面的考核体系已成为护理管理的关键问题，在传统考核制度

下，新护士独立值班前仅接受基本操作技能和各班职责的培

训，而新的考核方法内容更具体、更全面，从患者入院、治疗、用

药、抢救、护理、健康教育、沟通、协调等全方位进行考核，均为

日常工作和可能出现的棘手问题，对以后工作有直接指导意

义，新的考核方法能促进新护士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掌握较全面

的临床知识和技能，有效降低护理风险，保障了护理安全。表１
显示，新护士在“急救物品的放置、使用及管理”、“常用急救药

物用法及急救车的管理”、“危重症患者的抢救配合”得分率为

８３．６％、８２．００％和８３．４５％，为较高的考核项目，说明新护士在
临床护理工作中急救意识较强，危重症患者抢救和护理配合、

临床应急能力、协调、沟通能力等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一定程度

上能有效地降低护理风险，保障护理安全。

３４　提高新护士学习的目的性和积极性　传统的考核内容各
病区随机性大，内容简单，护士有应付心理，学习不主动，无目

的性；新的考核方法内容多，考核严格，考核老师为其他病区护

士长、科护士长甚至是护理部主任，对于新护士而言，考核既是

检验自己，也是展示自己。因此，她们在思想上更加重视自身

综合素质的学习，促使新护士了解自身不足，并通过工作和学

习得以提高，这样，工作既有压力也有动力，学习更主动认真，

很多护士随身携带工作小本记录带教老师讲授的重点以及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新考核制度有效激发了她们的学习兴趣及求

知欲。表１显示，新护士一致认为该考试模式可明确学习目的
性，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学习积极性。

３５　新考核模式适用于新护士独立值班前的考试　规范化培
训与考核能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技能的获得，单纯的训

练不仅是促进因素，反馈的强化作用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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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乳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余丽丽，孙彩霞

【摘　要】　目的　探讨乳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有效的护理措施。方法　３６例乳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患
者行乳腺癌根治术，术前对患者做好饮食控制及心理护理，监测并控制血糖，完善术前检查；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早

期指导患者锻炼患侧上肢功能，积极预防和护理并发症，做好出院指导。结果　３６例中术后发生切口感染２例，皮下积
液２例，低血糖反应１例，经积极治疗和护理，全部治愈出院。结论　合理控制乳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患者术前及术后
血糖，做好健康教育等围手术期护理，能有效减低术后并发症，促进患者顺利恢复。

【关键词】　乳腺癌；２型糖尿病；围手术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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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已超过宫颈癌，成为
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也是２０～５９岁女性最常见的癌
症相关死因［１］。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和人口老龄化，２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乳腺
癌合并２型糖尿病的患者外科手术比例逐渐增加。乳腺癌和２
型糖尿病都是消耗性疾病，该类患者对于手术的耐受力及抵抗

力下降，目前手术治疗乳腺癌的特点是切除范围广、创面大，术

后易出现多种并发症，影响手术效果和患者康复。我科自２００８
年７月开始对该类患者实施乳腺癌根治术，经精心护理，效果
满意，现将围手术期护理体会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我院为３６例乳
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的患者行乳腺癌根治术，均为女性，年龄
４６～７２岁，平均５３岁。入院前有明确糖尿病史者２５例，其余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三科
通讯作者：孙彩霞，电子信箱：ｓｃｘ０８０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１例均在入院后明确诊断，均符合１９９９年ＷＨＯ的２型糖尿病
诊断标准［２］。患者入院时空腹血糖８．２～１９．５ｍｍｏｌ／Ｌ。术前
采用饮食治疗加口服降糖药控制血糖１５例，采用饮食治疗加
胰岛素控制血糖２１例。
１２　术前护理
１２１　心理护理及健康宣教　乳房是女性最为重要的第二性
征，大部分女性对患有乳腺癌心存恐惧，乳腺癌对女性存在双

重打击，一是面对癌症的威胁，二是乳房切术后对身体形象的

破坏，因而心理护理尤为重要［３］。２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
很多糖尿病患者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４］。合并糖尿病的乳

腺癌患者较其他糖尿病患者心理问题更多，容易产生恐惧、沮

丧、忧虑及绝望等不良心理反应。因此，患者入院后，我们护理

人员以热情、亲切、诚恳的态度与之接触，主动介绍病区环境、

规章制度、主管医师、主管护士、消除其恐惧心理，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讲解疾病的诊治情况。及时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交流，让

术后恢复良好的患者介绍自己的切身体会，增强其治愈疾病的

信心，使其以良好的心态接受手术。另外发放调查表，了解患

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功能［９－１０］。新的考核模式，对存在的问

题老师及时反馈和指导，起到强化训练的效果，通过该模式考

核，新护士建立了一定的临床思维，７６．３５％的护士认为能适应
这种考核方式，１００％的新护士反馈明确了下阶段的工作目标，
减少了工作的盲目性。表明这种考核方式对他们今后工作和

学习热情、积极性和主动性起着关键作用。同时这种根据不同

专科考试的内容可以有所不同或侧重，既可有效考查他们在工

作和学习中是否达到了要求，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和促进他

们继续学习，便于发现工作中问题，及时反馈，以便改进工作，

提高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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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糖尿病知识的认知程度，根据患者不同的文化层次及对糖

尿病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健康宣教，使其意识到合

理控制饮食及降血糖治疗的重要性［５］。

１２２　饮食护理　合理的饮食控制对于２型糖尿病的治疗尤
为重要，乳腺癌患者手术创伤大，需要加强营养，因此更需要加

强饮食指导。我们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和医生、营养师

制定适合术前营养需要的糖尿病饮食，进行合理的食物品种及

量的搭配，做到一日三餐定时定量。每日饮食中三大营养物质

热量比为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５０％ ～６０％，脂肪占３０％，蛋
白质占１２％～２０％［６］。若患者饥饿感明显，予以增加低糖、低

盐、高纤维饮食；若患者有营养不良的表现，则静脉补充营养，

保证患者足够的营养供给。

１２３　控制血糖护理　有效控制血糖是进行手术治疗的先决
条件，术前应注意监测患者的血糖波动情况，我们采用德国罗

氏血糖仪监测患者每日三餐前和睡前的血糖，并作相应记录，

为医生调整用药提供可靠的依据。根据患者血糖水平，口服降

糖药加饮食控制；若血糖控制不佳，则改用胰岛素皮下注射（剂

量６Ｕ起，根据血糖控制情况加以调整），餐前３０ｍｉｎ皮下注
射。糖尿病患者术前将空腹血糖维持在７．２５～８．３４ｍｍｏｌ／Ｌ，
２４ｈ尿糖＜５～１０ｇ及无酮症或酸中毒的情况下即可手术［７］。

血糖不宜控制太低，以避免低血糖反应的发生。

１３　术后护理
１３１　病情观察　严密监护患者术后体温、呼吸、血压、脉搏
等生命体征，做好详细记录。注意观察患者意识及神志变化，

防止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和低血糖反应的发生。全麻插管术后

易引起误吸，我们让患者采取平卧位，头偏向一侧，保持呼吸道

通畅，同时给予低流量吸氧以提高血氧饱和度。保持各引流管

引流通畅，注意观察并记录引流液的量、性质及颜色，发现异常

及时处理。

１３２　术后切口的护理　由于术后切口均放置引流管负压引
流和胸带加压包扎，患者均有压迫、闷热和活动不便的感觉，常

常要求提前打开敷料或拔除引流管。我们向患者讲解加压包

扎和引流管的作用，并指导患者正确携带引流管活动的方法。

另外密切观察切口敷料是否有渗出，切口有无渗血，引流管是

否维持负压状态，必要时挤压引流管，防止血块阻塞，如有异常

情况及时通知医生，并协助医生给予相应处理，避免皮下积液

和皮瓣坏死的发生。本组有２例患者出现皮下积液，予以定期
轻轻挤压积液部位，尽量排出积液，并加压包扎后痊愈。加强

体温监测，若术后超过３ｄ体温仍高于正常应引起注意。定期
更换切口敷料，注意无菌操作，合理应用抗生素，预防切口感染

的发生。本组有２例患者发生切口感染，感染物行细菌培养，
结果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经使用敏感抗生素及加强切口换

药后好转。

１３３　术后患侧上肢功能锻炼　术后当天指导患者患侧上肢
内收抬高，前臂自然放于胸前，肩下垫一软枕，使上臂与胸部呈

水平位，防止皮肤张力过大，影响切口愈合。术后１～２天可做
伸指、握拳、屈腕动作；第３～４天做屈肘动作，第５天练习患侧
手掌摸对侧肩及同侧耳廓；第７天可做肩部活动；第１４天练习
将患侧手掌置于颈后，开始取头低足高位，逐渐达抬高挺胸

位［８］。因患者合并糖尿病，活动时为防止低血糖发生，最好选

择在饭后进行，同时应根据病情及体力等情况，调整运动强度、

持续时间和频率［９］。

１３４　术后血糖监测和营养支持　由于手术创伤、麻醉、疼痛

等因素，引起机体的应激反应，易导致高血糖。术后应立即测

血糖，手术当天每２ｈ测血糖一次，以后待血糖稳定，测血糖改
为每天４次（即每日三餐前和睡前）。乳腺癌患者一般手术后６
ｈ可进食，但因疼痛刺激剂麻醉作用，进食效果差，因此术后２４
ｈ内要经静脉补充足量营养，以促进患者创面愈合。术后第１
天，鼓励患者进食，以半流质清淡饮食为主，逐渐过渡到高蛋

白、高纤维素等高营养饮食。进食期间，我们采用胰岛素加饮

食治疗控制血糖，根据血糖值调整胰岛素用量，并嘱患者皮下

注射胰岛素后及时进食，以避免低血糖反应的发生。本组有１
例因术后第１天未及时进食而出现心悸、出汗及全身乏力等低
血糖反应，嘱其口服１粒糖、牛奶２００ｍｌ，１０ｍｉｎ后症状缓解。

２　结果
　　术后发生切口感染２例，皮下积液２例，低血糖反应１例，
无死亡病例，平均住院１７ｄ，均痊愈出院。

３　讨论
　　２型糖尿病是临床上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疾病，病程长，易反
复发作，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当乳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的患者
进行手术治疗时，容易对血流动力学、内分泌系统产生一系列

不良影响，造成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做好围手术期护理，

对手术顺利进行及术后康复有重要作用。健康教育可以提高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确保治疗方案的顺利进行，心理护理则使

患者情绪稳定，减少血糖波动。严格地控制患者饮食，加强围

手术期的血糖动态监测，合理应用胰岛素可以有助于防止酮症

酸中毒和低血糖反应的发生［１０］。术前充分准备，控制空腹血

糖和餐后２ｈ血糖可以有效减少围手术期的风险和并发症的出
现［１１］。乳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的患者在手术创伤的修复过程
中机体呈负氮平衡，加上蛋白质代谢紊乱及自身消耗增加，容

易发生感染，各项护理操作均应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总之，合理控制乳腺癌合并２型糖尿病患者术前及术后血
糖，做好健康教育等围手术期护理，提高护理质量，能有效减低

术后并发症，达到术前预期效果，促进患者顺利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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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杨艳明．乳腺癌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护理［Ｊ］．当代
护士，２０１０（４）：５１５２．

［１０］　张真均，程娜，杨玉珍，等．护理干预在乳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围
手术期中的作用［Ｊ］．护理实践与研究，２０１０，７（２１）：３２３４．

［１１］　郑婉婷，高拯妮，陈林艳，等．乳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围手术期
血糖监控［Ｊ］．国际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０，６（６）：８３１８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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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围手术期护理
刘

【摘　要】　目的　探讨介入术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围手术期的护理要点，通过得当的护理可预防或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提高介入术治疗的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其生存时间。方法　回顾性总结介入科１６例经导管介入术治疗
颅内动脉瘤患者的围手术期护理方法，分析急性期的护理，术前准备、术中配合、术后护理的全过程，并总结经验，护理得

当及时，能够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结果　经过围手术期的全程护理，１６例颅内动脉瘤患者生命体征稳定，能够
积极配合护理措施的实施，保持良好的情绪，积极面对治疗。全部病例无并发症发生，预后较好，生活质量大大提高，降

低了死残率。结论　全方位的围手术期护理贯穿整个疾病过程，得当的护理措施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和改善患者生命
质量的关键。

【关键词】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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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内动脉瘤（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ＩＡ）系指脑动脉壁的异
常膨出部分，是引起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最常见原因［１］。

本病以先天性动脉瘤占多数，好发于４０～６６岁，８０％发生于脑
底动脉环前半部。临床上以自发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管痉

