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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不同地区家庭医生满意度分析（续完）
鲍勇，栾晶，梁颖，张安

（接２０１４年第１２卷第７期）
２５　家庭医生综合满意度分析　家庭医生综合满意

度情况详见表６。

表４　家庭医生对工作机构环境满意度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非常需要 需要 一般 无所谓 不需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２８４ 城乡结合区 ３２（５．１） ２０９（３３．６） ３０８（４９．５） １０（１．６） ６３（１０．１） ３３．８４０ ０．０００
城区 ２３（５．２） １２０（２７．３） ２２０（５０．０） ５（１．１） ７２（１６．４）
郊区 １９（８．６） ９５（４２．８） ９３（４１．９） ２（０．９） １３（５．９）

年龄 １２１２ ２１～３０岁 ２１（５．５） １４７（３８．５） １８０（４７．１） ４（１．０） ３０（７．９） ２３．５９６ ０．０２３
３１～４０岁 ２５（５．１） １３１（２６．９） ２６２（５３．８） ７（１．４） ６２（１２．７）
４１～５０岁 １６（７．９） ６４（３１．５） ９５（４６．８） ５（２．５） ２３（１１．３）
５１～６０岁 ７（５．０） ５４（３８．６） ６１（４３．６） １（０．７） １７（１２．１）

学历 １２５９ 初中 １（８．３） ４（３３．３） ０（０） ５（４１．７） ２（１６．７） ３２．６６３ ０．００１
高中 ２５（９．２） １１４（４１．９） １１０（４０．４） ４（１．５） １９（７．０）
大学 ４４（４．６） ２９５（３０．７） ４９４（５１．５） １２（１．３） １１５（１２．０）
研究生 ０（０） ７（４６．７） ５（３３．３） １（６．７） ２（１３．３）

职称 １２１８ 无职称 ５（１８．５） ５（１８．５） １３（４８．１） ０（０） ４（１４．８） ３０．３１３ ０．０１６
见习期 １（５．６） ８（４４．４） ８（４４．４） １（５．３） ０（０）
初级 ３０（５．４） １９２（３４．８） ２７４（４９．６） ７（１．３） ４９（８．９）
中级 ２５（４．４） １８７（３３．２） ２７６（４９．０） ７（１．２） ６８（１２．１）
高级 ６（１０．３） １３（２２．４） ２６（４４．８） ２（３．４） １１（１９．０）

工作年限 １２４１ ２年以下 ４（６．２） ２８（４３．１） ２８（４３．１） １（１．５） ４（６．２） １４．８１３ ０．２５２
２～５年 １２（６．７） ７２（４０．４） ７２（４０．４） ２（１．１） ２０（１１．２）
５～１０年 １７（４．９） １１７（３３．６） １７９（５１．４） ４（１．１） ３１（８．９）
１０年以上 ３６（５．５） １９８（３０．５） ３２６（５０．２） １０（１．５） ８０（１２．３）

表５　家庭医生对个人发展满意度（包括个人技术水平、经济收入水平等）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非常需要 需要 一般 无所谓 不需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２８６ 城乡结合区 ２４（３．９） １８６（２９．９） ２８６（４６．０） ９（１．４） １１７（１８．８） ５６．９１１ ０．０００
城区 ２４（５．４） ８１（１８．３） １９７（４４．６） ５（１．１） １３５（３０．５）
郊区 １５（６．８） ７４（３３．３） １０７（４８．２） ５（２．３） ２１（９．８）

年龄 １２１４ ２１～３０岁 ２０（５．２） １２０（３１．４） １６７（４３．７） ４（１．０） ７１（１８．６） ２１．１７５ ０．０４８
３１～４０岁 １９（３．９） １０３（２１．１） ２４６（５０．４） ８（１．６） １１２（２３．０）
４１～５０岁 １６（７．８） ５７（２７．９） ８７（４２．６） ５（２．５） ３９（１９．１）
５１～６０岁 ５（３．６） ３９（２７．９） ６５（４６．４） ２（１．４） ２９（２０．７）

学历 １２６１ 初中 １（８．３） ５（４１．７） ３（２５．０） ０（０） ３（２５．０） ３５．３０１ ０．０００
高中 ２１（７．７） ９８（３６．０） １０２（３７．５） ６（２．２） ４５（１６．５）
大学 ３７（３．８） ２３１（２４．０） ４６９（４８．８） １２（１．２） ２１３（２２．１）
研究生 ０（０） ５（３３．３） ７（４６．７） １（６．７） ２（１３．３）

职称 １２２０ 无职称 ５（１８．５） ４（１４．８） １２（４４．４） １（３．７） ５（１８．５） ３７．３４６ ０．００２
见习期 ２（１１．１） ３（１６．７） １０（５５．６） ０（０） ３（１６．７）
初级 ２６（４．７） １６５（２９．９） ２５３（４５．８） ７（１．３） １０１（１８．３）
中级 １７（３．０） １４６（２５．９） ２６９（４７．７） １０（１．８） １２２（２１．６）
高级 ６（１０．２） ７（１１．９） ２６（４４．１） １（１．７） １９（３２．２）

工作年限 １２４３ ２年以下 ４（６．２） ２３（３５．４） ２９（４４．６） １（１．５） ８（１２．３） ２１．４４６ ０．０４４
２～５年 １２（６．７） ５８（３２．６） ７９（４４．４） １（０．６） ２８（１５．７）
５～１０年 １７（４．９） １０５（３０．２） １５２（４３．７） ５（１．４） ６９（１９．８）
１０年以上 ２６（４．０） １４８（２２．７） ３１４（４８．２） １２（１．８） １５２（２３．３）

基金项目：上海市发改委项目《上海市城乡结合区公立医院改

革绩效评价，２０１２》；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
（１２ＧＷＺＸ０９０１，２０１２）；原卫生部《我国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使用与利用研究（２０１２）》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２５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通讯作者：鲍勇，Ｅｍａｉｌ：ｂａｏｙｏｎｇ＠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３　讨　论
　　满意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客户的需求被满足后的
愉悦感，是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事前期望与实际使用

产品或服务后所得到实际感受的相对关系。如果用数

字来衡量这种心理状态，这个数字就叫做满意度了，客

户满意是客户忠诚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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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家庭医生综合满意度分析（ｎ，％）

项目 总应答数 类别 非常需要 需要 一般 无所谓 不需要 χ２值 Ｐ值

区域 １２８１ 城乡结合区 ２７（４．４） ２３２（３７．５） ２８８（４６．５） ５（０．８） ６７（１０．８） ９７．１０１ ０．０００
城区 ２３（５．２） ９６（２１．８） １９８（４５．０） ４（０．９） １１９（２７．０）
郊区 ２１（９．５） ８５（３８．３） １０５（４７．３） ２（０．９） ９（４．１）

年龄 １２１０ ２１～３０岁 ２１（５．５） １５１（３９．７） １６４（４３．２） ２（０．５） ４２（１１．１） ３３．６６１ ０．００１
３１～４０岁 ２０（４．１） １２４（２５．５） ２５１（５１．５） ５（１．０） ８７（１７．９）
４１～５０岁 １８（８．９） ６０（２９．６） ８８（４３．３） ３（１．５） ３４（１６．７）
５１～６０岁 ７（５．０） ５０（３５．７） ５９（４２．１） １（０．７） ２３（１６．４）

学历 １２５６ 初中 １（８．３） ４（３３．３） ５（３８．５） ０（０） ２（１５．４） ３６．７６０ ０．０００
高中 ２３（８．５） １１７（４３．０） １００（３６．８） ５（１．８） ２７（９．９）
大学 ４３（４．５） ２８３（２９．５） ４６８（４８．９） ６（０．６） １５８（１６．５）
研究生 ０（０） ６（４２．９） ５（３５．７） ０（０） ３（２１．４）

职称 １２１５ 无职称 ５（１８．５） ９（３３．３） ８（２９．６） ０（０） ５（１８．５） ４６．４２１ ０．０００
见习期 １（５．６） ５（２７．８） １２（６６．７） ０（０） ０（０）
初级 ３１（５．６） ２０２（３６．７） ２４４（４４．４） ５（０．９） ６８（１２．４）
中级 ２４（４．３） １６１（２８．７） ２８２（５０．３） ６（１．１） ８８（１５．７）
高级 ５（８．５） １４（２３．７） ２０（３３．９） ２０（３３．９） ０（０）

工作年限 １２３８ ２年以下 ４（６．２） ３１（４７．７） ２４（３６．９） ０（０） ６（９．２） ２５．１９４ ０．０１４
２～５年 １３（７．３） ６４（３６．２） ８１（４５．８） １（０．６） １８（１０．２）
５～１０年 １９（５．５） １２７（３６．６） １５１（４３．５） ４（１．２） ４６（１３．３）
１０年以上 ３１（４．８） １８１（２７．９） ３１５（４８．５） ６（０．９） １１６（１７．９）

　　１９６５年，美国学者 Ｃａｒｄｏｚｏ首次将“顾客满意”概
念引入商业领域，服务质量研究在西方国家逐渐兴起，

企事业单位认识到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开始接受和应

用服务质量方面的市场调查。满意度调研作为服务质

量的测评工具，最初关注的是对服务过程的调查，检查

工作人员是否按照服务规范操作，所以也被称为“服务

落实度调查”。

满意度调研进入中国十多年的时间，从最初的服

务落实度调查，到感知质量调查，到满意度指数模型调

查，不断与多种研究技术和理念相结合，发展出满足不

同需求的满意度调研技术。根据满意度调研关注点和

解决问题的不同，到目前为止，满意度调研技术可归为

１０代［１３］。

家庭医生制服务是以家庭医生为责任主体、社区

健康服务中心为技术依托、社区居民及其家庭的健康

管理为工作内容、建立契约关系为服务形式的新型医

疗保健服务模式。家庭医生制服务通过约定的家庭医

生为家庭及其每个成员提供连续、综合、协调、可及的

健康照顾，是转变医生坐诊模式、协调医患关系、提高

居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家庭医生制度

发展的好坏与家庭医生本身的满意度有直接关系［４８］。

本次调查表明，全科医生对于政策的满意程度，各

个区域不同年龄阶层的家庭医生普遍对政策表示一

般；全科医生对社会环境的满意度方面一般的比例较

高，特别是年龄越大满意度比例较低；全科医生对工作

环境的满意度方面表现一般，职称高的人对工作环境

的满意度反而较低；家庭医生对个人发展满意度（包括

个人技术水平、经济收入水平等）方面表现也一般。家

庭医生综合满意度：①区域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郊区的满意度较高，城乡结合区次之，城区最差。