挛、动眼神经麻痹等症状为特点。目前治疗方法主要为手术夹

闭动脉瘤颈与血管内弹簧圈栓塞治疗。因具有微创、安全、高

效的特点，可达到近似夹闭的效果［２］，近年来血管内栓塞治疗

越来越普及，对手术难度大、全身情况差、不能耐受手术的 ＩＡ
患者尤为适宜［３］。本病发病急，病情变化快，围手术期护理尤

为重要。我科自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３月应用电解可解脱弹
簧圈（ＧＤＣ）栓塞治疗ＩＡ１７例（总计２１个动脉瘤）术后恢复的
较好，护理过程及方法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男性６例，女性１０例，年龄４１～６４
岁，平均５５岁。术前意识不清３例，意识清楚１３例；经头颅ＣＴ
检查，均表现为蛛网膜下腔出血。ＤＳＡ或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
造影均提示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导致的 ＩＡ破裂，动脉瘤为直
径＜５ｍｍ，２个，５～１０ｍｍ，１４个，１１～２５ｍｍ，４个。９例在起
病４ｄ内栓塞，７例为４ｄ后栓塞。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全麻后，经股动脉穿刺插管，行全脑血管
造影术，明确动脉瘤的形态、部位及大小，后经导引导管引入微

导管，在微导丝配合下将微导管头端超选择入动脉瘤腔内，将

ＧＤＣ经微导管送入ＩＡ腔进行栓塞治疗，复查血管造影证实 ＩＡ
致密栓塞［３］。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急性期护理
１３１１　一般护理　①环境：限制陪护、探视人员，减少各种
刺激，保证患者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防止因情绪激动或紧张、身

体活动等引起再次破裂出血。②体位：患者应绝对卧床，避免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介入科

头部的搬动，抬高床头，以利脑脊液回流，降低颅内压。③饮
食：应给予清淡易消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避免辛辣

刺激性食物［４］；昏迷患者３ｄ后给予鼻饲，保证营养均衡和水、
电解质平衡。如患者进食过少，适当给予肠外营养。

１３１２　病情观察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如发现患者双侧瞳
孔大小不等、感觉剧烈的头痛、逐渐加重的意识障碍、血压升

高、脉搏和呼吸变慢，则可能发生在出血及脑疝，尽快报告，并

配合医师处理。

１３１３　心理护理　患者因起病急骤，缺乏对本病的了解，加
上头痛不适，常有烦躁不安，恐惧心理。护士应介绍有关疾病

的发生、发展、转归及预防。解释手术方法的先进及有效优点，

消除患者紧张、恐惧心理，增强患者的信心和安全感，积极配合

治疗和检查，保持心情舒畅。

１３１４　呼吸道的护理　每天２次雾化吸入，稀释痰液。对严
重呼吸困难者，应行气管插管或行气管切开术，改善通气功能。

给予持续的低流量吸氧。昏迷患者应去枕平卧，头偏向一侧，

促进口腔分泌物的排出，防止呛咳、窒息及坠积性肺炎的发生。

１３２　术前护理　①术前完成相关化验及检查，如抽血化验
血常规、生化常规、凝血功能及血糖，心电图及胸片检查，了解

患者的一般情况，有无手术禁忌。②术前６ｈ禁食、禁饮，为全
麻做准备，并建立静脉通道。③保持病房安静，尽量减少探视
人员，以保证患者充足的睡眠。

１３３　术中护理
１３３１　术中配合　协助患者平卧于治疗台上，头部固定，暴
露穿刺部位。准备好各类药品，以备病情变化时抢救所需。麻

醉生效后予留置导尿管，防止术前因插尿管刺激致血压波动过

大而诱发出血［５］。

１３３２　术中监测　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瞳孔、心电、
血氧饱和度等。尤其是每次注入造影剂后，注意血压的变化。

观察有无造影剂过敏，如有异常应及时通知医师。采用控制性

低血压可防止术中 ＩＡ破裂出血，是保证手术安全进行的重要
措施［６］。 （下转第８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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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新加坡陈笃生医院护理见闻及借鉴
唐霖，付沫

【摘　要】　本文通过笔者对陈笃生医院的参观，从五个方面介绍了陈笃生医院的护理见闻。①护理管理的组织架构完
善。②人员配置充足、职责分明，床位与护士比为１∶１．６。护士分为助理护士、注册护士、高级资深护士三级，各司其
责。③医院感染管理严格，十分注意手卫生，工作人员口罩的配戴，需进行 Ｎ９５口罩适应性测试。④服务充分体现“以
病人为中心”，医院设计人性化、环境优美。为了方便患者就医，门诊开设免费巴士，采用预约就诊。责任护士的工作均

在病房内完成。住院患者的检查力争在床边进行。⑤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如：智能化的门禁系统、人工智能运输系统、
传输设备带、电子信息技术等。笔者认为，该院职责分明，层层负责的工作方法，各级各类人员“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

严格的院感控制和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值得我国护理人员借鉴。

【关键词】　陈笃生医院；护理见闻；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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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淡马锡基金会的资助下，笔者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９日 －２３
日在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参加了“护理教师培训计划”的培

训。在培训期间，参观了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诊疗所、仁慈社

区医院和陈笃生医院。现就陈笃生医院的护理见闻介绍如下。

１　护理管理组织架构完善
　　新加坡医院实行垂直管理，其组织架构为：医院设置行政
总监（ＣＥＯ）→护理总经理（护理部主任）→部门经理（科护士
长）→病区护士长［１］。护理管理系统在医院管理系统中，是一

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护理部是医院的重要管理部门，负责全院

的护理管理、护理教育和临床护理工作。每４个病区设科护士
长１名，每个病区设护士长２～３名，负责相应层面的护理管
理，护理教育和临床护理工作，新加坡医院的带教工作基本上

是由护士长（Ｓｉｓｔｅｒ）为主［２］。这种管理架构，管理者拥有充分

的职权。护理总经理由医院董事会聘用，护理总经理与科护士

长、科护士长与护士长、护士长与护士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

关系，上一级管理人员有权聘用或解雇下一级人员，而下级人

员的工资晋升等均有上一级人员向人事部门推荐［１］。

２　人员配置充足、职责分明
　　陈笃生医院是新加坡第二大综合医院，隶属于全国医疗保
健组织。设有床位１５１５张，护理人员２９８０名。床位与护士比
为１∶１．６。护士与患者比在普通病房为１∶６，重症监护病房
１∶２。每个病区配备一位药剂师，对该病区患者的用药进行

作者单位：４３４０２０湖北省荆州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
院骨１科

通讯作者：付沫，电子信箱：９９２８７３９０７＠ｑｑ．ｃｏｍ

检查和指导［３］。另配文员３名，其他辅助人员３名。每个病区
护士长会根据患者总数和护理级别灵活安排人力。

病房实行三班制。即早班（７：００－１５：００），中班（１５：００－
２２：００），夜班（２２：００－７：００），每班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由于
为全程无陪病房，所以护士与患者的比例为：早班１∶４．５，中班
１：５，夜班１∶６，保证了中夜班患者的安全和护理的同质性。

护士分为助理护士，注册护士，高级资深护士三级。助理

护士在注册护士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患者的基础护理及简

单的护理技术操作，例如：接待新病人，接送手术或检查病人，

晨晚间护理，协助用餐，记录出入量，监测生命体征等［４］。注册

护士担任责任护士，负责所有治疗和交班报告书写，并承担护

理过程中的一切责任，指导和监管助理护士的工作［５］。高级资

深护士可以担任责任护士并兼总管护士，总管护士负责病房护

理工作的正常运转并监管低年资护士的工作，重危病人则安排

在该组。高级资深护士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发展为护理管

理、护理教育和临床护理专家。

３　医院感染管理严格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期间，该院是新加坡政府指定的救治医院。
通过对ＳＡＲＳ的救治，更强化了医院感染管理。首先是手卫生
的理念深入到医院的每一个角落，表现在标识清楚、用具齐备。

每个电梯的门上，病区入口的地面，工作电脑的桌面，都有手卫

生的提醒标识。洗手设施齐全，手消毒液取用便利，每个治疗

车上、每间病房的门口、每个工作的区域、每个病床的床尾都整

齐的摆放着手消毒液。每个病床的床尾还放着血压计，听诊器

等，每个患者单独使用，以减少患者间交叉感染的机会。每个

病区都设有两间隔离病房［６］，如有传染病人入住，病房门口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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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黄色警示标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标明该患者的隔离措施，

一目了然，提醒医务人员、辅助人员及探视者做好隔离防护。

感染管理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每个新员工进院时，必须有专门

的人员对其进行 Ｎ９５口罩适应性测试，以选择适合脸型的型
号，保证使用时能达到防护效果。在病区的污物间内，生活垃

圾、感染性垃圾、锐器、床单等，各种医疗废物有序分类放置在

不同颜色的带盖箱内。患者的便器则用专门的清洗仪器来消

毒处理。

４　服务充分体现“以病人为中心”
　　“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体现在各级各类人员的服务
之中。首先是医院的设计充分考虑患者的舒适与健康。环境

优美、干净、安静，让人感到十分的温馨。医院配套设施齐全，

二楼有花店、书店、水果店、药店、面包房、咖啡吧、超市等。

为了方便患者就医，医院还专门开设了免费巴士，穿梭于

地铁站口和医院之间。医院设有急诊车专用通道，救护车可以

开到抢救室门口，推车直接进入抢救室，其他急诊患者乘车也

可以直达急救室。

门诊平诊患者均采用预约方式就诊，虽然等候时间不长，

但设有宽敞的候诊大厅、舒适的座椅，还有许多健康读物和杂

志供患者翻阅。每个诊室门口都有电子显示屏，每个患者都可

以清楚地看到自己什么时间能看医生。在新加坡门诊平均等

候时间是衡量医院服务质量的一个标准，该院每天有４０００以
上的门诊患者，平均等候时间小于１６ｍｉｎ。在病房，每位患者
都有独立的护理报告本，医生把医嘱直接写在患者护理报告本

的首页上，责任护士执行后在相应栏目内注明后签名。护士接

班后不能在护士站逗留，需深入病房观察病情，了解患者的需

求并及时完成各项治疗和护理，护士的工作电脑就在每个病房

门口，既保证护士工作的便利，又保持了患者在护士的视野范

围内，能很好地为患者服务。

大多数住院患者的检查，均在床边进行，如 Ｂ超、Ｘ线检
查、采血等。患者的药品由药剂师直接送到病房；患者的饮食

也很丰富，由人工智能运输系统送到病房，每个餐车都能在病

房加热，保持饮食的温度。

５　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
　　陈笃生医院，不仅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其他先进的技术也
被医院广泛的应用。如：智能化的门禁系统，在探视的时间内，

每次每个患者每小时只允许４位探视者刷卡进入。既保证了
亲情的需要，也保证了病房良好的秩序。为了不影响其他患

者，每个病区门口都设有接待休息室，患者可以在这里会见亲

属及朋友，也可以在这里聊天、看电视、看书报等。工作人员也

必须刷卡进入病区，保证了病区内的安全和安静。

人工智能运输系统和传输设备带的应用，减少了人力资源

的浪费，保证了工作的高效率。如病区所用的被服、消耗材料

及患者的餐饮，均有人工智能运输系统自动送入病区。少量的

药品和标本则由传输设备带输送。

各种信息技术更是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如电脑、掌上电

脑等，体温的测量由“感应体温贴”替代了传统的体温计，将“感

应体温贴”贴在患者的腹股沟区域，体温直接显示在患者一览

表内。如体温异常，则自动报警，并兼有定位功能。若患者摔

倒或不在病房内，可以显示患者的位置。电脑已成为他们工作

中应用最普通的工具，不但储存着患者各种信息，而且辅助完

成各项管理工作。病区储存药品的工具是“电子智能药柜”，［７］

药剂师可以在药房通过查询电脑了解使用情况，及时补充已用

的药品。患者的饭菜由护士和营养师在电子订餐系统里为其

预定［８］。不仅简化了流程，方便了工作，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效

率，在一定程度上也杜绝了差错。

６　借鉴
　　我国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在卫生部的倡导下，在全国卫生系统
内开展了“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的工作。推进“优质护理服

务示范工程”，是落实医疗卫生行业“三好一满意”的重要措

施［９］。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１１号表示：截止
２０１１年底，全国共有注册护士２５４．４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数为１．６６［１０］。我国卫生部规定的临床护士与床位比是０．４∶
１，有的地区和医院甚至还达不到这项标准。由于护理人员的
严重缺失，护士三班人员的配备重点放在白班上，大多数医院

普通病区的中夜班护理人员仍然是一个护士负责全病区的患

者，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我国现有的临床护士与新加坡的注

册护士在担任责任护士工作中的职责相当，但我国的护士还完

成了新加坡助理护士的部分工作，也承担了病区的文员及其他

工作人员的工作。加之我国医院的后勤保障系统与新加坡医

院的智能运输系统、门禁系统、传输设备带等相差甚远，所以我

国的护士除承担临床护理工作外，并肩负了很多非临床护理工

作任务。我国是否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在每个病区增设文员

和其他工作人员，增设助理护士来缓解目前护理人员严重不

足，而护士承担非临床护理工作过多的矛盾。

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深入到医院的每一个角落，从

医院开设免费巴士，方便患者接送；患者的预约门诊，减少门诊

病人的等候时间；护士对患者周到服务；住院患者的各种检查

都尽量在床边进行；以及病房的各种设施无不体现了以病人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这种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值得我们借鉴。

该院严格的院感控制，从洗手的理念宣传，到洗手液的方

便取用。从口罩的配戴以及各种感染卡的提示，无不彰显着控

制院内感染的严谨与科学，也值得我国护理人员的借鉴。

我国虽然有些先进的技术广泛的应用于临床，但其便利和

高效则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未来信息化的内涵将不断

拓展和延伸，关注重点将从信息化系统建设转向信息资源利

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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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优质护理对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夏玲华

【摘　要】　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服务对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根据有无开展优质护理
服务将选取的１６０例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分为两组，常规护理组仅进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手术室常规
护理，而护理干预组则给予优质护理服务措施，比较两组患者基础护理质量优良率和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　
护理干预组患者基础护理质量优良率和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９８．７５％和９７．５０％，而常规护理组患者基础护
理质量优良率和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９１．２５％和８８．７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优质护理
服务干预措施明显提高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手术患者基础护理优良率和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优质护理服务；子宫肌瘤；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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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疗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新的医疗形势下，传统的以“疾病”或“手术”为中心的护理

模式的缺陷日渐明显，不再适应新时代患者对护理服务提出的

要求。为此，我院领导响应卫生部号召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活

动，提出了“温馨护理，亲情服务”的口号。本研究笔者选择子

宫肌瘤这一常见疾病作为试点病种，分别采用不同的护理干预

措施对随机选择优质护理服务前（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５月）
在我科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８０例患者和优质护理服务
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科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
除术８０例患者为进行干预，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在我院妇科
住院治疗的１６０例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患者均经相关辅助检查证实为子宫肌瘤；②患者
均符合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手术指针；③患者均为单发子宫
肌瘤；④患者初中以上文化，能够与医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⑤
患者年龄均＞１８岁且＜６５岁；⑥患者既往无腹部手术史；⑦患
者均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患者
合并严重的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无法耐受手术；②患者
有难以纠正的高血压或糖尿病；③患者有椎管内麻醉禁忌症；
④患者不满足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手术指针；⑤患者为多发
子宫肌瘤；⑥患者既往有腹部手术史；⑦患者存在言语交流障
碍或者智力障碍，无法与医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⑧患者为精
神疾病患者，无完全行为能力。根据有无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分

为常规护理组和护理干预组，常规护理组和护理干预组患者在

年龄、肌瘤部位和肿瘤直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护理方法　常规护理组患者给予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
手术常规护理。对参与优质护理服务活动的护理人员进行优

质护理服务方面知识的培训，了解护理优质护理服务护理理念

作者单位：４４８０００湖北省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

和具体实施细则。护理干预组患者则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

上再给予下述方面的护理：①术前访视健康宣教。子宫作为女
性内生殖器官之一，绝大部分患者对手术很有顾虑，担心术后

女性特征丧失，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抑郁和紧张等负性情绪情

绪，再加上大多数患者对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这一方法不

甚了解，为此，护理人员在术前访视时，对患者全面的讲解子宫

肌瘤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和腹腔镜下子

宫肌瘤剔除术这一新兴技术，避免患者的盲目恐惧和不安，让

患者以最佳状态接受手术治疗，同时，提醒患者做好各项术前

准备工作，包括帮助患者剪指甲和剪趾甲等皮肤清洁工作；②
手术中护理。患者进入手术室后，简要对患者进行环境的简要

介绍，让患者对手术室环境有一定了解，患者进入手术室前，调

节手术室室温，手术室温度尽量控制在２２～２５℃，湿度则为
５５％～６０％，避免患者受凉。同时，为患者遮蔽手术需要外的
身体部分。在手术过程中，护理动作轻柔，轻、快、准、稳的传递

手术器械，争取与术者协调一致；③术后疼痛护理。术后对患
者进行随访，让患者对术后疼痛有正确的认识，让其了解患者

疼痛与患者的既往生活经历、既往疼痛体验、疼痛敏感程度、环

境等众多影响有关。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自我报告、生理、行

为方面来综合评估疼痛程度。同时，教会新兴的止痛方法———

转移疼痛（患者通过看电视、读小说等视觉分散法和听音乐、听

故事等听力分散法转移疼痛）。

１３　护理质量评价方法　①基础护理质量优良率［１］：基础护

理质量评价分为优良、合格和差三个等级，总分１００分，≥８０分
为优良，计算优良率；②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２］：在患者出

院时填写护理部下发的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评估。护

理工作满意度调查表内容主要包括：护理人员基础护理服务、

护理人员疾病知识讲解、护理人员健康教育、护理人员服务态

度、护理人员操作技能水平、注意事项讲解、与患者沟通情况、

护理人员病房巡视频率、患者隐私保护和病房环境等１０项，每
项１０分，该调查表总分１００分，≥８０分为患者对护理服务满
意，否则认为患者对护理服务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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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首先对各变
量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描述性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先
对数据进行行正态性分布和方差齐性检验，如果资料呈正态分

布且方差齐，常规护理组和护理干预组患者年龄和肿瘤直径等

组间比较比较采用ｔ检验，如果资料不符合正态性分布，则用秩
和检验，而肿瘤部位、基础护理质量优良率和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等计数资料的比较以绝对值或者构成比表示，采用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础护理质量优良率比较　护理干预组患者基
础护理质量优良率（９８．７５％）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
（９１．２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常规护理组和护理干预组患者基础护理质量优良率比较

组别 ｎ 基础护理优良人数 基础护理优良率（％）

常规护理组 ８０ ７３ ９１．２５
护理干预组 ８０ ７９ ９８．７５
χ２值 ４．７３７ ４．７３７
Ｐ值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２２　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比较　护理干预组患者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９７．５０％）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患者
（８８．７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２　常规护理组和护理干预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比较

组别 ｎ 对护理服务满意人数 对护理服务满意率（％）

常规护理组 ８０ ７１ ８８．７５
护理干预组 ８０ ７８ ９７．５０
χ２值 ４．７８３ ４．７８３
Ｐ值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３　讨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最常见的生殖器良性肿瘤之一，该病具有
发病率高和预后差等特点，以月经过多、盆腔包块、继发性贫

血、压迫症状、不孕和流产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严重威胁着广大

妇女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很多患者甚至因此而丧失生

命［３－４］。目前，该病仍以手术治疗为主，尤其的肌瘤较大且有

临床症状的肌瘤，迄今为止，关于该病的手术治疗方案众多，临

床疗效尚有一定的差异［５－６］。既往采用开腹子宫肌瘤摘除术

对患者进行治疗，因为创伤大、恢复慢且切口大等而在临床中

受到一定的限制［７－８］。而腹腔镜是２０世纪医学史上重要的里
程碑，腹腔镜因其切口微小美观、组织损伤小、手术出血少、手

术恢复快、术野暴露完全且可放大、操作精细等优势而在临床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９－１０］。患者手术疗效不仅与术者精

湛的技艺有关，还与整个手术过程的护理工作的质量密切相

关。因此，本研究即尝试性的探索了优质护理模式在腹腔镜下

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中应用，并比较两组患者基础护理优良率

和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变化。

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对随机选择优质

护理服务前和优质护理服务后在我院妇科住院治疗的腹腔镜

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为进行干预，结果发现：护理干预组患

者基础护理质量优良率和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

９８．７５％和９７．５０％，而常规护理组患者基础护理质量优良率和
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９１．２５％和８８．７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１］。究其原因可

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优质护理服务的实施能够让患者对子宫
肌瘤这一疾病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手术均有更为全面的

了解，患者提前感受手术经过，避免过分的恐惧和不安，同时，

也能够对术后出现的疼痛有更为正确和客观的认识，懂得如何

处理术后疼痛和其他躯体不适，让患者能够与最佳心理和生理

状态接受手术治疗，同时，优质护理服务的培训让护理人员对

护理工作精髓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规范护理人员的护理操作

和其他护理行为，确保各项护理措施能够落实到位，提高患者

基础护理合格率，也能够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形成

良性循环，最终达到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和患者腹腔镜下子宫

肌瘤剔除手术过程中的舒适度；②优质护理服务的实施让护理
人员参与术前患者的手术准备工作，确保做好各项术前准备工

作，让患者提前感受到手术室医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产生心理

上的亲切感，提高患者对护理操作的依从性，改善患者在手术

室的舒适度。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服务干预措施明显提高腹腔镜下子宫

肌瘤剔除手术患者基础护理优良率和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

度，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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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人工授精的影响
温雪珍，吴成勇，李利平，杨满

【摘　要】　目的　对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患者进行饮食、运动、心理等护理干预，研究对人工授精的影响。方法　
观察护理干预前后糖脂及内分泌代谢指标的变化，以及护理干预对人工授精妊娠率及流产率的影响。结果　护理干预
后空腹胰岛素水平、ＨＯＭＡＩＲ指数均下降，ＬＨ、Ｔ及ＬＨ／ＦＳＨ值明显降低，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对照组妊娠率为８．８％，流产率为２８．６％，护理干预组妊娠率为２１．３％，流产率为５．９％，两组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流产率比较，护理干预组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护理干预可使ＰＣＯＳ患
者糖代谢、内分泌代谢异常得到明显改善，人工授精妊娠率明显提高，流产率降低。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人工授精；糖脂代谢；内分泌；妊娠率；流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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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引起
女性胰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及不孕的内分泌性疾
病，发病率在育龄妇女中占５％ ～１０％左右［１］。我们对药物促

排卵指导同房妊娠失败的 ＰＣＯＳ患者，加强护理干预，包括饮
食、运动、心理等护理指导，获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６月来我院生殖
中心治疗的ＰＣＯＳ患者１６０例，曾自然周期或促排卵周期指导
同房３周期以上均妊娠失败，年龄范围 ２１～３４岁，平均为
（２８．４±７．３）岁。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护理干预组各８０例，两组
患者性激素水平、糖脂代谢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ＰＣＯＳ的诊断标准：按照美国生殖医学学会（ＡＳＲＭ）
和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ＥＳＨＲＥ）制定的鹿特丹标准［２］。

１２　研究方法　护理干预组研究时间１年，前４月给予患者综
合护理干预，第５月开始进行促排卵治疗，观察８个月。对照
组前４月不采取任何措施，从第５月开始进行促排卵治疗，根
据情况行人工授精。

１２１　促排卵药物方法　患者月经或黄体酮药物撤退性出血
的第４～５天进行药物促排卵治疗，每日给予克罗米芬１００ｍｇ
（ＣｌｏｍｉｆｅｎｅＣｉｔｒａｔｅ，ＣＣ），共５ｄ，月经的第１０天开始阴道Ｂ超监
测排卵，每日注射用尿促性素（Ｈｕｍａｎ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
ＨＭＧ）７５Ｕ，根据卵泡生长情况，待卵泡生长到１８～２０ｍｍ时，
给予绒毛膜粗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ＨＣＧ）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Ｕ，肌注１次。３６ｈ后进行夫精人工授精。
１２２　护理干预方法　饮食护理：为护理干预组制定高蛋白

作者单位：５１４０３１广东省梅州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通讯作者：吴成勇，电子信箱：ｗｕ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４０％的碳水化合物、３０％的蛋白质、３０％的
脂肪。多食用粗粮，多食用高蛋白物质，富含多种必需氨基酸

及营养物质，每日食入新鲜蔬菜瓜果３００～４００ｇ，不抽烟，不喝
酒。

运动护理：作息要规律，早睡早起。科学地制定运动锻炼

计划：最好每日均进行锻炼，每次持续时间３０ｍｉｎ以上。若无
法坚持每日，可规定每周５次，或隔日１次。

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加强与患者交流，增进感情，取得患者

的充分信任，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想法、

观点、感受。认真宣教，讲授 ＰＣＯＳ的发病原因、诊治原则及注
意事项。鼓励患者多参加娱乐活动，调节心情。

１２３　检查指标　相关指标测定：身高、体重；氧化酶法测定
空腹血糖（ＦＰＧ）；化学发光法测定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卵泡刺
激素、黄体生成素、睾酮；日立７０６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
脂如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总胆固醇
（ＴＣ）、三酰甘油（ＴＧ）。根据［体重（ｋｇ）／身高（ｍ）２］计算体重
指数（ＢＭＩ），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ＦＩＮＳ（ｍＩＵ／Ｌ）／２２．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ｘ±
ｓ）表示，进行ｔ检验；计数资料进行 χ２检验，ＨＯＭＡ指数取对
数，进行正态化后再进行比较。

２　结果
２１　护理干预前、后空腹血糖、胰岛素、ＨＯＭＡＩＲ指数及体重
指数的比较　护理干预后空腹胰岛素水平、ＨＯＭＡＩＲ指数下
降，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护理干预前、后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护理干预后ＬＨ、Ｔ及
ＬＨ／ＦＳＨ值明显降低，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下转第８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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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用于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的效果观察
曾雪，杨宝义

【摘　要】　目的　观察复方氯已定含漱液用于经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的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月在重
症医学科住院的８０例经口气管插管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４０例进行口腔护理，试验组采用氯己定含
漱液进行口腔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液进行口腔护理，观察两组在７ｄ内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和污垢残留等的发生
率。结果　试验组口腔异味、口腔溃疡、污垢残留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氯己定含漱液口腔
护理明显优于常规口腔护理液，对于防止和控制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腔并发症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经口气管插管；口腔护理；口腔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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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口气管插管时，由于插管和牙垫的存在，口腔护理较难
进行，口腔感染发生的机会大大增加，且口咽部分泌物有潜在