②年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１～３０岁的人满意
度较高，３１～４０岁的满意度一般；③高中学历的人的
满意度最高；④职称高的人的满意度相对较低；⑤工作
年限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工作时间长的人的满

意度不高。所有这些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

为进一度提高家庭医生自评满意度，提出以下政

策建议［９１１］：①提高家庭医生的政治待遇。对服务好
的家庭医生要评选五星级医生，同时给予相应的政治

待遇。②提高家庭医生的社会待遇。对服务好的家庭
医生要优先晋升高级职称，并在进修和出国深造方面

有系统安排。③提高家庭医生的经济待遇。对服务好
的家庭医生要在经济方面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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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鲍勇，杜学礼，张安．中国家庭医生制度研究［Ｊ］．社区卫生保健，

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５．
［７］　杜学礼，鲍勇．基于“健康守门人”构建双向转诊机制的对策研究

［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０，１３（１１Ａ）：３５０３３５０６．
［８］　鲍勇，杜学礼，张安，等．基于健康管理的家庭医生制度研究（待

续）［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９（６）：８３１８３２．
［９］　鲍勇，杜学礼，张安，等．基于社区健康管理的上海市家庭医生制

度发展战略与策略（续完）［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８）：１１６３
１１６４．

［１０］　鲍勇，杜学礼，张安，等．基于社区健康管理的上海市家庭医生制
度发展战略与策略（待续）［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７）：９９７
９９８．

［１１］　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１］２３号．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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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讲堂·

意识障碍的分类及鉴别诊断
屈洪党

　　从医学及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意识可定义为大脑
对外界环境和自身状况的感知理解能力，可通过言语、

躯体运动和行为表达出来，是脑干网状上行激动系统

和大脑半球皮质神经元的中枢整合机构协同作用的一

种生理活动。当脑干网状上行激动系统抑制或大脑皮

质广泛性损害时，患者觉醒程度降低、意识内容减少或

混乱导致其对环境刺激的应答能力发生改变，即意识

障碍。从这个定义上理解，目前意识障碍包括意识的

水平（觉醒或清醒）受损、意识的内容（认知功能）改变

２个主要的内涵。本文主要阐述意识障碍的临床分类
及鉴别诊断。

１　意识障碍的临床分类
１１　以觉醒度改变为主的意识障碍　主要为网状上
行激动系统和大脑皮层的广泛损害导致。按严重程度

分３级。
１１１　嗜睡　意识障碍的早期表现，程度较浅，表现
为睡眠时间延长，睡眠程度过深，但能被唤醒，醒后能

进行正确的交谈和执行指令，对环境识别能力较差，反

应迟钝，停止刺激后又继续入睡。

１１２　昏睡　较嗜睡程度深的觉醒障碍。表现为一
般的外界刺激不能使其觉醒，需经高声呼唤或其他较

强烈刺激可有短暂觉醒，在持续强烈刺激下能睁眼、躲

避、呻吟，可简短回答提问，基本反射活动存在，刺激减

弱后很快陷入睡眠状态。

１１３　昏迷　一种最严重的意识障碍。昏迷患者意
识完全丧失，各种感觉刺激不能使其觉醒，无目的性自

主活动，无自发睁眼，生理反射可正常、减弱或消失，生

命体征稳定或发生改变。按严重程度又可分以下 ３
级。

１１３１　浅昏迷　意识完全丧失，无自发言语及目的
性活动。对较强的疼痛刺激可有痛苦表情及回避动

作，但不能觉醒，如压眶上缘可出现表情痛苦及躲避反

应，脑干反射（瞳孔对光反射、咳嗽反射、角膜反射和吞

咽反射）尚存在，生命体征尚平稳。

１１３２　中昏迷　对外界一般刺激无反应，强烈的疼
痛刺激有防御反射活动，脑干反射明显减弱，病理反射

阳性，腱反射亢进，大小便潴留或失禁，呼吸循环功能

已有变化。

１１３３　深昏迷　对任何刺激全无反应，全身肌肉松
弛，瞳孔散大，眼球固定，脑干反射消失，腱反射消失，

四肢瘫痪，大小便多失禁，生命体征出现明显改变，呼

吸、脉搏不规则，血压或有下降，患者处于濒死状态。

１２　以意识内容改变为主的意识障碍　此类意识障
碍主要为大脑皮质病变造成。

１２１　意识模糊　是一种较轻的意识障碍，表现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情感淡漠和思睡，时间地点定向力障碍，注意力减退，

知觉和思维错乱，随意活动减少，言语不连贯，对外界

刺激可有低于正常水平的反应。常见于老年性缺血性

卒中、代谢性脑病、系统感染、精神创伤、高龄患者手术

后，药物过量及某些营养缺乏的患者。

１２２　谵妄状态　又称急性精神错乱状态，患者对外
界的反应和认识能力均有下降：注意力涣散，定向力障

碍，言语增多，思维不连贯，多存在觉醒睡眠周期紊
乱。常有错觉和幻觉产生，有激惹、紧张、甚至冲动攻

击行为。病情波动，昼轻夜重，持续数小时至数天不

等，发作时意识障碍明显，间歇期可完全清楚。常见于

脑炎、脑膜炎、脑血管病、脑外伤及代谢性脑病。此外

内环境紊乱、化学中毒、药物酒精过量及戒断后也可引

起。

１３　以意识范围改变为主的意识障碍
１３１　朦胧状态　是意识范围缩小，意识清晰度下降
的状态。患者对狭窄而孤立的意识范围内的各种刺激

能够感知，并完成某种连续的行动。可以出现定向障

碍，片段的错觉、幻觉妄想。常呈发作性，突发突止，多

为数分钟至数小时。发作时常有深度睡眠，恢复后对

病中情形仅能片段回忆或完全遗忘。多见于癫痫及癔

症。

１３２　漫游性自动症　以不具有妄想、幻觉和情绪改
变为特点，是意识朦胧的特殊形式，在睡眠及觉醒状态

下均可发生，分别称梦游症和神游症。患者在发作期

间可表现无目的、与当时情形不相符合、甚或无意义的

动作，如无目的地徘徊、机械地重复日常生活中的简单

动作等。这种现象都是突然发生，持续短暂而又突然

消失，清醒后丧失记忆。多见于癫痫、癔症、急性应激

障碍。

１４　特殊类型意识障碍
１４１　去皮质综合征　大脑皮质广泛损害导致皮质
功能丧失，而皮质下功能仍保留。患者双眼凝视或无

目的活动，但不能完成追寻动作，无任何自发言语，呼

之不应，貌似清醒，对外界刺激无反应，存在时间紊乱

的睡眠觉醒周期。患者缺乏随意运动，但光反射、角
膜反射，甚至咀嚼动作，吞咽、防御反射均存在，原始反

射活动可保留。腱反射亢进，肌张力增高，锥体束征阳

性。有特殊身体姿势称为去皮质强直，表现为双上肢、

腕及手指屈曲内收，双下肢伸直，足跖屈。

１４２　植物状态　是脑干功能相对保留而大脑半球
严重受损的一种状态。表现为患者完全丧失对自身及

外界的认知功能，呼之不应，与外界不能沟通，有自发

或反射性睁眼及视物追踪，吸允、咀嚼、吞咽等原始反

射可存在，大小便失禁。有觉醒睡眠周期，但可能缺
乏昼醒夜眠节律，觉醒期和睡眠期持续时间长短不定。

１４３　无动性缄默症　也称睁眼昏迷，是由于脑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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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网状激活系统受损导致，而大脑半球及其传出通

路正常。患者存在觉醒睡眠周期，可留意周围的环境
及人物，貌似清醒，但无法活动和言语，尿便失禁，肌张

力减低，无椎体束征。常见于脑干梗死。

１５　国际通常用Ｇｌａｓｇｏｗ（格拉斯哥）昏迷评定量表　
更准确地评价意识障碍的程度，该方法主要根据眼球

活动、语言和肢体运动三大项，将昏迷程度由轻到重分

为以下几个等级。量表分值为１５～３分，分数越高，意
识状态越好。１４～１３分为轻度障碍，１２～９分为中度
障碍，８～３分为重度障碍（多呈昏迷状态）。７分以下
预后极差，３～５分并伴有脑干反射消失的患者有潜在
的死亡危险，见表１。

表１　Ｇｌａｓｇｏｗ昏迷评定量表

睁眼反应 计分 语言反应 计分 运动反应 计分

自发睁眼 ４ 定向正常 ５ 能按指令动作 ６
呼唤睁眼 ３ 应答错误 ４ 对刺痛能定位 ５
刺激睁眼 ２ 言语错乱 ３ 对刺痛能躲避 ４
不能睁眼 １ 言语难辨 ２ 刺痛肢体屈曲反应 ３

不能言语 １ 刺痛肢体过伸反应 ２
无动作 １

２　意识障碍的鉴别诊断
２１　病因的鉴别诊断
２１１　颅内疾病　如脑血管病、颅内占位性病变、中
枢神经系统感染、颅脑外伤、癫痫等均可造成不同成程

度的意识障碍。往往有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阳性症状

及体征，包括颅神经和肢体定位体征、高颅压征、脑膜

刺激征及实验室、影像学检查阳性发现。

２１２　全身性疾病　系统性疾病及中毒性脑病等造
成的急性功能障碍通过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代谢而导