误吸的危险［１］，易诱发肺部感染。２０１１年１月 ～１０月，我科对
部分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应用氯己定含漱液进行口腔护理，取得

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 ～１０月本院 ＩＣＵ经治的经
口气管插管患者 ８０例，男性 ５２例，女性 ２８例，平均年龄
（４４．５±５．６）岁。要求所有患者经口气管插管时间 ＞３ｄ。排
除标准：①经口气管插管前已发生肺部感染、口腔溃疡者；②近
２周应用糖皮质激素激素者。将８０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４０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种、病情、病程及经
口气管插管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由２名护士共同进行操作，先去除胶
布，松开牙垫固定绳，测量插管深度。一名护士固定患者头部

和气管插管，另一名护士按常规方法进行操作：一手持压舌板，

一手持弯血管钳夹紧经常规口腔护理液浸湿的棉球，按以下程

序进行擦拭：右侧下牙咬面→内面→舌下面→舌上面→上牙咬
面→内面→上颚→舌根→咽颊部等部位，吸尽口腔内残余的液
体，更换牙垫，固定牙垫和气管导管，每日４～６次［２－３］；试验组

用氯己定漱口液浸湿棉球，同法进行擦拭。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７ｄ内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及口
腔内污垢残留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果
　　试验组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及口腔内污垢残留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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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曾雪）；２３３０３０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护理学系（杨
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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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效果比较（例）

组别 ｎ 口腔异味例数 口腔溃疡例数 污垢残留例数

试验组 ４０ １３ １５ １１
对照组 ４０ ３１ ２９ ２４
χ２值 １６．３６ ９．９０ ６．１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３　讨论
　　通过经口气管插管建立人工气道是抢救呼吸衰竭重症患
者的常用手段，但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分泌物易堆积于口腔内，

产生硫氨基和氡类物质等，引起口臭、口腔溃疡糜烂等并发症，

导致口腔异味、口腔感染等症状。口腔护理是基础护理技术操

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持口腔清洁、湿润、预防疾病的手段

之一［４］。

常规的口腔护理方法采用传统的口腔护理液棉球进行擦

拭，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牙齿的清洁度，改善口感［５］，但由于氯

化钠等在口腔黏膜上沉积，导致部分上皮细胞脱水、皱缩，容易

引起黏膜出血、口唇干燥等症状。本研究观察组采用复方氯己

定含漱液，其主要成分为葡萄糖酸氯己定、甲硝唑、薄荷水及乙

醇等［６］。甲硝唑具有抗厌氧菌的作用，葡萄糖酸氯己定为广谱

杀菌剂，对细菌、病毒、真菌等均具有良好的杀灭能力。采用含

有薄荷水成分的葡萄糖酸氯己定进行含漱，味道清香，能作用

于皮肤与黏膜，产生清凉感及使表面血管收缩，以减轻不适与

疼痛，还有促进血管循环、消炎、止痒的作用，患者易接受［７－９］。

此外还具有收敛创面、减少渗出、促进新生肉芽生长等优

点［１０］，与生理盐水相比，大大降低了气管插管患者口腔并发症

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口腔异味、溃疡和污垢残留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护士按照正确的护理操作程序
彻底清洁口腔内各死角部位，且用棉球蘸氯己定含漱液擦拭口

腔黏膜及牙体，可明显降低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臭、口腔溃疡

的发生率，达到有效的清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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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两种化疗泵用于５氟尿嘧啶泵入的效果比较
杨贵丽，郑海燕，宋迪

【摘　要】　目的　比较肿瘤患者使用全自动注药泵（以下简称电子泵）与便携式弹力泵（以下简称弹力泵）用于５氟尿
嘧啶（５Ｆｕ）泵入的效果。方法　选择行ＦＯＬＦＯＸ方案的肿瘤患者８２例，分为观察组４４例和对照组３８例，观察组使用
电子泵，对照组使用弹力泵，在泵注的准确性、堵管率上进行比较。结果　准确性：观察组９３．２％，对照组７３．７％，χ２＝
５．８１，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堵管率：观察组４．５％，对照组２１．１％，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　全自动注药泵与便携式弹力泵比较，准确性高，堵管率低，提高安全性，在临床中值得推广。
【关键词】　化疗泵；５氟尿嘧啶；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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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７％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５．８１，Ｐ＜０．０５．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ｕｂｅｓｗａｓ４．５％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１．１％ 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ｊｅｃ
ｔｉｏｎｐｕｍｐｃａｎｇｅｔａｈｉｇｈ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ｕｂ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ｕｍｐ；５Ｆｌｕｏｒｏｕｒａｃｉ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ｐｕｍｐ

　　化疗药物对敏感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主要取决于药物浓
度和有效的接触时间［１］，药物在肿瘤病灶局部尽可能地高浓

度、长时间的存在，是提高局部治疗效果的关键［２］。５Ｆｕ的半
衰期仅１０～２０ｍｉｎ，作用于细胞周期的 Ｓ期，持续的５Ｆｕ泵入
可以更好地提高疗效，临床常用的是电子泵与弹力泵用于５Ｆｕ
的泵入，工作中发现，弹力泵是利用化疗泵内储药囊的弹性收

缩作用控制药物的输出速度，在精准度上存在误差，故我科自

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０１１年７月，选择行 ＦＯＬＦＯＸ方案的肿瘤患者
８２例，观察组４４例使用电子泵，对照组３８例使用弹力泵，两泵
在泵注的准确性、堵管率上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０１１年７月期间在我科
行ＦＯＬＦＯＸ方案的肿瘤患者８２例。其中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０１０
年８月使用弹力泵的３８例患者为对照组，２０１０年９月 －２０１１
年７月使用电子泵的４４例患者为观察组。其中男性４９例，女
性３３例，年龄１８～７８岁，平均（５５．８２±４．２６）岁，ＫＰＳ≥６０分，
其中ＰＩＣＣ患者１８例，其余６４例均采取上肢静脉行留置针应
用。全部患者均经肿瘤相关临床诊断标准及病理确立诊断，其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市，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通讯作者：杨贵丽，电子信箱：５３２４７１８４４＠ｑｑ．ｃｏｍ

中直肠癌患者３６例，结肠癌患者２８例，胃癌１８例。两组患者
在性别和年龄以及 ＫＰＳ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使用材料　爱朋牌ＺＺＢ全自动注药泵（ＺＺＢ１５０型），百
特Ｉｎｆｕｓｏｒ便携式弹力泵（２Ｃ１００８Ｋ型，最大容量２７５ｍｌ，２ｍｌ／
ｈ），ＢＤＰＩＣＣ导管，锦泽－２４Ｇ留置针，康惠尔透明贴。
１２２　计算方法
１２２１　ＦＯＬＦＯＸ方案　ＦＯＬＦＯＸ４方案给药时间安排：奥沙
利铂（ＬＯＨＰ）８５ｍｇ／ｍ２静滴，ｄ１，亚叶酸钙（ＣＦ）２００ｍｇ／ｍ

２静

滴，ｄ１，５Ｆｕ４００ｍｇ／ｍ
２静注，ｄ１－２，５Ｆｕ６００ｍｇ／ｍ

２静滴（连续

２２ｈ）ｄ１－２；ＦＯＬＦＯＸ６方案给药时间安排 ＬＯＨＰ１００ｍｇ／ｍ
２静

滴（２ｈ）ｄ１，ＣＦ４００ｍｇ／ｍ
２静滴（２ｈ）ｄ１，５Ｆｕ４００ｍｇ／ｍ

２静注，

ｄ１，５Ｆｕ２４００～３０００ｍｇ／ｍ
２静滴（连续４６ｈ）ｄ１。

１２２２　电子泵　参数设置：总量 ＝泵入量（ｍｌ）＋首次量
（ｍｌ）＋残余量（ｍｌ），残余量一般为３ｍｌ。首次量＝静脉推注量
（ｍｌ），持续量＝泵入量（ｍｌ）／泵入时间（ｈ），极限量 ＝持续量
（ｍｌ）＋２ｍｌ。
１２２３　弹力泵　总量 ＝预计输注时间（ｈ）×设定流速（ｍｌ／
ｈ）＋残余量（ｍｌ），残余量一般为３ｍｌ。稀释液一般为生理盐水

［２］　蒋红燕．气管插管术后口腔护理方法的改进［Ｊ］．湖南中医药大学
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０）：７４７５．

［３］　李娟娟，王兰芳．自制组合吸痰管在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
中的应用［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２，１９（１７）：２６９７．

［４］　邓洁，郑修霞，宫玉花，等．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护理现状［Ｊ］．
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０５，４０（８）：６２３６２４．

［５］　相芬芳，马运玲，潘青转，等．复方氯已定含漱液口腔护理的临床
观察［Ｊ］．实用医技杂志，２００６，１３（２３）：４２８５４２８６．

［６］　郑海燕，李贤连，吴小云．复方氯己定含漱液用于经口气管插管患
者口腔护理的效果观察［Ｊ］．中国乡村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９）：７８．

［７］　李青，何朝珠，严金秀，等．不同口腔护理液对 ＩＣＵ接受机械通气
患者口腔护理效果的研究［Ｊ］．中国实用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２６（１２）：
５０５１．

［８］　李世文，康满珍．老药新用途［Ｍ］．２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２００６：４８４．

［９］　徐元贞．新全实用药物手册［Ｍ］．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５：１３３２１３３３．

［１０］　沈美意．口康漱口液的研制及质量控制［Ｊ］．海峡药学，２００６，１８
（１）：３８３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２１）

·０２８·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或５％葡萄糖，以５％葡萄糖为标准，当用生理盐水时流速可增
加１０％［３］。

１２３　用泵方法　观察组使用电子泵，对照组使用弹力泵。
遵医嘱计算药量，准确注入药量。使用电子泵时正确设置其对

应的参数。用药顺序：ＬＯＨＰ、ＣＦ、５Ｆｕ。使用留置针的６４例患
者在静脉穿刺上方沿静脉走向贴上康惠尔透明贴，因其能促进

正常结缔组织再生，有利于受损组织的修复［４］，减少静脉炎的

发生率，比采用硫酸镁湿敷效果好，且取材简单，方便使用，患

者易于接受［５］。

１３　护理方法
１３１　用泵前护理　详细介绍使用化疗泵的目的、意义、原
理、基本操作过程、化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预防

措施等，帮助患者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并掌握部分化疗泵化

疗的自我护理技巧［６］，使患者能更好地配合治疗。

１３２　用泵期间护理
１３２１　患者方面　弹力泵的流速受流速控制器的相对位置
影响，当贮药囊与远端接头在同一水平线时流速最精确，提醒

患者将泵与穿刺部位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保证药液流速准

确［７］。卧位时，弹力泵可放在胸口口袋，外出时，将泵挂在腰

间。使用电子泵的患者外出时应将泵装入专用背包内，外出可

挂在肩上，出现报警，及时返回病房通知护士。

１３２２　护士方面　加强巡视，确保化疗泵在治疗中的效能；
护理干预：弹力泵从外观上无法正确判断剩余药量，临床中采

取护理干预，每３ｈ进行一次外测量［８］，测量泵柱长度，估算剩

余药量，判断流速。

１４　评价方法　准确性评价：化疗泵在规定的时间泵完视为
正常；堵管评价：出现堵管经处理后通畅视为疏通成功，不通畅

视为堵管。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进行χ２

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准确性比较　观察组：提前、推迟时间－０．５～１ｈ，误差－
１％～２％；对照组：提前、推迟时间－４～５ｈ，误差－９％～１０％。
观察组准确率９３．２％高于对照组７３．７％，χ２＝５．８１，Ｐ＜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泵注的准确性比较（ｎ）

组别 ｎ 正常 提前 推迟 准确率（％）

观察组 ４４ ４１ ２ １ ９３．２

对照组 ３８ ２８ ３ ７ ７３．７
合计 ８２ ６９ ５ ８ ８４．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５．８１，Ｐ＜０．０５。
２２　堵管率比较　观察组堵管率４．５％低于对照组２１．１％，
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两组泵注期间的堵管率比较（ｎ，％）

组别 ｎ 正常 疏通成功
堵管

回血 打折
堵管率（％）

观察组 ４４ ３６（８１．８） ６（１３．６） １（２．３） １（２．３） ４．５

对照组 ３８ ２９（７６．３） １（２．６） ３（７．９） ５（１３．２） ２１．１

　　注：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５．１９，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５Ｆｕ属于细胞周期特异性化疗药物，周期特异性药物作用
强度与作用时间有关，一般认为维持长时间有效血药浓度可以

作用于更多Ｓ期肿瘤细胞，疗效提高，毒副作用减轻，持续低剂
量５Ｆｕ静脉滴注疗效好，耐受性好［９］，持续较长时间杀伤不断

增殖的肿瘤细胞。５Ｆｕ加入化疗泵持续泵入化疗，在给药浓度
相等的情况下延长了给药时间，化疗药物持续均匀地进入体

内，从而降低了药物在体内的堆积作用，减轻不良反应，提高疗

效。

弹力泵是一种轻便的抛弃式输液装置，它的外面是一个硬

塑外筒，内有一个弹性贮药囊，泵体借微粒过滤器与外导管相

连，顶端外填充口主要是采用弹性贮药囊输注药液，利用弹力

收缩的原理将药液泵入体内。本研究表明，弹力泵准确性达

７３．７％，高于相关文献崔云枝６８％的报道［１０］，主要因为肢体受

压、静脉留置针折叠、堵塞、温度变化、弹力泵相对位置都会影

响药液输入速度［１１］，用泵前已告知患者使用弹力泵期间要将

弹性储液囊与远端的流速限制器处于同一高度，同时将弹力泵

的流速限制器紧贴皮肤，减少温差减慢流速。每３ｈ进行一次
外测量，通过估算残余量与泵入液体，判断流速是否准确，经采

取护理干预，仍存在－９％～１０％的误差；堵管是因为弹力泵无
报警装置，导管出现回血、打折等问题时因护士巡视不足，或巡

视时只测量泵柱长度，忽视观察留置针与化疗泵的整个装置而

不能及时发现导致堵管。

电子泵是微电脑控制，具有运行、实时监控、报警等程序。

本研究表明，准确率达９３．２％。因电子泵持续量参数精确到
０．１，通过医嘱计算得出的泵速四舍五入，故导致提前和推迟，
本研究表明，误差 －１％ ～２％，与相关文献报道［１２］基本一致。

电子泵具有自动记录查询功能，可显示出已输入液体和残余

量，出现异常，查找原因及时解决，以确保泵注的准确性；堵管

率４．５％低于弹力泵２１．１％。主要因为电子泵有报警的功能，
出现上述问题会报警，以便护士及时处理，解决问题，出现脱落

时其报警功能使泵注暂停，避免药液浪费。本研究表明，两组

在准确性、堵管率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说
明观察组在５Ｆｕ泵入中更准确、安全。

综上所述，全自动注药泵保证了５Ｆｕ药物泵入的准确性，
减少堵管率，提高安全性，在临床中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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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造影剂肾病的预防和护理
张乐，关玉龙，周磊，张群超

【摘　要】　目的　对介入治疗后的冠心病患者进行术后护理，以减少患者术后并发症，提高冠心病介入治疗的临床疗
效。方法　选取１２０例接受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进行水化治疗，对手术后患者进行术后观察和护理，并对护理效果进
行评价。结果　１２０例患者中１１８例水化成功（９８．３３％），仅２例发生造影剂肾病。结论　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患者在
造影前后加强水化，可减轻冠状动脉介入术后患者造影剂相关肾损伤。

【关键词】　冠脉介入；造影剂肾病；护理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２　Ｒ６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８２２０２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近年来在临床上应用广泛，造影剂肾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ｍｅｄ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ＣＩＮ）已成为当前医源性急
性肾衰竭的第三大常见病因［１］。常用的造影剂均为高渗性，在

体内以原形由肾小球滤过而不被肾小管吸收，脱水时该药在肾

内浓度增高，可致肾损害而发生急性肾衰。ＣＩＮ是指排除其他
肾脏损害因素并于使用造影剂后２～３ｄ内发生的急性肾功能
损害，常以血肌酐（ＳＣｒ）比造影前升高大于２５％ ～５０％作为诊
断标准，多表现为非少尿型急性肾衰，病死率比较高。而 ＣＩＮ
又是可预防的急性肾功能损害，水化治疗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

有效降低造影剂肾病发生率的方法。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对我科１２０例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的患者加强水化疗法预
防ＣＩＮ的发生，经严密监测及护理，疗效确切，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２０例，男性８０例，女性４０例；年龄３５～
８３岁，平均５５．４岁。所有患者选择性行冠状动脉造影，造影剂
为碘普罗胺３００，肾功能不全者选择碘克沙醇。同时，根据冠脉
病变情况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治疗。单纯冠脉造影患者造影

剂用量少于１００ｍｌ，行冠脉支架植入患者造影剂用量少于３００
ｍｌ。
１２　诊断标准　造影剂肾病：造影剂肾病的定义为血清肌酐
水平在应用碘造影剂后２４ｈ内升高，并在随后的５ｄ内达峰
值，其中血清肌酐绝对值升高 ０．５～１．０ｍｇ／ｄｌ（４４．２～８８．４
μｍｏｌ／Ｌ），或者比基础值升高 ２５％ ～５０％［２］。并排除心力衰

竭、严重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其他影响因素。

１３　水化方法　在介入前１～２ｈ开始静滴生理盐水或等渗碳
酸氢钠溶液进行预防性水化，而高危人群在术前４ｈ就应该静
滴等渗溶液以增加肾灌注，预防脱水。补液总量根据造影剂使

用量来确定，并应结合患者的心功能以免造成循环超负荷。２４
ｈ总量以２５００～３５００ｍｌ为宜。对于心功能不全的患者还要根
据心功能调整用药量，必要时应限制滴速。

１４　临床护理
１４１　完善术前检查　包括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能，出、凝
血时间，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肾脏 Ｂ超等，以了解患者有无危
险因素，严重肾功能异常者不宜行造影术。

１４２　适量应用造影剂　术中护理造影时，小于或等于造影
剂限量者，ＣＩＮ的发生率为２％；超过造影剂限量者，ＣＩＮ的发
生率为２ｌ％［３］，因此造影剂的用量与ＣＩＮ的发生密切相关。而
且造影剂的用量与ＣＩＮ的发生存在正比关系，所以在术中护士
应关注造影剂的用量，随时提醒术者造影剂的用量，防止使用

过多后诱发ＣＩＮ。
１４３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患者回到病房后平卧，穿刺侧肢
体制动，并予心电监护，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患者有无胸痛、胸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Ｃ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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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观察穿刺部位有无血肿、渗血及足

背动脉搏动是否减弱或消失，如出现相似情况，及时通知医生

予以处理。

１４４　水化治疗的宣教　鼓励患者大量饮水术前护士要做好
宣教，向患者详细讲解水化治疗的必要性以取得合作，避免患

者因担心卧床排尿不便而不愿意多饮水，有前列腺增生者可术

前留置尿管。２４ｈ饮水量应超过１５００ｍｌ，每次饮水以不出现
腹胀为宜，防止一次大量饮水引起急性胃扩张，通过“水利尿”，

使造影剂尽快排泄。

１４５　术后适量补液　术后强化静脉补液用０．４５％氯化钠注
射液以１．０～１．５ｍｌ／（ｋｇ·ｈ）的滴速静脉点滴。总补液量应根
据患者的心功能及术中造影剂用量而定。术中使用造影剂２００
ｍｌ，术后补液１５００ｍｌ；术中使用造影剂３００ｍｌ，术后补液２０００
ｍｌ；２４ｈ总补液量以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ｍｌ为宜。且血容量不足的情
况常在术后４ｈ之内发生，因此，在术后４ｈ内的输液量要达到
２４ｈ内输液总量的１／３，同时注意出入量的平衡。值班护士需
准确记录２４小时出入量，并根据心功能状况及小便量来调整
输液速度，输液速度应适中，不宜太快，避免加重心脏负荷。保

持尿量７０～１２０ｍｌ／ｈ为宜。
１４６　门诊随访　介入治疗术后的患者由于术中放入支架的
数目及造影剂用量的不同，对肾功能的影响程度不同，故随访

时也要检测肾功能特别是血肌酐。

１４７　预防　目前对造影剂肾病无特效治疗方法，只能以预
防为主，可以应用以下方法：①术前应常规监测血肌酐、尿量及
尿常规。②对高危人群应避免或减少造影或改用其他方法诊
治。③术前数天停用氨基糖甙类抗生素等可造成肾损害的药
物。④尽量限制造影剂剂量。⑤采用水化治疗可以预防 ＣＩＮ
的发生。⑥造影时尽量选用等渗非离子型造影剂（如碘克沙
醇）或低渗非离子型造影剂（如碘普罗胺）。

２　结果
　　本组１２０例中发生ＣＩＮ２例，１例表现为尿毒症，经透析治
疗后病情好转；另外１例表现为血肌酐值升高，经对症处理后
血肌酐值降至正常。余１１８例（９８．３３％）水化成功。

３　讨论
　　ＣＩＮ是院内获得性急性肾衰竭的重要原因，其总发病率约
为３％～１４％，在合并肾衰竭和糖尿病等因素的高危患者中
ＣＩＮ发病率更高，可达２０％以上［４］。研究发现在心内科住院接

受冠状动脉造影及介入治疗的患者中 ＣＩＮ发病率为８．７％［５］。

目前研究认为，ＣＩＮ的发病可能与造影剂对肾脏髓质造成的缺
血损伤及对肾小管上皮细胞产生的直接毒性效应有关［６］。造

影剂肾病的中国专家共识指出：ＣＩＮ使患者死亡风险增高了５．５
倍，其疾病临床过程是肾功能衰竭相关并发症。多数情况下，

造影剂造成的急性肾功能损害是可逆转的，一般术后３～５ｄ达
高峰，７～１０ｄ恢复正常，大多数患者不会遗留永久性肾功能损
害，但亦有２５％～３０％的患者可能进入慢性肾衰竭，甚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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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肾脏代替治疗［７］。

而水化治疗是目前惟一普遍接受的预防 ＣＩＮ的措施［８］。

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患者在造影前后加强水化，特别是术后静

脉补液及严格监测尿量可有效预防 ＣＩＮ的发生［９］。水化疗法

目前有静脉和口服两种途径，静脉补液是预防 ＣＩＮ的经典途
径［１０］。水化治疗防治 ＣＩＮ的机制可能是：造影前静脉补液可
以纠正亚临床脱水，造影后补液可以减轻造影剂引起的渗透性

利尿，水化能对抗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减轻球管反馈，降低
造影剂在血液中的浓度，从而减缓肾脏血管的收缩，增加尿量，

减轻肾小管的阻塞，减少肾脏缩血管物质的生成，减轻肾髓质

的缺血，而且还可以直接减轻造影剂对肾小管细胞的毒性［１１］。

虽然水化疗法不能完全预防ＣＩＮ的发生，本组有２例患者补液
后仍发生ＣＩＮ，由此也说明造影前后大量补液并不能完全预防
ＣＩＮ的发生，但水化疗法仍然被认为是预防心血管介入治疗并
发造影剂肾病的金标准［１２］。对于有 ＣＩＮ高危因素者，应给以
预防护理，在术前即纠正血容量不足，术前及术后补充生理盐

水等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ＣＩＮ的发生率［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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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血清脂联素水平随病情加重呈降低的趋势，子痫前期轻度

组、子痫前期重度组患者的血清脂联素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Ｐ＜
０．０１），提示可能引起血管内皮功能受损，血管舒缩功能异常，
进而造成全身小动脉痉挛，导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血清

脂联素异常降低可在妊娠期高血压临床早期诊断中起作用，这

表明血清脂联素水平可作为监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严重程度

的重要指标。

３２　胎盘生长因子与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关系　胎盘生长因子
（ＰＬＧＦ）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家庭成员之一，具有促血
管生成，促滋养细胞增殖、迁徙、侵袭等生物功能，通过其受体

介导生物学功能，丰富表达于胎盘滋养细胞，对滋养细胞和内

皮细胞功能均具有调节作用，其表达异常可能在妊高征的发

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随临床分期的加重，血清 ＰＬＧＦ逐渐降低，这些说明血清
ＰＬＧＦ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ＨＤＣＰ病情的轻重，因此血清
ＰＬＧＦ可作为监测胎盘生长和功能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一个
重要生物学预测指标，用于预防及判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严

重程度、病情发展及对新生儿的影响。

３３　脂联素与胎盘生长因子的相关性　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的血清中，脂联素与 ＰＬＧＦ均成正相关。这说明脂联素表达水
平下降，内皮细胞受损，滋养细胞增殖及侵入子宫内膜受限，

ＰＬＧＦ生成减少，加剧了缺氧及胎盘绒毛组织的损害，导致子痫
前期的发生及胎儿的发育不良。

妊娠高血压疾病的预测方法较多，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项

可靠、经济的筛查方法来预测［１０］。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妊娠

期高血压疾病的发展，脂联素在胎盘组织及母体血清中的表达

水平逐渐下降，且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成负相关；胎盘生长因子

在胎盘组织及母体血清中表达水平逐渐下降，且与疾病的严重

程度成负相关，这提示两种因子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病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防治开辟新的

研究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１］　杨庆雪．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终止妊娠时机及分娩方式临床研究
［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１，２５（１）：８７８８．

［２］　ＲａｍｓａｙＪＥ，ＪａｍｉｅｓｏｎＮ，ＧｒｅｅｒＩＡ，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ｉ
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２００３，４２（６）：８９１８９４．

［３］　ＴｏｍｉｙａｍａＨ，ＴａｋａｔａＹ，ＳｈｉｉｎａＫ，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Ｒｅｓ，２００９，
３２（３）：２０１２０６．

［４］　ＫａａｊａＲ，ＬａｉｖｕｏｒｉＨ，ＰｕｌｋｋｉＰ，ｅｔａｌ．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ｎｙ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Ｊ］．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２００４，５３（２）：１４３３１４３５．