致意识障碍。前者主要有肝性脑病、肺性脑病、肾性脑

病、低血糖昏迷、糖尿病性昏迷、内分泌疾病、水电解质

及酸碱平衡失调等；后者包括感染中毒、药物、理化、生

物毒物中毒等引起。临床上往往在颅外脏器的临床征

象之后，出现精神异常，意识下降等表现，严重时昏迷，

多无神经系统损害的定位体征，仅仅为弥漫性脑功能

抑制。实验室检查多能为寻找病因及明确诊断提供线

索和依据。

２２　貌似意识障碍的临床表现鉴别。
２２１　闭锁综合症　也称去传出状态，病变在脑桥基
底部，双侧皮质脑干束及锥体束也受累。患者意识清

醒，保留视觉及听觉，表情淡漠，呈四肢瘫，无法言语及

吞咽，眼球不能水平运动，仅能以瞬目及眼球垂直运动

示意他人。多由脑血管病、感染、脱髓鞘病等原因造

成。

２２２　木僵　为严重的精神运动抑制，对外界刺激缺
乏反应，表现为不语不动，不吃不喝，貌似昏迷，实际能

感知周围事物，当言语刺激碰触其痛处时，可有情绪反

应与蜡样屈曲、违拗症躯体表现，恢复后可回忆发作过

程。神经系统检查无异常发现，常呈阵发性或一过性

病程。可见于反应性精神病、重症抑郁和精神分裂症、

癔症等疾病。

２２３　意志缺乏症　患者处于清楚状态，运动感觉功
能存在，但因缺乏始动性而不语少动，对刺激反应迟

钝、无欲望，呈严重淡漠状态，可有额叶释放反射，如吸

吮反射等。本症多由双侧额叶病变所致。

２３　神经系统检查的重点　主要有４个方面：意识障
碍的程度、眼部体征、运动功能和呼吸形式。

２３１　意识状态　应迅速确定患者有无意识障碍以
及临床分级和分类，观察有无自发活动及身体姿势，可

给予刺激后观察患者反应：如棉絮轻触鼻黏膜、针刺皮

肤、压迫眶上神经，与其交流并令其完成指令性的动作

等进行Ｇｌａｓｇｏｗ评分。
２３２　眼部体征
２３２１　瞳孔　一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见于
各种原因造成的动眼神经麻痹，以及手术外伤或白内

障等局部病变。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见于中

脑严重受损或抗胆碱能药物中毒。一侧瞳孔缩小，上

睑下垂，眼裂变窄可能是幕上占位压迫下丘脑造成，或

同侧脑桥外侧部、延髓腹外侧部以及交感神经节后纤

维损害。双侧瞳孔缩小提示脑桥被盖部损害如脑桥
!

血、有机磷中毒、吗啡中毒等。针尖样瞳孔是原发性脑

桥出血的特征。

２３２２　眼球运动　单眼外展并有瞳孔散大，表明动
眼神经麻痹。眼球内收见于展神经受损，或颅内高压

导致的假性定位征。分离性斜视提示脑干不同平面和

小脑病损。双眼球水平同向偏斜，表明额叶侧视中枢

或脑桥被盖部病变。眼球下沉（双眼球缓慢向下移动，

随后快速恢复到静息位置）提示弥散缺氧性脑损害。

眼球浮动（双眼球快速向下移动，随之缓慢恢复到静息

位置）表明脑桥下部受损。急性丘脑损害的患者，双眼

球持续向内下偏转。中脑顶盖部病变可发现眼球垂直

运动障碍。

２３２３　角膜反射　需注意反射是否对称。三叉神
经眼支或面神经损害，均可出现角膜反射消失。一侧

角膜反射消失见于同侧面神经病变。双侧消失见于一

侧三叉神经或双侧面神经受损，提示中脑或脑桥受累，

多伴意识障碍。

２３３　运动功能　肢体坠落试验：将患者上肢抬高，
让其自然下落，瘫痪侧下落速度较快；患者仰卧位，检

查者将其被动屈髋屈膝后突然松手，瘫痪侧下肢较快

落于床面。下肢外旋征：患者仰卧，双下肢肢伸直位，

瘫痪侧下肢外旋。痛刺激试验：针刺肢体皮肤，健侧可

见回避动作，瘫痪侧回避消失或明显减弱。

２３４　呼吸形式　潮式呼吸：渐增－渐减的呼吸频率
和呼吸深度，见于间脑、双侧大脑半球或弥漫性皮质损

害。神经源性过度呼吸：快速节律性过度通气，３０～７０
次／ｍｉｎ，为中脑和脑桥上部被盖区的病变所致。长吸
式呼吸：表现为延长性吸气痉挛，充分吸气后，暂停２
～３ｓ才呼气，见于脑桥上部损害。丛集式呼吸：每３
～４次呼吸后出现暂停呼吸，见于脑桥下部受损。共
济失调性呼吸：表现为整个呼吸节律的异常，见于延髓

损伤。

　　准确判断意识障碍的程度及类型对临床诊断、治
疗监测具有重要意义。熟练地掌握意识障碍的鉴别及

主要检查方法可以快速全面地掌握患者病情及转归，

提早制定治疗方案及预防措施，从容应对可能的突发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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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６６例原发性高血压心率变异研究
李妍妍，洪大庆

摘要：目的　以往研究表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心率变异性明显降低，本文通过动态心电图检测技术，探讨心率
变异性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关系。方法　选取６６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为观察组，另选３３例血压正常患者为对照
组，对９９例全部研究对象均行２４小时跟踪的动态心电图检查，心率变异指标包括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ＳＤＳＤ、ｐＮＮ５０、
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和ＳＤＡＮＮ，在高血压组和对照组２组患者之间比较上述心率变异指标。结果　ＳＤＮＮ在对照组为
（１２２．５６±３１．５８）ｍｓ，在原发性高血压组为（１０２．２１±３１．６７）ｍｓ；ＲＭＳＳＤ在对照组为（４４．０９±３４．７９）ｍｓ，在原发
性高血压组为（３９．５８±１７．４２）ｍｓ；ＳＤＳＤ在对照组为（４１．０９±２７．０５）ｍｓ，在原发性高血压组为（３３．５３±１６．８０）
ｍｓ；ｐＮＮ５０在对照组为（９．６３±１２．７８）％，在原发性高血压组为（４．８８±３．９５）％；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在对照组为
（４２．１５±２３．０１）ｍｓ，在原发性高血压组为（３１．６７±１１．２２）ｍｓ。原发性高血压组的心率变异性指标 ＳＤＮＮ、
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ＳＤＡＮＮ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
结论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心率变异性明显降低，可能与迷走神经功能受损有关。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是检测心脏
自主神经张力的无创技术，用其来分析心率变异可用于评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是否有自主神经系统损伤及其损

伤程度。

关键词：心率变异；原发性；高血压；迷走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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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高血压是我国人民的常见病、多发病，目前
在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已达１１．８％，血压增高可以引起
脑血管疾病、冠心病、肾功能不全和外周血管疾病等多

种疾病，高血压发病防治日益重要［１］。在诸多高血压

的致病因素中，自主神经功能调节障碍导致血压调控

失衡是主要原因之一［２］。心率变异性（ＨＲＶ）可反映
自主神经系统对心脏和血管调节的动态平衡，是预测

心血管疾病患者严重程度及其预后的一个独立危险因

子［３］。本实验通过探讨 ６６例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
ＨＲＶ特点，来观察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自主神经是否
受损及其程度，进一步指导高血压病患者的临床治疗。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该项调查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１０００７３）；南京医科大学优秀
中青年教师支持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ＪＸ２１６１０１５０３４）；江
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

（２０１４）；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２９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科
通讯作者：李妍妍，Ｅｍａｉｌ：ｌｙｙｎｊｍｕ１２３＠１２６．ｃｏｍ

准，所有参与患者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的病例均来自

２０１３年下半年期间，在我院老年科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患者。选取６６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 ５０例，女性 １６例，年龄 ３６～９２岁，平均年龄
（７４．９２±１２．３３）岁。选取３３例同期在本科门诊及住
院治疗的血压正常者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２７例，女性
６例，年龄３１～９１岁，平均年龄（６８．４８±１６．３３）岁。
仔细询问患者病史，并对患者进行体格检查、肝肾功

能、血脂、血糖、胸片、心电图检查，排除能够影响 ＨＲＶ
的疾病，排除病例标准如下：非窦性心律患者，包括心

房扑动、心房颤动、临时和永久起搏器植入者等；病态

窦房结综合征、房室阻滞及异位心律与窦性心律比值

＞１０％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急性心肌梗死、继发性
高血压、甲状腺功能障碍者、在动态心电图的２４小时
记录中出现过多的伪差、记录总时间未达２４ｈ患者、
慢性心功能不全及病毒性心肌炎等。原发性高血压诊

断均符合２００４年 ＷＨＯ／ＩＳＨ发布的高血压诊断分级
和分层标准［２］和２０１０年由中国高血压防指南委员会
制定的高血压诊断标准［４］。２组性别、年龄等相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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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ＨＲＶ分析　采用 Ｓｐａｃｅｌａｂ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公司生产
的１２通道 Ｈｏｌｔｅｒ检测系统、ｄｅｌｍａｒｍｅｄｉｃａｌ公司出产
的Ｉ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ｏＨＲＶ分析软件，对全部９９例调查对象均
进行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跟踪检查，连续记录２４ｈ期
间的动态心电图，取得原发性高血压组和对照组的２
组ＨＲＶ时域指标数据。时域指标包括：ＳＤＮＮ（２４ｈ连
续正常的 ＲＲ间期标准差，以 ｍｓ为单位记录）；
ＲＭＳＳＤ（２４ｈ连续正常的 ＲＲ间期差值均方的平方
根，以ｍｓ为单位记录）；ＳＤＳＤ（全部相邻的 ＮＮ间期之
差标准差，以ｍｓ为单位记录）；ｐＮＮ５０％（两个相邻的
ＲＲ间期差值＞５０ｍｓ心率总数占全部分析信息期间
内的心率数的百分比例）；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２４ｈ内连续记
录的每５ｍｉｎ节段的正常 ＲＲ间期的标准差的平均
数，以ｍｓ为单位记录）；ＳＤＡＮＮ（２４ｈ内所记录的连续
５ｍｉｎ节段的平均正常ＲＲ间期的标准差，以 ｍｓ为单

位记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对原发性高血压组与对照组２组
的数据均采用Ｅｘｃｅｌ统计软件进行处理。所有的计量
资料采用（ｘ±ｓ）表示；原发性高血压组与对照组２组
间的均数间比较用 ｔ检验，２组之间的计数资料间比
较，均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原发性高血压组与对照组２组之间年龄、性别、合
并２型糖尿病、冠心病病史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原发性高血压组 ＳＤＮＮ、
ＲＭＳＳＤ、ＳＤＳＤ、ｐＮＮ５０、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降低（Ｐ＜０．０５）。
ＳＤＡＮＮ在 ２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原发性高血压组与对照组的资料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男／女） 合并２型糖尿病比例 合并冠心病比例 ＳＤＮＮ（ｍｓ）