［５］　赵彩珍，乔富元．妊期高血压患者腹腔巨细胞分泌功能的变化
［Ｊ］．中国现代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６（２）：２８３２８５．

［６］　马福兰，骆艳．妊娠高血压病产后血压转归与围产期干预关系分
析［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０８，３５（１３）：２４３５２４３７．

［７］　乐杰．妇产科学［Ｍ］．７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２００８：９２．
［８］　ＷｏｌｆＭ，ＨｕｂｅｌＣＡ，ＬａｍＣ，ｅｔａｌ．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ａｌｔｅｒｅｄ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４，８９（１２）：６２３９６２４３．

［９］　Ｄ`ＡｎｎａＲ，ＢａｖｉｅｒａＧ，ＣｏｒｒａｄｏＦ，ｅｔ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ｉｓｋ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５，１０６（２）：３４０３４４．

［１０］　丘小霞，李宁．妊娠高血压疾病预测进展［Ｊ］．广西医学，２００８，３０
（４）：５２６５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０８）

·３２８·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年 ５月 第１１卷 第５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全科护理研究·

护理干预改善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的作用观察
张立娟

【摘　要】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改善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作用。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河北省隆化县县医院收治的冠心病患者７０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５例。对照组采取一般护理
措施，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护理干预。采用ＳＡＳ评分、ＳＤＳ评分评价两组负性情绪，采用生活质量评估表（ＱＯＬ）评估
两组生活质量。结果　出院时两组ＳＡＳ评分和ＳＤＳ评分均较入院时显著下降（Ｐ＜０．０５），观察组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出院时自理能力、物质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及 ＱＱＬ总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冠心病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系统性护理干预；冠心病；负性情绪；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５４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８２４０２

　　冠心病（ＣＨＤ）又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临床常
表现为心绞痛、心悸、胸闷等反复发作，患者因生活、工作和学

习的困扰，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不仅会导致病情加重，

同时会影响疗效与预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２０１１年２
月－２０１２年２月，我院对冠心病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效果满意，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我院收治的
冠心病患者７０例，符合陈灏珠《心脏病学》（第５版）中冠心病
诊断标准［１］，并经心电图、心脏Ｂ超和心肌酶学确诊；排除神经
精神疾病史、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药物所致抑郁及伴肝肾功能

不全、急性心肌梗死、严重感染等严重躯体疾病者。按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３５例，男性２０例，女性 １５例；年龄
３５～８０岁，平均（６５．４±４．２）岁；病程１～２０年，平均（１３．４±
４．２）年。对照组３５例，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６例；年龄３５～８０岁，
平均（６５．１±５．１）岁；病程１～２０年，平均（１２．９±４．１）年。两
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程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相同冠心病治疗方案和一般
护理，未作特别指导，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护理干预。

１２１　心理干预　冠心病病程漫长，反复发作，患者身心饱受
折磨，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医护人员应耐心向患者讲

解冠心病的原因、机体的变化及预后等注意事项，耐心解答患

者提出的问题，纠正其错误认识，缓解精神压力，增强信心。同

时，积极争取患者家庭的支持、配合，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使

其产生舒畅、释然和满足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１２２　用药干预　冠心病患者病程漫长，需要长期用药。嘱
患者按时、按量、按规定时间服药，强调遵医行为的重要性。向

患者详细介绍药物名称、药理作用、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及处理

措施。密切观察用药后不良反应，尤其是老年患者，定期测量

心率、血压。

１２３　睡眠干预　向患者讲解睡眠对疾病康复的重要性，使
其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睡眠环境应安静、整洁、舒适，使患者

轻松、愉悦，缓解心理压力。嘱患者睡前用热水泡脚并按摩涌

泉穴或喝热牛奶；睡眠时听催眠曲帮助入睡。

１２４　饮食干预　给予低脂、高热量、高纤维素且清淡易消化
的饮食，有助于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减轻心脏负担。禁食生冷、

辛辣和煎炸等刺激性食物。切忌过饱或暴饮暴食，肥胖者要控

制热量，以减轻体重。

１２５　健康教育　鼓励患者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培养兴趣
爱好，保持平和心态，切忌情绪波动。引导患者进行慢跑、散

作者单位：０６８１５０河北省隆化县县医院内三科

步、太极拳等锻炼，提高机体免疫力。告知患者烟酒能使血压

升高，心率加快，加重心脏负担。指导患者持之以恒、循序渐进

地戒掉。同时，注意保暖，防止感冒和感染而加重心脏负担，控

制各种诱发因素，坚持定期门诊复查。

１３　效果评价　①负性情绪：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
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价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况［２］。量表包

括２０个项目，每个项目按１～４级评分，总分２０～８０分，将所得
总分乘以１．２５得标准分，标准分越高，表明负性情绪越严重。
②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评估表（ＱＯＬ）评估［３］，包括躯体症

状、自理能力、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四个部分，每项等级评分依

次为ｌ，２，３，４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
料以（ｘ±ｓ）形式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成组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负性情绪比较　出院时两组ＳＡＳ评分和ＳＤＳ评分均
较入院时显著下降（ｔ＝９．１２，９．３０，５．３３，５．６１，Ｐ＜０．０５），观察
组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ｔ＝４．１２，４．６８，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两组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比较（ｘ±ｓ）

组别 ｎ
ＳＡＳ评分

入院时 出院时

ＳＤＳ评分
入院时 出院时

观察组 ３５６１．８±１１．５ ４２．１±６．２＃ ６２．５±６．５ ４０．５±５．７＃

对照组 ３５６２．３±１０．８ ５２．４±７．９ ６１．９±７．７ ５０．８±６．３

　　注：与入院时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出院时自理能力、物质功能、
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及ＱＯＬ总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ｔ＝６．２２，５．６５，４．８２，４．６５，５．８０，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冠心病患者生活质量比较（ｘ±ｓ）

组别 ｎ 自理能力 躯体症状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ＱＯＬ总分

观察组 ３５２３．９±０．４＃１４．４±０．８＃ １３．４±０．４＃ １２．２±０．６＃ ６３．８±１．６＃

对照组 ３５３０．８±１．３ ２０．２±１．２ １９．１±２．０ １８．９±２．１ ８２．２±１．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冠心病病程漫长，反复发作，容易引起患者焦虑、抑郁负性
情绪，甚至心理障碍；尤其是老年患者，随年龄增长，生理机能

衰退，多伴有多种慢性疾病，加之对疾病认知高度缺乏，是心理

障碍的高发人群［４－５］。调查显示［６］，我国冠心病患者抑郁症发

生率高达５２．１％～６３．４％。研究表明［７］，焦虑、抑郁负性情绪

会严重干扰疾病的治疗和康复，使冠心病患者的病死率明显增

加。因此，探索改善冠心病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措施具

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研究表明［８］，冠心病的诱发因素与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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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而冠心病病程漫长，服药依从性的好坏直接影响治疗效

果［９］；尤其是老年冠心病患者年龄较大，生活自理能力、理解能

力、自觉性等均较差，对治疗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常擅自停药或不规则用药，致病情加重。因此，帮助患者掌握

疾病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使其自觉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消

除诱发因素，是改善负性情绪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笔者对

冠心病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包括心理、用药、睡眠、饮食，并进行

健康教育，对患者的康复起到了有益和有效的作用。

结果显示，出院时两组ＳＡＳ评分和ＳＤＳ评分均较干预前显
著下降（Ｐ＜０．０５），观察组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观察组出院时自理能力、物质功能、社会功能、心理功能
及ＱＯＬ总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这与凌凤娟［１０］的报道结论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护理干

预能有效改善冠心病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值得临

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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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１３页）
１３４　术后护理
１３４１　一般护理　术后应去枕平卧６ｈ后抬高床头，头偏向
一侧，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并保持呼吸道通畅；环形按摩下

肢，防止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指导患者应多食富含蛋白质、维

生素易消化的饮食；鼓励患者多饮水，促进药物的排泄，同时降

低血液黏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７］。

１３４２　穿刺部位　本组１７例患者均选择右侧股动脉行穿刺
术，术后穿刺处加压包扎２４ｈ，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渗血及血肿
的形成，保持患者的功能体位［８］。

１３４３　严密观察病情　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并及时记录相
关数据。术后心电监护、持续性低流量吸氧（３Ｌ／ｍｉｎ）。术后
应随时注意血压的变化，患者有无反复头痛等主诉，会导致 ＩＡ
破裂，发生再出血，危及患者的生命。在使用尼莫同时应保持

收缩压在１００ｍｍＨｇ以上，避免与法舒地尔同时使用，以免引
起血压过低［９］。

１３４４　并发症的预防及护理　预防ＩＡ破裂再出血：ＩＡ破裂
再出血是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应告知患者及家属严重性，取

得患者的配合。术后也会有再出血的可能。缓解患者紧张情

绪、指导排便、卧床休息，如突然出现头痛、恶心呕吐以及意识

障碍的症状，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１０］。

脑血管痉挛：脑血管痉挛一般发生在出血后２～３ｄ，７～１０
ｄ达高峰，２～４周逐渐缓解。术后２４ｈ内应密切观察患者有无
一过性意识障碍及神经功能损伤，发生不可逆转的神经功能障

碍［１１］。本组１７例术后均采用尼莫同缓慢静脉泵入维持，连续
３～５ｄ。

２　结果
　　经过围手术期全程全方位的护理，１６例 ＩＡ患者生命体征
稳定，该组患者虽然出现了不同程度头痛、恶心等颅高压症状，

但均能正确面对，积极配合做好各项对症处理和护理，从而减

轻不适症状，术前谨遵护理要求，情绪稳定，绝对卧床，保持大

便通畅，顺利完成介入手术治疗。术后严密及时监测患者的生

命体征的变化，全部患者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大大降低死残率。

３　讨论
　　微创医学是２１世纪的发展方向，ＩＡ的介入栓塞治疗技术
已逐渐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它是在 Ｘ线等设备的监视下，经动
脉用其特制的导管将弹簧圈送入到 ＩＡ体内，使动脉瘤体致密

栓塞，纠正其异常的血流动力学，从而预防其再次破裂出血。

其特点是微创、操作简单、定位准确、恢复快等。但介入治疗对

患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加上剧烈的头痛、恶心等颅内高压症

状的折磨，患者往往情绪低落、易怒，甚至对治疗和恢复失去信

心。

ＩＡ患者的病情危重，一旦破裂出血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全
方位的围手术期护理在该病的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不仅做好

患者入院综合评估、及时实施干预措施，消除患者不良情绪，增

强治疗信心，积极配合医生完成介入手术。而且术后应做好健

康指导，告知可能出现的一些不适症状，教会患者如何应对，同

时积极采取措施减轻不良反应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对已发生

的术后不适症状给予对症处理、心理疏导等综合护理干预，使

患者减轻痛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保障手术成功，提高患者的

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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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循环质控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中的护理效果
吴辉燕

【摘　要】　目的　探讨循环质控护理模式在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患者中的综合护理效果，为本类患者护理模式的选
择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６月进行溶栓治疗的６２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
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组）３１例和观察组（循环质控护理模式组）３１例，后将两组的再通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
率及护理前后的治疗配合程度、ＨＡＤ量表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的再通率高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并发症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治疗配合程度及ＨＡＤ量表优于对照组，Ｐ均＜０．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循环质控护理模
式在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患者中的综合护理效果较佳，可有效改善患者的治疗态度及心理状态。

【关键词】　循环质控护理模式；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７３．５　Ｒ５４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８２６０２

　　溶栓治疗是治疗心肌梗死的有效方法之一，应早期进行，
而此时期患者多对治疗信心不足且机体不适感较为明显［１－３］，

这极大地影响到其心理状态，因此应给予患者这些方面的重点

护理干预。本文就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患者中的综合护理

效果进行观察，现分析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于进行溶栓治
疗的６２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组）３１
例和观察组（循环质控护理模式组）３１例。对照组的３１例患者
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２例，年龄５０～７３岁，平均年龄（６２．４±
４．３）岁，梗死部位：广泛前壁１３例，前壁８例，下壁６例，其他４
例；文化程度：大专和以上５例，高中和中专１２例，初中和小学
１４例。观察组的 ３１例患者中，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１１例，年龄
４９～７４岁，平均年龄（６２．６±４．２）岁，梗死部位：广泛前壁 １２
例，前壁８例，下壁７例，其他４例；文化程度：大专和以上４例，
高中和中专１２例，初中和小学１５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梗死部位构成及文化程度构成方面的数据比较，Ｐ均＞０．０５，因
此两组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溶栓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在用
药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对照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常规的护理模式

进行干预，主要为给予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和相应的健康宣教和

注意事项的指导，同时给予患者并发症的对症护理及预见性预

防护理，另外注意心理护理。观察组则采用循环质控护理模式

进行干预，即在对照组的各个程序步骤依次实施的基础上，对每

个程序及步骤实施后的效果进行评估，将评估所得的优点及不

足均进行总结分析，将优点进一步强化，将不足加以改进，然后

再进行实施，实施后再进行效果评估，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在此

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对心理护理方面的不断改进，最终实现全面

改善护理效果的目的。后将两组的再通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

生率及护理前后的治疗配合程度、ＨＡＤ量表进行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①治疗配合程度依据患者对于治疗表现出积
极配合的状态为较佳，能够配合但未见积极为一般，存在抗拒

情绪心理为较差。②ＨＡＤ量表包括抑郁和焦虑两个方面的评
估，每个方面均以≤７分表示阴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软件包为ＳＰＳＳ１６．０，计量资料进行ｔ检验，
计数资料进行χ２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再通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
组的再通率低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再通率、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ｎ
再通率

（ｎ，％）
住院时间

（ｄ）
并发症（ｎ，％）

轻度出血 心律失常 其他方面

对照组 ３１ ２５（８０．６５） ２６．８±３．１ ３（９．６８） ３（９．６８） ２（６．４５）
观察组 ３１ ２８（９０．３２） ２１．０±２．４ ０ １（３．２３） 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治疗配合程度及 ＨＡＤ量表评分比
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治疗配合较佳率与 ＨＡＤ量表焦虑抑
郁≤７分比例比较，Ｐ＞０．０５，而护理后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护理前后的治疗配合程度及ＨＡＤ量表评分比较（ｎ，％）

组别 ｎ 时间

治疗配合程度

较佳 一般 较差

ＨＡＤ量表
焦虑

≤７分 ＞７分
抑郁

≤７分 ＞７分
对照组 ３１护理前 ２０（６４．５２） ７（２２．５８） ４（１２．９０） １１（３５．４８） ２０（６４．５２） １０（３２．２６） ２１（６７．７４）

护理后 ２６（８３．８７） ４（１２．９０） １（３．２３） １９（６１．２９） １２（３８．７１） ２０（６４．５２） １１（３５．４８）
观察组 ３１护理前 ２０（６４．５２） ６（１９．３５） ５（１６．１３） １１（３５．４８） ２０（６４．５２） １０（３２．２６） ２１（６７．７４）

护理后 ３０（９６．７７） １（３．２３） ０ ２６（８３．８７） ５（１６．１３） ２７（８７．１０） ４（１２．９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临床危急重症之一，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则可严重影响预后，甚至导致患者的死亡。临床中对于

本病的治疗方法中，溶栓治疗是效果广受肯定的治疗方法之

一，尤其是早期进行治疗可显著改善预后［４－５］。而此类患者早

期多因疾病的突然发生造成的心理上恐惧焦虑及机体上的不

适感而表现出较差的治疗状态，而这些不良情绪及心理的存在

作者单位：４０４６００重庆市奉节县人民医院心内科

又是可严重影响到疾病的改善，甚至也可能是诱导再梗死发生

的危险因素［６－７］。因此对于此类患者的护理，不仅仅包括对治

疗的辅助护理，以进一步改善治疗效果，还应包括对患者的心

理及治疗配合等方面的干预［８］，以期达到全面改善治疗效果的

目的。

本文中我们就循环质控护理模式在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

疗患者中的综合护理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其较常规护理不仅表

现出更高的再通率、更短的住院时间和更低的并发症发生率，

同时其在改善治疗配合及不良心理状态方面的效果也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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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循环质控护理模式更具优势的原因，与其对于实施的护理程

序的效果实行循环改善再循环应用的模式，故其处于不断改善

状态［９－１０］，效果自然也更好。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循环质控护

理模式在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患者中的综合护理效果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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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护理干预组干预前、后空腹血糖、胰岛素、ＨＯＭＡ及ＢＭＩ指数比较

时间 ｎ ＦＰＧ（ｍＩＵ／Ｌ） ＦＩＮＳ（ｍｍｏｌ／Ｌ） ＨＯＭＡＩＲ ＢＭＩ

护理干预前 ８０ ５．２０±０．３５ １８．０９±１．６５ ４．２３±０．７６ ２３．８９±６．２１
护理干预后 ８０ ５．１２±０．４９ １０．３７±２．１１ ２．３７±１．０３ ２１．６５±７．１３
ｔ值 １．３６５ ２５．７７９ １２．９９７ ２．１１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表２　护理干预组干预前、后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时间 ｎ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ＬＨ／ＦＳＨ

护理干预前 ８０ ５．８０±２．０１ １０．９８±３．７７ ３．４６±０．４２ ２．３５±０．７１
护理干预后 ８０ ５．７８±１．５６ ５．９６±２．５９ ２．５４±０．５２ １．２１±０．３７
ｔ值 ０．０７０ ９．８１７ １２．３１１ １２．７３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护理干预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护理干预前、后 ＬＤＬ、
ＨＤＬ、ＴＣ和Ｔ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护理干预组干预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时间 ｎ ＬＤＬ（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ｍｍｏｌ／Ｌ）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护理干预前 ８０ ２．８１±０．７６ ０．９７±０．４２ ４．４３±０．７６ １．５０±０．５７
护理干预后 ８０ ２．７５±０．５３ ０．９８±０．５７ ４．２５±０．８２ １．４５±０．４７
ｔ值 ０．５７９ ０．２５３ １．４４０ ０．２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对照组与护理干预组人工授精妊娠情况的比较　对照组
妊娠７例（８．８％），流产２例（２８．６％）；护理干预组妊娠１７例
（２１．３％），流产１例（５．９％）。两组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流产率比较，护理干预组低于对照组，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ＰＣＯＳ主要表现为闭经、不孕、多毛及肥胖等内分泌、代谢
异常［３］。近来研究认为，ＩＲ是引起ＰＣＯＳ的主要因素和中心环
节［４］。ＩＲ可使卵泡颗粒细胞代谢功能减退，影响卵母细胞生长
发育如减数分裂、成熟，导致排卵障碍，最终引起不孕。高胰岛

素血症和ＩＲ还可使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导致流产率增加［５］。

ＰＣＯＳ患者内分泌异常主要表现在高 ＬＨ、高 ＬＨ／ＦＳＨ比值
及高Ｔ值［６］。董燕群［７］对ＰＣＯＳ患者临床表现进行统计，发现
高雄激素血症达６７．２５％、ＬＨ／ＦＳＨ比值升高达５２．２２％。朱洁
萍等也发现ＰＣＯＳ患者基础 ＬＨ高达（１３．０２±８．３０）ｍＩＵ／ｍｌ，
ＬＨ／ＦＳＨ比值达２．４７±１．５７［８］。高水平 ＬＨ（＞１０ｍＩＵ／ｍｌ）可
使卵母细胞过早成熟，卵子受精能力下降、子宫内膜受损胚胎

着床困难，妊娠流产率增高。高 Ｔ抑制卵泡的生长发育，不能
成为优势卵泡，导致卵泡闭锁，还可使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
功能异常，雄激素分泌不断增加，产生恶性循环［９］。本研究在

护理护理干预后ＬＨ、Ｔ及 ＬＨ／ＦＳＨ值明显降低，与干预前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综合护理干预，可明显改
善ＰＣＯＳ患者的内分泌异常状态。

ＲｏａＢＭ等［１０］以ＴＧ≥１５０ｍｇ／ｄｌ作为异常标准，ＰＣＯＳ患者
血脂异常发生率为５４．８％，远高于对照组的１９．５％。血脂异常
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进一步发展逐

渐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等临床表现。本研究发现护理干预后

ＬＤＬ、ＴＣ和ＴＧ均降低，ＨＤＬ水平升高，但与护理干预前相比，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考虑与研究的病例数不够有
关。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人工授精后妊娠率仅８．８％，流产率高
达２８．６％，而护理干预组妊娠率达 ２１．３％，流产率仅 ５．９％。
表明ＰＣＯＳ患者进行饮食护理、运动护理及心理护理后，糖代
谢、内分泌代谢异常得到了明显改善，影响妊娠及流产的因素

得到纠正，妊娠率得到明显提高，流产率明显降低。

总之，护理干预可使ＰＣＯＳ患者糖代谢、内分泌代谢异常得
到明显改善，人工授精妊娠率明显提高，流产率降低。我们在

临床护理工作中，应加强对ＰＣＯＳ患者人工授精前的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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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道·

肺动脉吊带１例报道
王继春，任少敏

【关键词】　肺动脉吊带；先天性心脏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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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肺动脉吊带畸形（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ｓｌｉｎｇ，ＰＡＳ）是一
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本病在临床上少见，医生缺乏对其的

认识，很容易被漏诊及误诊。现将我院的１例诊断病例报道如
下。

１　病例介绍
　　患儿，男，８个月１２天，主因“咳嗽、气喘２０余天”入院。患
儿于入院前２０余天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为声声样，有痰不易
咳出，伴有喘息，以咳嗽及活动后为著，就诊于当地医院按“喘

息性支气管炎”给予静滴“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等（具体名、量

不详）”，雾化吸入“布地奈德令舒２ｍｌ，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１
ｍｌ，２次ｄ”７ｄ，咳喘渐缓解，停药后改为“孟鲁司特钠４ｍｇ夜间
睡前口服”五六天，咳嗽、喘息再次加重，又就诊于当地社区医

院，给予静滴“阿奇霉素等（具体不详）”４ｄ，“青霉素类药物”１
ｄ，效果不佳，做胸部ＣＴ：右侧主支气管、右上叶支气管狭窄，为
进步诊治收入院。病程中患儿精神、食欲尚可，无发热，无乏

力、盗汗及体重改变，否认异物吸入史及结核接触史。患儿生

后不久活动后即有明显喘息，可自行缓解，于当地医院诊断为

“先天性喉喘鸣”给予补充维生素 Ｄ及钙剂治疗，效果不佳，有
湿疹史，否认生后窒息史及抢救史。查体：Ｔ３６．３℃，Ｐ１３０次／
ｍｉｎ，Ｒ４８次／ｍｉｎ，精神可，神清，前囟平，口唇尚红润，无发绀，
鼻翼煽动（－），轻度三凹征，气促，两肺呼吸音粗，可闻及哮鸣
音、痰鸣音及少许细湿音，心率１３０次／ｍｉｎ，律齐，心音尚有
力，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腹软，肝脾未及肿

大，未及包块，四肢肌张力正常，神经系统检查：生理性体征存

在，病理性体征未引出。辅助检查：胸部正位片（见图１）：双肺
纹理增多，左肺透亮度增高，请结合临床除外支气管异物。胸

部ＣＴ（见图２）：气管自Ｔ２以下右侧主支气管、右上叶支气管狭
窄。潮气肺功能：肺潮气肺功能异常，存在中度阻塞性通气障

碍。纤维支气管镜（见图３）：右侧主支气管狭窄（开口接近闭
锁），左侧支气管软化，左侧支气管炎性改变。胸部增强 ＣＴ＋
三维重建（见图４）：右侧主支气管、右上叶支气管狭窄，左肺动
脉从右肺动脉发出，后经过左主支气管后方进入左肺，诊断为：

肺动脉吊带。

　
　　注：双肺纹理增多，左肺透
亮度增高，请结合临床除外支气

管异物。

　　图１　患儿胸部正位片

　　注：气管自 Ｔ２以下右侧主
支气管、右上叶支气管狭窄。

　　　图２　患儿胸部ＣＴ

２　讨论
　　肺动脉吊带（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Ｓ１ｉｎｇ，ＰＡＳ）是一种罕见的先
天性心血管畸形，国内较少报道［１－２］。在正常胚胎发育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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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起源于肺芽，从肺芽两侧发出左、右肺动脉，之后左、右

肺动脉分别与两侧第６对主动脉弓相连。病变时，左肺动脉不
与左侧的第６对主动脉弓相连，而与右肺动脉相连，从而产生
了左肺动脉迷走。肺动脉吊带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左上肺动

脉起源是正常的，而左下肺动脉却起源于右肺动脉口，另一种

是整个左肺动脉完全起源于右肺动脉。通常异常起源的左肺

动脉比正常的略小，但由于其在行走过程中会挤压气管、食管，

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气道梗阻及食道的变形，其中以气道的受累

更为明显，通常可引起近气管分叉处和隆突上方的气管下段和

右主支气管发育不良或狭窄。此外，常伴有气管和支气管畸

形，如右肺发育不良及远端气管发育不良［３］。据有关文献报

道，ＰＡＳ多于新生儿及婴幼儿期发病，若不及时治疗多于１岁
内死亡。因此，早期诊断及治疗对本病有重要意义。１８９７年
Ｇｌａｅｖｅｃｋｅ和Ｄｏｅｈｌｅ首次报道本病，到目前全世界仅报道１５０多
例，在国内的相关报道更罕见。由于缺乏对此畸形的认识，早

期的大部分病例是在手术中或是尸检时被发现的。本病例的

特点：①起病早，在新生儿及婴儿期即可发病，主要以呼吸窘迫
为突出表现，可伴有喘鸣、发绀、肺不张及肺炎，阵发性呼吸困

难和反复肺部感染为本病的特点，临床上缺乏特异性的表现；

②体征上主要表现为三凹征、喘鸣音等呼吸道梗阻的临床表
现，而缺乏典型的心血管方面体征；③初诊往往被诊断为先天
性喉喘鸣、肺炎、哮喘及支气管异物等，而不能被早期诊断，误