对照组 ３３ ７４．９２±１２．３３ ５０／１６ ６／３３ １１／３３ １２２．５６±３１．５８
原发性高血压组 ６６ ６８．４８±１６．３３ ２７／６ ２５／５０ ３５／５０ １０２．２１±３１．６７ａ

Ｐ值 ０．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００４

组别 例数 ＲＭＳＳＤ（ｍｓ） ＳＤＳＤ（ｍｓ） ｐＮＮ５０（％） 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ｍｓ） ＳＤＡＮＮ（ｍｓ）

对照组 ３３ ４４．０９±３４．７９ ４１．０９±２７．０５ ９．６３±１２．７８ ４２．１５±２３．０１ ８５．１８±５０．３６
原发性高血压组 ６６ ３９．５８±１７．４２ａ ３３．５３±１６．８０ａ ４．８８±３．９５ａ ３１．６７±１１．２２ａ ７４．９２±４５．８６
Ｐ值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９ ０．３３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本研究选取６６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和３３例血压
正常患者为对照，应用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技术，观察
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ＨＲＶ明显降低，提示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存在自主神经调节功能障碍，即迷走神经功

能受损。既往研究表明，年龄、性别、２型糖尿病、慢性
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等疾病可能影响 ＨＲＶ［５８］。当
前的研究表明，２组的年龄、性别、合并２型糖尿病、慢
性冠心病的比例没有统计学差异，而且入选患者均排

除了急性心肌梗死、甲状腺功能障碍、严重肝肾功能不

全，因此排除了其他危险因素对ＨＲＶ与原发性高血压
关系研究的影响。

在本研究分析的 ＨＲＶ诸多时域指标中，ＳＤＮＮ、
ＳＤＡＮＮ和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主要反映交感和迷走神经总张
力大小，来综合评价心脏自主神经系统受损和恢复的

程度［５］。其中ＲＭＳＳＤ、ＳＤＳＤ和 ｐＮＮ５０主要反映 ＨＲＶ
的快变化，是迷走神经张力的敏感指标，也就是指迷走

张力降低时其值降低，本研究发现高血压组患者

ＲＭＳＳＤ、ＳＤＳＤ和ｐＮＮ５０明显降低，反映高血压患者迷
走神经受损明显［９］。ＳＤＡＮＮ则主要反映 ＨＲＶ的慢变
化，即交感神经张力大小，本研究发现 ＳＤＡＮＮ在２组
中没有明显差异，主要与入选的高血压病例以平均年

龄为（６８．４８±１６．３３）岁的老年患者为主，老年高血压
患者血管硬化明显，其血压升高以收缩压为主，交感神

经张力不一定明显升高，但也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偏

小有关，今后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来深入分析。与本

研究结果相似，黄建勇等［１０］观察与分析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的心率变异时发现，与体检健康者比较，高血压患

者的 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及 ＳＤＡＮＮ均有所下降
（Ｐ＜０．０５），ＳＤＡＮＮ的明显下降可能与他们选取的高
血压患者主要以平均年龄为（５３．２±７．８）岁的中年患
者为主有关。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 ＨＲＶ下降可能与机体植物
神经平衡紊乱、肾素血管紧张素、交感肾上腺素系统
的活性超高等因素有关。血压的昼夜节律变化与体内

上述因素的激活密切相关，提示自主神经参与了原发

性高血压的发病。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

变化与其靶器官的受损程度也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还

可导致高血压患者颈动脉窦、主动脉弓压力感受器的

敏感性明显降低。而且同时，长期高血压导致心肌重

构刺激心脏感受器，通过心心反射、交感交感反射及
交感迷走反射使迷走神经活动受抑制和窦房结细胞
对神经体液调节的反应敏感性下降，造成心脏室颤阈
的降低，伴有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增高，而且心律失常

的严重程度与ＨＲＶ的降低趋于正比关系［７，１１］。因此，

α、β受体阻滞剂应用于高血压患者，可减轻迷走神经
受损，改善高血压患者的 ＨＲＶ，在降低血压的同时，减
少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作为高血压患者５类常规降
压药物之一。

许伟等［１２］发现，老年高血压患者夜间高血压与

ＨＲＶ降低有关，ＨＲＶ的降低导致患者血压呈反勺型改
变。陈晓冬等［１３］也探讨了老年高血压昼夜节律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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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变异性、心律失常的关系，他们对非老年高血压和老

年高血压患者进行动态心电图和动态血压的检测，分

析其心率变异性，结果显示，老年高血压组心率变异性

下降，昼夜节律减弱或消失，心律失常检出增多，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他们认为老年高血压患者由于自主神

经功能受损，出现了心率变异下降及血压昼夜节律减

弱或消失，促进了心律失常的发生。俞晓珍［３］发现替

米沙坦能明显改善患者的 ＨＲＶ，调节自主神经调节功
能，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替米沙坦是血管紧张素受
体拮抗剂，通过受体水平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减少醛固酮分泌，抑制血管紧张素对突触前去甲肾上
腺素的释放和抑制血管加压素等途径引起血压下降，

同时也抑制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迷走神经活性，纠正自

主神经失衡，改善ＨＲＶ。罗翔等［１４］探讨了缬沙坦对原

发性高血压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响，口服缬沙坦４个
月后，ＳＤＮＮ、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明显增加（Ｐ＜０．０１），他
们认为缬沙坦可显著改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 ＨＲＶ。
李新才等［１５］探讨了福辛普利对改善高血压患者心率

变异的作用，发现福辛普利治疗后患者的心率变异指

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他们认为福辛普利可改善患者

心率变异性。吴小玉等［１６］观察了依拉普利联合比索

洛尔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和心率变异性影响，

他们发现，依拉普利联合比索洛尔治疗６个月，不仅可
有效控制血压，而且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率变异性。

因此，血管紧张素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

受体拮抗剂同α，β受体阻滞剂一样，也均可以改善自
主神经功能，在降压的同时，改善患者血压昼夜节律改

变，从而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王长海［１７］观察口服

马来酸氨氯地平在降压过程中对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

响时发现，降压治疗后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均低于治

疗前，ＳＤＮＮ、ＳＤＡＮＮ、ＳＤＮＮＩｎｄｅｘ、ＲＭＳＳＤ、ｐＮＮ５０均低
于对照组，ＨＲＶ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升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因此，他们认为马来酸氨氯地平片不仅降

压效果好，也可改善患者心率变异性。

谢玉华［１８］探讨了心率变异与高血压伴左心室肥

厚的关系。他们选取１３０例高血压患者为观察组，９８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所有人均做动态心电图和超

声心动图检查，将观察组患者依据有无左室肥厚进一

步分为亚组。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的心率变异指标

明显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患者中，伴有左室肥厚的心

率变异指标又明显低于无左室肥厚的患者。他们认为

高血压可以使心率变异性大大减低，而左室肥厚可以

使心率变异性下降更加明显。孙焕文等［１９］在老年高

血压病患者中，探讨了心率变异与颈动脉内膜厚度的

关系，他们发现，随着颈动脉病变的进展，患者 ＨＲＶ指
数逐渐下降，心率变异指数与颈动脉内膜厚度呈负相

关。刘斌等［２０］探讨了高血压患者的晨峰现象与心率

变异性和心律失常的特点，他们对８３例高血压患者行
动态血压、动态心电图监测，发现晨峰组心率变异各参

数明显低于非晨峰组，而心律失常发生率显著高于非

晨峰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他们认为高
血压患者的晨峰现象提示着自主神经功能受损，心律

失常的发生率尤其是房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明显增加。

尽管本研究仍是小样本的病例对照研究，但通过

２４小时动态心电图评价ＨＲＶ，可反映原发性高血压患
者自主神经系统损伤的程度，从而进一步指导原发性

高血压及其合并症的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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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代谢综合征者 Ｃ反应蛋白与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的
相关性研究

朱文华，方力争，陈丽英，卢崇蓉，陈建华，周月红

摘要：目的　探讨代谢综合征组分及超敏Ｃ反应蛋白与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关系及联合检测的价值。方法　
选取浙江省城市健康体检者６１２７例，用标准方法测定代谢综合征组分包括血压、腰围、空腹血糖、甘油三酯、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将代谢组分按０，１，２，３及以上进行分组；同时测定超敏 Ｃ反应蛋白，将其分３组（ｈｓＣＲＰ＜１
ｍｇ／Ｌ，ｈｓＣＲＰ＝１～３ｍｇ／Ｌ，ｈｓＣＲＰ＞３ｍｇ／Ｌ）。采用 ＶＰ１０００（ＢＰ２０３ＲＰＥⅢ）动脉硬化诊断仪测定肱踝动脉脉
搏波传导速度（ｂａＰＷＶ）及改变率；运用多元回归、方差分析等方法评估与分析代谢综合征组分和 Ｃ反应蛋白与
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关系。结果　①除高密度脂蛋白、腰围外，代谢综合征组分收缩压、舒张压、血糖、甘油三
酯及超敏Ｃ反应蛋白与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呈正相关，标准系数分别为０．４５７，０．１２７，０．１０２，０．０６５，０．０４１（均
Ｐ＜０．００１）。②随代谢组分数（０，１，２，３及以上）的增加，超敏Ｃ反应蛋白，ｂａＰＷＶ值、ｂａＰＷＶ改变率逐渐增加，Ｆ
值分别是８４．０７，１２６．８１，１０１．５８（均Ｐ＜０．００１）。③超敏Ｃ反应蛋白３组中，随ｈｓＣＲＰ的增高，ｂａＰＷＶ改变率随
之增高（均Ｐ＜０．００１）。结论　代谢综合征组分及超敏Ｃ反应蛋白与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密切相关；动脉脉搏波
传导速度随代谢组分及Ｃ反应蛋白的增加而增高，联合检测代谢组分与 Ｃ反应蛋白及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对
评估早期心血管功能改变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代谢综合征；超敏Ｃ反应蛋白；脉搏波传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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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ｃｈｅｃｋｕｐ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ａｓｔｉｎｇｐｌａｓｍ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ｗａｉｓｔ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
ｉｄｅ，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ａ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５ｇｒｏｕｐｓ
（０，１，２，３ａｎｄａｂｏｖ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ｈｓＣＲＰ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ｈｓＣＲＰ＜１ｍｇ／Ｌ，ｈｓＣＲＰ１－３ｍｇ／Ｌ，ｈｓＣＲＰ＞３ｍｇ／Ｌ）．ＴｈｅｂａＰＷＶ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ＢＰ２０３ＲＰＥⅢ）．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ＯＶＡｗｅｒｅ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ｍｏｎｇ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ｈｓ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ｂａＰＷＶ．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ａｓｔｉｎｇｐｌａｓｍ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ｈａ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ａＰＷＶ，ａｎｄｔｈｅ
β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０．４５７，０．１２７，０．１０２，０．０６５ａｎｄ０．０４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１）．②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ｌｅｖｅｌｓ（０，１，２，３ｏｒａｂｏｖｅ），ｈｓＣＲＰｌｅｖｌｅ，ｂａＰＷＶ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ｂａＰＷＶ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Ｆ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
８４．０７，１２６．８１ａｎｄ１０１．５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１）．③ＴｈｅｂａＰＷＶ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ｈａ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ｓＣＲ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ｂａＰＷＶ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ＰＷＶ，ｈｓＣＲＰ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ｕｌｓｅ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许多资料表明，代谢综合征（ＭＳ）和炎症因子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共存，
与动脉硬化密切相关，可引起早期动脉管壁弹性功能

的改变。目前已公认动脉搏波传导速度是反映早期动

脉硬化功能改变的一个理想指标［１］。本文分析代谢综

合征及超敏Ｃ反应蛋白与动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关系，
探讨代谢综合征及超敏Ｃ反应蛋白与早期动脉硬化功
能改变联合检测的意义，为早期评估心血管病变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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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浙
江省城市居民参加我院健康体检人员为本次研究对

象，共６１２７名，其中男性４２１５人，女性１９１２人，检测
代谢综合征指标及超敏 Ｃ反应蛋白，动脉搏波传导速
度。纳入标准为浙江省城市健康体检居民，年龄在

２５～７５岁；剔除已确诊的心血管疾病；剔除感染所致
超敏Ｃ反应蛋白增高。
１２　调查内容与方法　检查前３ｄ清谈饮食，避免进
食高脂食物。测定代谢综合征组分收缩压（ＳＢＰ）、舒
张压（ＤＢＰ）、空腹血糖（ＦＰＧ）、腰围（ＷＣ）、甘油三酯
（ＴＧ）、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及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采用《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版）中的方
法测量血压；按 ＷＨＯ制定的方法测定腰围；空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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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采用葡萄糖氧化物酶法测定血糖；采用氧化酶法测

定甘油三酯，采用直接匀相测定法测定高密度脂蛋白，

采用免疫速散射浊度法测定超敏 Ｃ反应蛋白，ＣＶ值
为２％～３％。
１３　诊断标准　①超敏 Ｃ反应蛋白危险分层诊断标
准：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结合国内外文献，将

ｈｓＣＲＰ分成３组，其中高危组 ｈｓＣＲＰ≥３ｍｇ／Ｌ，中危
组ｈｓＣＲＰ１～３ｍｇ／Ｌ，低危组ｈｓＣＲＰ＜１ｍｇ／Ｌ。②代
谢综合征（ＭＳ）的诊断标准：根据２００５年４月国际糖
尿病联盟（ＩＤＦ）的诊断标准，具备中心性肥胖，腰围
（ＷＣ）男性≥９０ｃｍ，女性≥８０ｃｍ，同时具备下述２项
或２项以上即可诊断为代谢综合征，包括：ａ．甘油三酯
（ＴＧ）水平≥１．７ｍｍｏｌ／Ｌ；ｂ．收缩压（ＳＢＰ）≥１３０ｍｍ
Ｈｇ，和或舒张压（ＤＢＰ）≥８５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ｃ．空腹血糖（ＦＰＧ）≥５．６ｍｍｏｌ／Ｌ；ｄ．高密度脂蛋
白（ＨＤＬＣ）男性＜１．０４ｍｍｏｌ／Ｌ，女性＜１．３０ｍｍｏｌ／Ｌ。
其中代谢组分按４组进行分组，即０、１、２、３分别表示
代谢组分０个、１个、２个、≥３个。
１４　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检测　采用动脉硬化测试
仪ＶＰ１０００（ＢＰ２０３ＲＰＥⅢ）进行检测。被检查者安静

休息后，仰卧深呼吸３次，保持安静５ｍｉｎ测量肱踝动
脉的脉搏波，取得肱踝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ｂａＰＷＶ）
值及ｂａＰＷＶ改变率［２］（相对于该患者同性别、同年龄

正常参考值改变的百分比），取左右两侧的平均值。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测量数据录入后建立数据库，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计算。各代谢组分、Ｃ
反应蛋白与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的相关性采用多元回

归方法进行分析；代谢综合征及超敏 Ｃ反应蛋白不同
组间与肱踝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方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本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中收缩压（ＳＢＰ）、舒张压（ＤＢＰ）、空腹血糖（ＦＰＧ）、腰
围（ＷＳ）、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超敏
Ｃ反应蛋白、肱踝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ＰＷＶ值在男女
性２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ｂｓＰＷＶ改变率（％）已调
整年龄性别进行统计，在男女性２组中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体见表１。

表１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ＤＢＰ（ｍｍＨｇ） ＷＣ（ｃｍ） ＦＧ（ｍｍｏｌ／Ｌ）

女性 １９１２ ４７．１８±９．７１ １１９．２５±１９．２３ ７１．１１±１１．５６ ７７．９０±８．８７ ４．９９±０．９７
男性 ４２１５ ４６．２６±９．４９ １２６．００±１５．６０ ７８．４８±１１．４２ ８８．２９±８．５５ ５．３０±１．２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组别 例数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ｂａＰＷＶ值（ｃｍ／ｓ） ｂｓＰＷＶ改变率（％）

女性 １９１２ １．２３±０．８７ １．３３±０．３６ １．３１±３．１８ １２９０．３６±２６８．６０ １１．９８±１７．１４
男性 ４２１５ １．９０±１．５３ １．１５±０．２６ １．８６±３．９７ １３６５．０５±２２６．０８ １１．３０±１５．９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７

　　注：ＳＢＰ为收缩压；ＤＢＰ为舒张压；ＷＣ为腰围；ＦＰＧ为空腹血糖；ＴＧ为甘油三酯；ＨＤＬ为高密度脂蛋白；ＣＲＰ为Ｃ反应蛋白；ｂａＰＷＶ为肱踝脉搏
波传导速度。

２２　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与代谢组分及超敏 Ｃ反应
蛋白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各代谢组分及超敏Ｃ反应蛋
白（ｈｓＣＲＰ）为自变量，以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ｂａＰ
ＷＶ）改变率为因变量，进行ｂａＰＷＶ改变率与代谢指标
及ｈｓＣＲＰ的多元与回归分析。各代谢组分与 ｂａＰＷＶ
改变率的多元线性相关系数见表２；除了高密度脂蛋
白（ＨＤＬ）、腰围（ＷＣ）外，代谢组分及 ｈｓＣＲＰ与 ｂａＰ
ＷＶ改变率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相关性大小依次是收缩压（ＳＢＰ）、舒张压（ＤＢＰ）、空腹
血糖（ＦＰＧ）、甘油三酯（ＴＧ）、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

表２　代谢组分、超敏Ｃ反应蛋白与肱踝脉搏波传导
速度改变率的多元线性回归

变量 Ｂ 标准误 标准系数 Ｐ值 ９５．０％ＣＩ

ＳＢＰ ０．４４１ ０．０１３ ０．４５７ ＜０．００１ ０．４１７～０．４６６
ＤＢＰ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８～０．２０９
ＷＣ －０．２４３ ０．０１７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２７６～－０．２０９
ＦＰＧ １．３８３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１４８～１．６１８
ＴＧ ０．７３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０．５１３～０．９６４
ＨＤＬ －０．２４３ ０．５３９ －０．００５ ０．６５３ －１．３００～０．８１５
ｈｓＣＲＰ ０．１７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２～０．２４５

　　注：ＳＢＰ为收缩压；ＤＢＰ为舒张压；ＷＣ为腰围；ＦＰＧ为空腹血糖；ＴＧ
为甘油三酯；ＨＤＬ为高密度脂蛋白；ｈｓＣＲＰ为超敏Ｃ反应蛋白。

２３　代谢组分与超敏 Ｃ反应蛋白及脉搏波传导速度
的关系　根据代谢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将代谢组分数
分为４组，即代谢组分０个、１个、２个、３个及以上，观
察各代谢组分组各组中超敏Ｃ反应蛋白及ｂａＰＷＶ值、
ｂａＰＷＶ改变率的情况，结果为随代谢组分数（０、１、２、３
及以上）的增加，ｈｓＣＲＰ、ｂａＰＷＶ值、ｂａＰＷＶ改变率逐
渐增加，Ｆ值分别是８４．０７、１２６．８１、１０１．５８，各组间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代谢组分数与Ｃ反应蛋白及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关系

代谢组分 例数 Ｃ反应蛋白（ｍｇ／Ｌ） ｂａＰＷＶ值（ｃｍ／ｓ） ｂａＰＷＶ改变率（％）

ＭＳ＝Ｏ １３８７ １．０５±０．０７３ １２１８．４１±３．６７ ３．６７±０．２５
ＭＳ＝１ １４５８ １．４５±０．０７５ａ １３０８．３１±４．９２ａ ９．０６±０．３３ａ

ＭＳ＝２ １４９７ １．８７±０．０８２ａｂ １３７５．９１±５．１２ａｂ １２．８５±０．３５ａｂ

ＭＳ＝３及以上 １７８５ ２．２９±０．０７８ａｂｃ １４４３．６４±４．９５ａｂｃ １７．３１±０．３６ａｂｃ

Ｆ值 ８４．０７ １２６．８１ １０１．５８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ＭＳ代谢综合征，ｂａＰＷＶ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ＭＳ＝１、ＭＳ＝２、
ＭＳ＝３与ＭＳ＝０比较，ａＰ＜０．０５；ＭＳ＝２、ＭＳ＝３与 ＭＳ＝１比较：ｂＰ＜
０．０５；ＭＳ＝３与ＭＳ＝２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４　代谢综合征及 Ｃ反应蛋白各组与动脉脉搏波传
导速度的关系　根据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将研究人群
分为代谢综合征组与非代谢综合征组（０，１），将超敏Ｃ
反应蛋白分为３组（１、２、３组即 ｈｓＣＲＰ＜１ｍｇ／Ｌ，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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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Ｐ＝１～３ｍｇ／Ｌ，ｈｓＣＲＰ＞３ｍｇ／Ｌ），分析比较各组与
ｂａＰＷＶ改变率的关系，结果为 ＭＳ组较与非 ＭＳ组
ｂａＰＷＶ改变率明显增高（Ｐ＜０．０１）；ｈｓＣＲＰ三组间
ｂａＰＷＶ改变率有明显差异，ｂａＰＷＶ改变率随 ＣＲＰ增
高而增加（Ｐ＜０．０１）。见图１、图２。