诊及漏诊率较高。因此，对于婴幼儿期出现反复发作的呼吸困

难，喘鸣，肺部感染等临床表现的患儿，诊断时应注意肺动脉吊

带，尽可能减少误诊及漏诊。

　
　图３　右侧主支气管狭窄（开口接近闭锁）

　
　　注：左肺动脉从右肺动脉发出，后经过左主支气管后方进入左肺，
右侧主支气管、右上叶支气管狭窄。

　图４　患儿胸部增强ＣＴ＋三维重建
　　影像学检查对早期 ＰＡＳ的诊断十分重要。据有关文献报
道，早期该病的诊断主要依靠心血管造影和食道钡餐造影。近

年来，随着纤维支气管镜在儿科领域的广泛应用，对于持续或

反复喘息的婴幼儿，尤其对于治疗效果不佳的患儿，首先行纤

维支气管镜检查以除外其他引起喘息的疾病。此外，纤维支气

管镜检查时还可发现是否存在气管支气管狭窄、软化及气管性

支气管等发育异常，并且可以除外其他原因造成的压迫及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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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异常，有助于诊断［５］。研究发现，磁共振、螺旋 ＣＴ和选择性
心血管造影是明确ＰＡＳ诊断的最佳方法，上述三种方法，在该
病诊断方面各有利弊，综合运用各种检查方法可以相互补充，

减少漏诊和误诊［５］。正常患者肺部血管螺旋 ＣＴ表现为：在气
管隆突层面，左肺动脉由主肺动脉向左后延伸而成，走行在左

主支气管前方，之后向外侧延伸进入左肺门，主肺动脉根部向

后延伸为右肺动脉，右肺动脉于气管分叉前方横向右行，先发

出右上肺动脉及右下肺动脉，进入右肺门区，左肺门的顶部一

般较右侧高１．０ｃｍ左右［６］。肺动脉吊带患者肺部血管 ＣＴ表
现为：右肺动脉起源于主肺动脉根部，主肺动脉存在明显的扩

张，之后右肺动脉又发出了左肺动脉，左肺动脉紧贴支管末端

或左主支气管后壁向外延伸，同时气道存在明显受压情况。胸

部ＭＲＩ可以直接测量肺动脉的内径，并且可以清晰地显示主肺
动脉、左右肺动脉及其与左右支气管的位置关系，但缺点是不

能显示体肺动脉侧枝的走形、起源以及肺动脉在肺内的分支。

心血管造影对本病有确诊价值，具有选择性强和分辨率高绝对

优势。此外，心血管造影还可同时诊断伴发的其他心血管畸

形，显示血流动力学，但缺点是有时无法显示左肺动脉与气管

及食管之间的关系，无法显示气管压迫的准确部位和程度，而

且为有创检查。

肺动脉吊带治疗的唯一方法是外科手术，方法是离断左肺

动脉，从支气管后端拖出左肺动脉，之后与肺动脉总干做端侧

吻合，并处理并发的其他畸形［７－８］。如果存在气道明显受压迫

时常需同时进行气道成形术，这样会进一步增加手术难度。综

上所述，如果临床上出现反复发作的呼吸困难、喘鸣和肺部感

染等气道梗阻的临床表现时，不仅要考虑常见病因如感染、支

气管异物及哮喘，还应考虑到 ＰＡＳ，结合心血管造影、螺旋 ＣＴ
及ＭＲＩ等多种检查进行准确诊断，避免误诊和漏诊，使患儿得
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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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９８页）
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决赛中，我院２名学生获
得三等奖。２０１０年广东省“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我院３名
学生获得金奖。

３３　社会评价好　自护理实践教学改革以来，我院护理毕业
生因综合素质优，专业技能强而深受用人单位欢迎。毕业生就

业率为１００％，已有４６名毕业生在港澳就业，到国外深造及就
业的毕业生达数十人。自国家实施护理毕业生毕业前参加全

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以来，学生考试通过率均为１００％。近年
来广州各大报刊及媒体多次报道了我院办学情况、优秀毕业生

事迹、男护生毕业学习和工作情况，充分说明我院办学成绩赢

得社会的认可。

４　讨论
４１　在传统护理实践教学模式中增加实验中心情景模拟训练
的意义　传统的护理实践教学主要采用“实验室技能操作＋临
床见习、实习”模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

会意识形态的巨变，社会法制不断健全；民众的自主观念、权益

意识日渐加强，患者不再自觉地配合教学；医疗服务体制改革

促使医疗机构高度重视经济和社会效益，医患矛盾逐步紧张；

高等教育大众化，医学实训资源的匮乏等。上述原因使患者自

我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学生在患者身上“练习”必将成为历史，

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理性和人性化的医学模拟教育的应用［８］。

２００６年我院借本科评估契机，大力加强护理实验中心建设，充
分利用和开发学院已引进的“高级综合模拟训练系统”，并将其

确立为“四步进阶”护理实践教学模式的第二阶段。目前，它已

成为了学生校内实验室训练和临床见习和实习之间的桥梁。

４２　建立护理实践教学检查和评价系统的作用　在实施护理
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同时，我们建立和健全了护理实践教学质

量检查和监控系统。督导监控分为专家和学生评价两个维度，

聘请院内教师和医院临床教师组成督导专家组，不定期到实验

中心、医院和社区对实践教学进行听课、检查；医院有ＱＣ小组，
参与教学查房、临床考核等活动［７］；此外，我们充分利用学院网

上评教评学系统，组织学生上网对实践教学进行评价，并提出

意见和建议。６年来，共收集到对实践教学的意见和建议６０多
条，学生普遍对实践教学效果满意；该基于网络的教学质量评

价系统对不断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步进阶”护理实践教学和能力评价模式实施６年以来，
不仅学生的护理技能、科研和创新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评价好，

而且老师的教学意识和教学水平得到相应的提升，同时促进了

学院和医院管理者对护理实践教学工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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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来昔布与华法林合用致脑出血１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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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报道１例塞来昔布与华法林合用致脑出血如下。

１　病例介绍
　　患者，男，４９岁，因“反复胸闷心悸５年，头痛３天”于２０１２
年７月１６日收入本院心脏科。患者自５年前开始反复出现胸
闷心悸，经全面检查后诊断为“扩张型心肌病，心律失常，阵发

性房颤，心功能不全”。２０１１年５月发生出血性脑梗塞，此后一
直服用由我院药房发放的国产华法林（２．５ｍｇ／片）抗凝治疗，
每日２．５ｍｇ口服，每月监测一次国际标准化比率（ＩＮＲ），ＩＮＲ
均控制在２．０～３．０之间。入院前５ｄ患者与家人争执，伤及右
侧胸部皮肤肌肉。当地卫生院给予塞来昔布０．２，２次／ｄ，连续
２ｄ口服止痛，头孢硫脒２．０，２次／ｄ×１ｄ静滴抗感染，期间仍
继续华法林２．５ｍｇ，１次／ｄ口服。伤后第３天患者出现头痛，
呈渐加重趋势，伴有恶心呕吐，遂来我院。入院检查：双侧瞳孔

等大等圆，直径约３ｍｍ，对光反射灵敏，四肢肌力正常，活动自
如。诊断为：①扩张型心肌病，阵发性房颤，心功能Ⅱ级；②脑
出血；③陈旧性脑梗塞，收入心脏中心病房。入院后急查 ＩＮＲ
为６．２８，头颅ＣＴ提示右侧颞叶出血。立即停用华法林，给予维
生素Ｋ１肌注。第２天晨复查 ＩＮＲ，已降至２．０５。但患者神志
呈进行性模糊，呼之不应，瞳孔对光反射迟钝。急请神经外科

会诊，诊断为右侧颞叶硬膜外血肿，行急诊钻孔引流术，引流出

血性液体约８０ｍｌ。引流术后患者神志转清，言语清晰，双侧瞳
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转入我院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病
情稳定后转至脑外科病房，未再服用华法林，言语活动无障碍，

与入院前无明显差别。病情稳定半个月后出院。

２　讨论
２１　本病例患者应用华法林抗凝的必要性　华法林为双香豆
素类中效抗凝剂，属于维生素 Ｋ拮抗剂，其化学结构与维生素
Ｋ相似，可阻断维生素 Ｋ环氧化物转变为氢醌形式，抑制肝细
胞中凝血因子的合成，使这些凝血因子的 γ羧化作用产生障
碍，导致产生无活性的Ⅱ，Ⅶ，Ⅸ，Ⅹ因子的前体，从而抑制血液
凝固，产生抗凝血作用。口服华法林可以有效降低栓塞并发

症，广泛应用于心房纤颤，换瓣术后抗栓疗法，冠心病，肺栓塞

和深静脉血栓形成，外周动脉血栓栓塞等疾病，但过量易致各

种出血。华法林在预防房颤患者卒中方面的地位已获公认，但

其治疗窗窄、难以预测剂量 －效应关系、延迟反应以及与其他
药物和食物的相互作用等而需要定期监测 ＩＮＲ。房颤可导致
血栓栓塞事件，抗凝和抗栓是临床房颤治疗的一项重要手

段［１－２］。根据《心房颤动的诊断与药物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除非患者为孤立性房颤或存在禁忌证，所有房颤患者，包括阵

发性、持续性或永久性房颤，均应进行抗凝治疗。有一项脑卒

中高危因素和≥２项中度危险因素的房颤患者应选择华法林抗
凝［３］。本例，患者为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合伴阵发性房颤，既往

曾有脑梗塞病史，故选择华法林抗凝非常恰当。１年来，患者遵
从医嘱坚持规律服用华法林，定期监测 ＩＮＲ，且将其较好地控
制在目标范围内，既未发生血栓／栓塞病变，也未发生明显出血
现象和事件。

作者单位：２１５０２１江苏省苏州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苏州九龙医院心
脏中心

通讯作者：王炳银，电子信箱：ｂｉｎｇｙｉｎ２０００＠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２２　本例华法林诱发出血原因分析　出血风险是华法林另一
不足，出血危险性为１％～５％，出血病例报告时有所闻，华法林
受许多药物、食物和不同疾病状态的影响。ＩＮＲ与出血风险有
直接的关系，ＩＮＲ３．０～４．５时出血发生率比２．０～３．０时高３
倍。在本例中，患者入院前规则服用华法林，并坚持监测 ＩＮＲ，
均维持在２～３之间，未发生任何血栓／栓塞并发症，也未发生
出血现象或事件。患者入院前因局部皮肤肌肉外伤而口服塞

来昔布共计０．８ｇ，同时静脉输入头孢硫脒，２ｄ后复查 ＩＮＲ为
６．２８，继而发生颅内出血。

分析患者ＩＮＲ异常升高及出血原因，可能与新近增加用的
塞来昔布药物有关。塞来昔布在肝脏内羟化、代谢主要通过细

胞色素Ｐ４５０ＣＹＰ２Ｃ９，是肝酶 ＣＹＰ２Ｃ９的抑制剂。而华法林的
代谢主要依赖 ＣＹＰ２Ｃ９，二者合用，可使华法林代谢减低，导致
体内华法林浓度异常升高。华法林与塞来昔布合用诱发出血

病例国内外均屡有所闻［４－６］。

另一可能相关因素为患者入院前静滴头孢硫脒。任何影响

体内维生素Ｋ吸收与利用的因素都会影响华法林作用的稳定
性，大量使用广谱抗菌药物可抑制肠道细菌生长，使肠道内合成

维生素Ｋ明显减少，增加华法林的出血风险［７－８］。所以，头孢硫

脒在本病例ＩＮＲ异常升高诱发颅内出血可能也起一定的作用。
其实，影响华法林抗凝作用的药物很多，相关文献只是列

出涉及药物的种类，并未对影响程度进行分级。美国胸科医师

学会（ＡＣＣＰ）发布的抗栓和溶栓指南给出了常见药物对华法林
抗凝作用的影响程度分级［９］，分为增强作用和减弱作用，按作

用强弱分为较强、强、弱、较弱四个等级。在华法林的临床应用

过程中，应注意其药物相互作用，对于合用影响程度大的药物，

应及时调整剂量，并密切监测凝血指标，注意观察患者有无出

血；对于影响程度小的，无需调整剂量，但应密切监测凝血指

标，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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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 照 组 肺 组 织 病 理 学 检 查( 染HE
色， 400)×

图2 - 组 肺 组 织 病 理 学 检 查( 染L V HET

色， 400)×
图3 - 组 肺 组 织 病 理 学 检 查( 染H V HET

色， 400)×

图1 术前 情况MRI 图2 术中跟腱情况 图3 跟腱修复时情况

图4 术后6个月随访

注：背屈20°～跖屈45°,无跟腱
与皮肤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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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巨自噬作用通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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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肝 活 检 标本( 染Masson
色，×100)

注 ： 显示 炎 性 细 胞 浸润 ， 无 门
静脉阻塞或肝硬化。

图1 瑞氏染色镜检结果

注：图1 为未抗凝血涂片瑞氏染色后高倍镜全视野；图1 为 - 2抗凝血涂片瑞氏染色后高倍A B EDTA K
镜下血小板聚集分布情况；图1 为枸橼酸钠抗凝血涂片瑞氏染色后高倍镜下血小板聚集分布情况。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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