图１　ＭＳ组与非ＭＳ组ＣＲＰ与ｂａＰＷＶ的关系

图２　ＣＲＰ三组与ｂａＰＷＶ的关系

３　讨　论
　　代谢综合征（ＭＳ）与心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共
存［３］，大量研究已提示超敏Ｃ反蛋白（ｈｓＣＲＰ）水平与
ＭＳ及组分密切相关，ｈｓＣＲＰ作为炎性反应的指标，被
认为是与早期动脉粥样硬化关系最密切的炎症标志物

之一［４］；而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是目前公认的早期动

脉硬化弹性功能的指标，是评估动脉僵硬度、反映心血

管危险的信号，随着无创检测手段的发展，在人群中监

测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已成为早期心血管病变的评估

方法［５］；因此在代谢综合征人群中分析 Ｃ反应蛋白与
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对 ＭＳ组分及 ｈｓＣＲＰ的与脉搏波传导速
度的相关性进行临床观察，结果发现除了高密度脂蛋

白、腰围外，收缩压、舒张压、血糖、甘油三酯及 ｈｓＣＲＰ
与ｂａＰＷＶ密切相关；同时发现随代谢组分数的增加，
ｈｓＣＲＰ、ｂａＰＷＶ值、ｂａＰＷＶ改变率明显增加；说明代谢
综合征的主要组分及Ｃ反应蛋白与动脉硬化早期功能
改变有密切联系。分析其机制可能为高血压常引起动

脉内膜损伤，诱导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促进炎症反应

引起ｈｓＣＲＰ浓度升高，从而进一步促进血管内皮细胞
增生、迁移，动脉内膜增厚，引起早期动脉硬化［６］；高血

糖参与ＭＳ患者血管内皮功能的损伤，从而导致血管
内皮增殖因子增加及平滑肌细胞增殖［７］；甘油三酯损

伤血管内皮，可使脂蛋白和其他血浆成分通透性增加，

内皮细胞的平衡调节作用改变，进一步加重动脉硬

化［８］。因此ｈｓＣＲＰ与 ＭＳ组分联合检测，可能为进一
步评估ＭＳ发生早期心血管病变提供依据。

国外文献报道，ｈｓＣＲＰ在３ｍｇ／Ｌ以上者发生 ＭＳ
的风险显著增加，并对未来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预

测价值。Ｆｒｏｈｌｉｃｈ将研究人群按ｈｓＣＲＰ浓度分为３组
（ｈｓＣＲＰ＜１ｍｇ／Ｌ，ｈｓＣＲＰ１～３ｍｇ／Ｌ，ｈｓＣＲＰ＞３ｍｇ／
Ｌ），结果提示 ＭＳ组分多少与 ｈｓＣＲＰ有关［９］；本研究

同样在ＣＲＰ中分３组，结果随 ＣＲＰ的增高 ｂａＰＷＶ改
变率有明显增高，且在ＭＳ组与非ＭＳ组都有差异。分
析本研究中高ｈｓＣＲＰ对 ＭＳ者引起 ｂａＰＷＶ改变率增
高的影响，其发生机制可能为 ＭＳ者机体的脂肪细胞
及巨噬细胞分泌一些细胞因子（白介素与肿瘤坏死因

子）作用于肝细胞，使之分泌 ｈｓＣＲＰ，从而致 ｈｓＣＲＰ
增高，引起炎症反应，进而进一步引起早期动脉硬

化［１０］。由此进一步说明代谢综合征组分及 Ｃ反应蛋
白可作为早期动脉硬化的预测指标。

研究表明脉搏波传导速度（ＰＷＶ）是心血管疾病
患者死亡相关的、很有价值的预测项目，ＰＷＶ值是预
测高血压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高ＰＷＶ值死于
心血管疾患的风险是低值患者的１１．８倍［１１］。许多研

究也已证实，ｂａＰＷＶ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
ｂａＰＷＶ随冠脉病变严重程度而增高，提示 ｂａＰＷＶ是
冠心病冠脉病变程度的一个的预测指标［１２］。分析其

机制可能为动脉粥样硬化损伤血管内皮功能，增加动

脉管壁胶原纤维含量，进而使弹性纤维断裂导致动脉

弹性降低及动脉硬化［１３］。本研究提示 ｂａＰＷＶ随 ＭＳ
组分及ｈｓＣＲＰ增加而增高，提示随 ＭＳ及 ｈｓＣＲＰ的
加重，动脉弹性功能随之改变。由此说明在 ＭＳ中检
测ｈｓＣＲＰ及评估ｂａＰＷＶ，有预测ＭＳ发生心血管事件
风险程度的意义。

综上本研究表明了 ＭＳ及 ｈｓＣＲＰ与 ｂａＰＷＶ的密
切关系，因此，联合检测 ＭＳ者 ｈｓＣＲＰ与 ｂａＰＷＶ对预
测及评估早期动脉硬化有一定的价值。由于 ｈｓＣＲＰ
与炎症反应及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ｂａＰＷＶ已作为早
期动脉硬化功能检测的指标，许多资料建议将 ｈｓＣＲＰ
作为ＭＳ及心血管病变预测指标［１４］，将ｂａＰＷＶ作为早
期心血管病变的监测项目［１５］。本研究也提示 ｈｓＣＲＰ
可作为进一步监测 ＭＳ及并发早期动脉硬化功能检测
的指标。因此联合检测ＭＳ组分、ｈｓＣＲＰ与ｂａＰＷＶ可
能对ＭＳ及早期心血管病的防治提供新的途径；目前
有关 ｈｓＣＲＰ参与 ＭＳ引起早期动脉硬化发生的机制
及干预方法还不明确，有待于在今后进一步的前瞻性

研究中加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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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早期高危宫颈癌术后辅助放化疗１０７例临床分析
李玉芝，杨霞，王丽华，刘红丽，杨瑞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高危宫颈癌术后不同时间辅助放化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１０７例早期宫
颈癌术后具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根据其术后开始同步放化疗的时间将其分为３组，Ａ组≤３周，３周＜Ｂ组≤７周，
Ｃ组＞７周。化疗每３周一次，共４周期。方案：紫杉醇 ＋顺铂。放疗于化疗第一疗程结束日开始，采用６ＭＶＸ
线盆腔前后矩形野对照，髂总淋巴结阳性者加腹主动脉旁野，盆腔中心剂量ＤＴ４５００～５０００ｃＧｙ。结果　骨髓抑
制发生率３组分别为：５４．８％，４６．８％，４８．２％（χ２＝１．１３，Ｐ＝０．８９）。消化道反应发生率３组分别为：４８．３％，
３１．９％，２７．５％（χ２＝６．３５，Ｐ＝０．１７）。其中 Ａ组有４例不完全性肠梗阻，与 Ｂ组、Ｃ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０．１８７，Ｐ＝０．００６）。３组膀胱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７７．４％，７８．７％，７５．８％（χ２＝０．４２，Ｐ＝０．９８）。３组局
部复发率分别为：６．４％（２／３１），６．３％（３／４７），２４．１％（７／２９）（χ２＝６．６７２，Ｐ＝０．０３６）。远处转移率分别为：６．４％
（２／３１），４．２％（２／４７），１０．３％（３／２９）（χ２＝１．０８８，Ｐ＝０．０５８）。３年无瘤生存率３组分别为：８７．１％（２８／３１），
８７．２％（４１／４７），６５．５％（１９／２９）（χ２＝７．７７４，Ｐ＝０．０２１）。结论　早期宫颈癌术后具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术后及时
给予同步放化疗，可以提高３年无瘤生存率，降低盆腔复发率；但术后过早开始放化并不能进一步提高疗效，反而
增加远期肠道反应。

关键词：宫颈肿瘤；根治术；术后辅助治疗；同步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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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４５００－５０００ｃＧ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ＢａｎｄＣｗａｓ５４．８％，４６．８％ ａｎｄ
４８．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χ２＝１．１３，Ｐ＝０．８９）．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ＢａｎｄＣｗａｓ４８．３％，
３１．９％ ａｎｄ２７．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χ２＝６．３５，Ｐ＝０．１７）．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ｕｐ
Ａ，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χ２＝１０．１８７，Ｐ＝０．００６）．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ＢａｎｄＣｗａｓ７７．４％，７８．７％ ａｎｄ７５．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χ２＝０．４２，Ｐ＝
０．９８）．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ＢａｎｄＣｗａｓ６．４％（２／３１），６．３％（３／４７）ａｎｄ２４．１％（７／２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χ２＝６．６７２，Ｐ＝０．０３６）．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ｔ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ｗａｓ６．４％（２／３１），４．２％（２／４７）ａｎｄ１０．３％（３／２９），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χ２＝７．７７４，Ｐ＝０．０２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ｒａｄｉｃ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ｃａｎｐｒｏｌｏｎｇｔｈｅ３ｙｅ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
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ｔｕｍｏｒ．Ｔｈｅｕｎｔｉｍｅｌ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ｌｌｌｅａｄｔｏｍｏｒ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ｇａｓｔｒｏ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ｎｏ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Ｒａｄｉｃ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ｎ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宫颈癌根治术是早期宫颈癌的标准治疗方法，但
术后的疗效与其是否具有高危因素有关。研究认为术

后具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术后给予同步放化疗能够提

高生存率，降低局部复发率［１２］。但术后同步放化疗尚

无统一标准，术后放化疗开始的时间以及化疗的方案

等［３４］均不一致。本文将对１０７例早期宫颈癌术后具
有高危因素的患者不同时间给予同步放化疗的疗效及

毒副反应情况作一报道。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１０年６月于我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妇科一
病区

通讯作者：李玉芝，Ｅｍａｉｌ：ｌｉｙｕｚｈｉ０５１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院行广泛子宫切除 ＋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具有高危
因素的患者１０７例，其中鳞癌９４例，腺癌８例，腺鳞癌
２例，小细胞癌２例，透明细胞癌１例；ＦＩＧＯ分期Ⅰｂ１
２２例，Ⅰｂ２４７例，Ⅱａ２５例，Ⅱｂ１３例，术前行新辅助
化疗２１例。所有患者术后均行放化疗。根据术后行
放化疗开始的时间分为 ３组：Ａ组≤３周（３１例），３
周＜Ｂ组≤７周（４７例），Ｃ组＞７周（２９例），３组病例
的临床资料见表１。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手术治疗　所有患者均行广泛全子宫切除（和
或单附件、双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腹主动脉
旁淋巴结清扫，术后尿管１２～１４ｄ拔除，盆腔引流管，
引流量＜５０ｍｌ／２４ｈ拔除，术前新辅助化疗：紫杉醇＋
顺铂１～２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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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术后同步放化疗　术后放疗于化疗第１疗程
结束开始。采用盆腔距形野垂直对穿照射，上界达腰

４～５水平，下界达闭孔下缘，两侧达骨盆外侧缘２ｃｍ，
髂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阳性者加延伸野，剂量 ＤＴ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ｃＧｙ。化疗方案：紫杉醇 ＋顺铂（紫杉醇
１３５ｍｇ／ｍ２，顺铂５０ｍｇ／ｍ２），３周为１个疗程，共４个
疗程。每疗程化疗结束后给予粒细胞刺激因子２００μｇ
１次／ｄ，连续３ｄ。

表１　３组早期宫颈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４０ ≥４０
临床分期

Ⅰｂ１ Ⅰｂ２ Ⅱａ Ⅱｂ
组织学类型

鳞癌 非鳞癌

病理分期

Ⅰ Ⅱ Ⅲ
Ａ组 ３１ １０ ２１ ７ １３ ７ ４ ２８ ３ ５ ２１ ５
Ｂ组 ４７ １８ ２９ ９ ２０ １２ ６ ４０ ７ ４ ３６ ７
Ｃ组 ２９ ９ ２０ ６ １４ ６ ３ ２６ ３ ２ １９ ８
χ２值 ０．５２ ０．５８ ０．６０ ３．５７
Ｐ值 ０．７７ １．０ ０．７４ ０．４７

组别 例数
淋巴结转移情况

有 无

肌层浸润情况

＜１／２ ≥１／２
脉管浸润情况

有 无

切缘阳性

有 无

术前化疗

有 无

Ａ组 ３１ １５ １６ １２ １９ ３ ２８ １ ３０ ７ ２４
Ｂ组 ４７ １５ ３２ １８ ２９ ６ ４１ １ ４６ ９ ３８
Ｃ组 ２９ １１ １８ １３ １６ ２ ２７ ０ ２９ ５ ２４
χ２值 ２．１５ ０．３６ ０．６９ ０．８８ ０．２８
Ｐ值 ０．３４ ０．８４ ０．７１ ０．６４ ０．８７

１３　随访　所有患者治疗结束１年内２～３个月复查
１次，１年后３～６个月复查１次，随访截止日期２０１３
年８月，随访时间３６～６４个月。随访方式：采用门诊
复查和电话随访。复查内容：血 ＳＣＣ、妇科检查、盆腔
彩超、腹部ＣＴ、ＴＣＴ、ＰＥＴＣＴ。
１４　毒副反应及疗效观察　根据国际标准评估胃肠
道反应和泌尿系反应以及骨髓抑制。观察３年复发和
转移率，评估３年无病生存率（ＰＥＳ）。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疗效　１０７例中盆腔复发１０例，阴道复发２例，
肺转移２例，纵隔淋巴结转移４例，胸水１例。３组局
部复发率分别为：Ａ组 ６．４％（２／３１），Ｂ组 ６．３％（３／
４７），Ｃ组２４．１％（７／２９），Ｃ组的局部复发率明显高于
前两组（χ２＝６．６７２，Ｐ＝０．０３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远
处转移率３组分别为：Ａ组６．４％（２／３１），Ｂ组４．２％
（２／４７），Ｃ组 １０．３％（３／２９），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０５８，Ｐ＝０．０５８）；３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Ａ组
８７．１％（２８／３１），Ｂ组８７．２％（４１／４７），Ｃ组６５．５％（９／
２９），Ａ组与Ｂ组明显高于Ｃ组，χ２＝７．７７４，Ｐ＝０．０２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Ａ组与 Ｂ组比较：局部复发率

（χ２＝０．００１，Ｐ＝１），远处转移（χ２＝０．００１，Ｐ＝１），无
病生存率（χ２＝０．００３，Ｐ＝０．９５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２。
２２　毒副反应　３组骨髓抑制的复发率分别为：
５４．８％、４６．８％、４８．２％（χ２＝１．１３４，Ｐ＝０．８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且大多数为Ⅰ～Ⅱ级，经过对症处理后并
不影响治疗。胃肠道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４８．３％、
３１．９％、２７．５％（χ２＝６．３５，Ｐ＝０．１７），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义，但Ａ组中出现了４例不完全性肠梗阻，其中２例
经禁食、胃肠减压、抗炎补液治疗后缓解，另２例反复
多次出现，经对症以及中医治疗后缓解，与 Ｂ组、Ｃ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１７，Ｐ＝０．００４）。泌尿
系反应３组分别为７７．４％、７８．７％、７５．８％（χ２＝０．４２，
Ｐ＝０．９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表２　３组早期宫颈癌患者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
及３年无瘤生存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局部复发率 远处转移率 无瘤生存率

Ａ ３１ ６．４（２／３１） ６．４（２／３１） ８７．１（２８／３１）
Ｂ ４７ ６．３（３／４７） ４．２（２／４７） ８７．２（４１／４７）
Ｃ ２９ ２４．１（７／２９） １０．３（３／２９） ６５．５（１９／２９）
χ２值 ６．６７２ １．０８８ ７．７４３
Ｐ值 ０．０３６ ０．５８ ０．０２１

表３　３组早期宫颈癌患者毒副反应情况

组别 例数
胃肠道反应

无 Ⅰ～Ⅱ Ⅲ
远期肠道反应

（不完全性肠梗阻）

骨髓抑制

无 Ⅰ～Ⅱ Ⅲ～Ⅳ
膀胱反应

无 Ⅰ～Ⅱ Ⅲ
Ａ组 ３１ １５ １２ ３ ４ １４ １５ ２ ７ ２２ ２
Ｂ组 ４７ ３２ １３ ２ ０ ２５ １９ ３ １０ ３５ ２
Ｃ组 ２９ １９ ８ ２ ０ １５ １１ ３ ７ ２１ １
χ２值 ６．３５ １０．１８７ １．１３ ０．４２
Ｐ值 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８９ ０．９８

３　讨　论
３１　早期高危宫颈癌术后不同时间同步放化疗的疗
效　随着我国医疗投入的增加，全民医保的实施以及
人民健康意识的提高，肿瘤筛查和健康体检日益普及，

宫颈癌早期发现成为可能，更多的早期宫颈癌患者将

获得手术机会。然而，宫颈癌根治术后的疗效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宫颈癌根治术后的不良预后

影响因素有：淋巴结阳性、手术切缘阳性、宫旁组织阳

性、肿瘤直径＞４ｃｍ，宫颈深肌层浸润、脉管内有癌栓。
有以上高危因素者则增加了复发和转 （下转第１２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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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沙利度胺联合化疗治疗白血病临床疗效研究
何牧卿，何牧群，林晓骥

摘要：目的　探讨研究沙利度胺联合化疗治疗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疗效以及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受体（ＶＥＧＦＲ）、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ｂＦＧＦ）、骨髓微血管密度（ＭＶＤ）的影响。方法　将符合标
准的４５例急性白血病患者分成观察组（２４例）和对照组（２１例），每组均进行常规化疗，观察组同时口服沙利度
胺１００ｍｇ／ｄ。取患者血浆，使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治疗前后２组患者ＶＥＧＦ、ＶＥＧＦＲ、ｂＦＧＦ以及 ＭＶＤ水平以及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比较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ＶＥＧＦ、ＶＥＧＦＲ与 ＭＶＤ分别为（２１２．８±
３６．２）ｐｇ／ｍｌ、（１７６５．４±３３８．１）ｐｇ／ｍｌ、（８．３１±１．５５）ｎ／ＨＰ，与对照组的（２８９．０±３１．７）ｐｇ／ｍｌ、（１３５９．９±３９２．８）
ｐｇ／ｍｌ、（１４．２１±２．７４）ｎ／ＨＰ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的ｂＦＧＦ分别为（２．１０±０．１９）ｐｇ／ｍｌ与
（２．１２±０．２９）ｐｇ／ｍ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消化道反应与神经系统症状发生率显著性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结论　沙利度胺通过抑制患者体内ＶＥＧＦ的表达与减少ＭＶＤ而达到治疗急性白血病的目的，值
得临床推广并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沙利度胺；急性白血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骨髓微血管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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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白血病是造血干细胞的克隆性恶性疾病，其
发病机理是白血病细胞的大量增殖而抑制患者正常造

血。在急性白血病发病时，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会大

量增殖，随后随血液循环浸润到机体的其他器官中，抑

制机体的正常造血。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症状主要包括

贫血、出血以及肝脾肿大等。急性白血病严重危害着

人类的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目前，根治急性白血病

的最有效手段为造血干细胞移植，但由于该方法治疗

费用昂贵且干细胞难以获得，无法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因此临床上治疗急性白血病的主要方法是化疗［１］。随

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方案与手

段也不断增多，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急性白血病患者

不能治愈或易于复发。因此如何逆转白血病细胞的多

药耐药成为目前治疗白血病的一个热点问题。由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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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生成在急性白血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

此抗血管生成称为一种新的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手

段［２］。肿瘤血管生成的过程有多种细胞因子的参与，

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ＶＥＧ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
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ＶＥＧＦＲ）、碱性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Ｂａｓｉｃ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ＦＧＦ）等。
肿瘤细胞不仅自身能够分泌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同时

也能够诱导机体自身分泌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当血管

生成促进因子的生成量大于血管生成抑制因子时，肿

瘤中的新生血管便开始生成。沙利度胺又称为酞胺哌

啶酮或反应停，是一种谷氨酸衍生物。研究表明，沙利

度胺具有抗血管生成作用，目前已经用于多种实体瘤

的治疗中并取得较好疗效［３］。本次研究采用沙利度胺

联合化疗治疗急性白血病，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
收治的急性白血病患者４５例，其中男性２５例，女性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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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１７～６８岁，平均年龄（５５．４±９．１）岁，病程
１．０～２．１年，平均病程（１．５±０．８）年。所有患者均为
初发急性白血病，且经过骨髓流式细胞学、免疫分型、

骨髓活检以及染色体、融合基因等检查确诊。在所有

４５例患者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１６例，其中Ｌ１
４例，Ｌ２９例，Ｌ３３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２９例，
其中Ｍ２１６例，Ｍ３８例，Ｍ４３例，Ｍ５２例。在患者充
分知情的前提下，根据患者自身意愿将４５例患者分为
２组，观察组２４例，其中男性１３例，女性１１例，年龄
２４～６８岁，平均年龄（５７．６±９．５）岁，病程１．０～１．８
年，平均病程（１．４±０．７）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
者８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１６例。对照组２１例，
其中男性１２例，女性９例，年龄１７～６５岁，平均年龄
（５４．１±８．９）岁，病程１．１～２．１年，平均病程（１．６±
１．０）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８例，急性髓细胞白
血病患者１３例。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临床症状、白
血病等基本资料方面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同期选择２０例健康志愿者作为
健康对照组，健康对照组均为在我院体检健康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口服沙利度胺４个月，口
服剂量为１００ｍｇ／ｄ。在口服沙利度胺的同时进行４个
疗程的化疗治疗，根据患者白血病分类的不同采用不

同的化疗方案：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采用 ＶＤＣ／
ＬＰ方案［柔红霉素４５ｍｇ／（ｍ２·ｄ），ｄ１～ｄ３；环磷酰胺
６００ｍｇ／（ｍ２·ｄ），ｄ１；长春新碱２ｍｇ，ｄ１、ｄ８；强的松６０
ｍｇ／（ｍ２·ｄ），ｄ１～ｄ１４；左旋门冬酰胺酶 ６０００Ｕ／
（ｍ２·ｄ），ｄ３～ｄ１２］；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采用 ＩＡ
方案［去甲氧柔红霉素１０ｍｇ／（ｍ２·ｄ），ｄ１～ｄ３；阿糖
胞苷１５０ｍｇ／（ｍ２·ｄ），ｄ１～ｄ７］，其中Ｍ３患者采用反
式维甲酸／三氧化二砷加去甲氧柔红霉素进行治疗［反
式维甲酸１０ｍｇ／（ｍ２·ｄ），ｄ１～ｄ１４；三氧化二砷 １０
ｍｇ／（ｍ２·ｄ），ｄ１～ｄ１４；去甲氧柔红霉素４５ｍｇ／（ｍ２·
ｄ），ｄ１～ｄ３］。在治疗过程中，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给
予对应药物进行对症治疗。

１２２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进行４个疗程的化疗治
疗，化疗治疗的方案与观察组相同。在进行化疗治疗

的同时，患者不给予沙利度胺进行治疗。在治疗过程

中，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给予对应药物进行对症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在治疗进行８周后，于清晨
空腹采集血液５ｍｌ，使用肝素进行抗凝，离心后，取上
层血浆２ｍｌ，保存于－２０℃冰箱内。健康对照组于体
检当天清晨空腹采集血液５ｍｌ，处理方法与患者血液
处理方法相同。使用美国 Ｒ＆Ｄ公司生产的试剂盒对
观察组、对照组以及健康对照组血浆样品中 ＶＥＧＦ、
ＶＥＧＦＲ、ｂＦＧＦ含量进行测定，采用双抗体夹心 ＥＬＩＳＡ
法，具体操作方法严格按照试剂盒上的说明进行。

收集患者的骨髓活组织标本，采用常规 ＨＧＦ进行
染色，然后进行 ＭＤＶ计数。具体计数方法为：首先找
到被染色的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簇，若其与相邻的白

血病细胞、骨小梁或微血管能明显分开，则将其作为一

个能计数的微血管，选取整张切片中血管最丰富的３
个不相连区域，进行３次计数，然后取其平均值作为其
ＭＤＶ值。

记录患者在治疗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数据处理
软件进行资料分析，计量数据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观察组、对照组与健康组血浆中 ＶＥＧＦ、ＶＥＧＦＲ、
ｂＦＧＦ含量测定结果　测定结果如表１所示。在治疗
前，观察组患者ＶＥＧＦ、ＶＥＧＦＲ、ｂＦＧＦ值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
的ＶＥＧＦ、ＶＥＧＦＲ、ｂＦＧＦ值均显著高于健康组（Ｐ＜
０．０５）。在治疗８周后，观察组ＶＥＧＦ值则显著低于治
疗前（Ｐ＜０．０５）且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
与对照组ＶＥＧＦ值显著高于健康组（Ｐ＜０．０５）。观察
组ＶＥＧＦＲ值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且显著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与健康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照组 ＶＥＧＦＲ值显著低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而显著高于健康组（Ｐ＜０．０５）。观察组ｂＦＧＦ值
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对照组ｂＦＧＦ值显著低于
治疗前（Ｐ＜０．０５），观察组、对照组与健康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３组治疗前后血浆中ＶＥＧＦ、ＶＥＧＦＲ、ｂＦＧＦ检测
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２４ ＶＥＧＦ（ｐｇ／ｍｌ） ３９０．７±２４１．３ａ ２１２．８±３６．２ａｂｃ

ＶＥＧＦＲ（ｐｇ／ｍｌ） ２５０１．３±１２７７．６ａ １３５９．９±３９２．８ｂｃ

ｂＦＧＦ（ｐｇ／ｍｌ） ２．４５±０．２９ａ ２．１０±０．１９ｃ

对照组 ２１ ＶＥＧＦ（ｐｇ／ｍｌ） ３２０．１±１７７．６ａ ２８９．０±３１．７ａ

ＶＥＧＦＲ（ｐｇ／ｍｌ） ２３６３．５±１１０９．０ａ １７６５．４±３３８．１ａｃ

ｂＦＧＦ（ｐｇ／ｍｌ） ２．４３±０．３５ａ ２．１２±０．２９ｃ

健康组 ２０ ＶＥＧＦ（ｐｇ／ｍｌ） １２１．９±２９．３
ＶＥＧＦＲ（ｐｇ／ｍｌ） １１３０．８±３２４．７
ｂＦＧＦ（ｐｇ／ｍｌ） １．８５±０．４６

　　注：与健康组比较，ａ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与治疗前
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ＭＤＶ检测结果比较　
结果如表２所示。在治疗前，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
者ＭＤＶ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 ＭＤＶ值均显著低于治疗
前（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ＭＤＶ值显著低于对照组
患者（Ｐ＜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比较　对所有患者治疗后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记录。
结果表明，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消化道

反应、神经系统症状、白细胞减少、血红蛋白降低、血小

板减少。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

果如表３所示，观察组消化道反应与神经系统症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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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他不良反应２组
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急性白血病患者治疗前后ＭＤＶ检测
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２４ ２２．４８±１．６３ ８．３１±１．５５ ３０．８６ ＜０．０５
对照组 ２１ ２３．２１±１．８０ １４．２１±２．７４ １２．５８ ＜０．０５
ｔ值 １．４３ ９．０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２组急性白血病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消化道反应 神经系统症状 白细胞减少 血红蛋白降低 血小板减少

观察组 ２４ １２（５０．０） １４（５８．３） １８（７５．０） １０（４１．７） ９（３７．５）
对照组 ２１ ４（１９．０） ６（２８．６） １６（７６．２） １１（５２．４） ９（４２．９）
χ２值 ４．６８ ４．０２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由于骨髓移植临床费用昂贵且骨髓来源非常有
限，因此目前临床上化疗仍然是治疗急性白血病的主

要方法［４］。虽然采用化疗方法能够使一部分患者的病

情得到缓解，但是仍然有相当部分患者的病情得不到

控制或易于复发［５］。因此需要采用新的治疗方法对急

性白血病进行治疗以提高患者的存活率与生存质量。

近年来研究发现，白血病细胞的生长、浸润与转移

和血管生成关系密切，同时白血病细胞自身能够分泌

ＶＥＧＦ、ｂＦＧＦ等血管生成调控因子以促进血管生成［６］，

因此抗血管生成有望成为治疗急性白血病的一个靶

点。沙利度胺最初用于妊娠止吐，近年来发现其对血

管新生有抑制作用，具有抗肿瘤的潜能。沙利度胺可

以通过抑制急性白血病的血管新生从而对急性白血病

产生治疗作用［７］。

ＶＥＧＦ、ｂＦＧＦ等血管生成调控因子具有很强的促
血管生成作用，特别是由于白血病细胞能够主动分泌

ＶＥＧＦ、ｂＦＧＦ等，因此 ＶＥＧＦ、ｂＦＧＦ很有可能为急性白
血病血管新生的主要调控因子［８］。ＶＥＧＦ在患者的体
内不仅能够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通过新生血管

为肿瘤提供营养和氧，排出肿瘤的代谢物，为肿瘤的生

长提供有利的环境，促进肿瘤的生长与浸润，同时，

ＶＥＧＦ自身也能够直接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因此在
白血病患者的体内，ＶＥＧＦ的水平对于白血病的发生
发展十分重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用 ＶＥＧＦ的
水平表征患者的治疗效果。在本次研究中，治疗后

ＶＥＧＦ水平显著性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说明沙利度
胺对于ＶＥＧＦ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２组患者
治疗后 ＶＥＧＦ水平仍然显著性高于健康组（Ｐ＜
０．０５），其可能的原因是患者自身的状态、化疗引起的
炎症刺激、贫血等诱导自身组织细胞主动分泌 ＶＥＧＦ，
因此采用沙利度胺进行治疗后ＶＥＧＦ何时能够下降到
正常水平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临床观察。观察组与对照

组患者在治疗后 ｂＦＧＦ水平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可能的原因是沙利度胺对于ｂＦＧＦ的抑
制作用不明显［９］。沙利度胺在急性白血病中的治疗作

用主要可能有以下一个方面：①沙利度胺能够抑制
ＴＮＦα、白介素以及 ＧＭＣＳＦ在机体内的生成；②通过

调节机体体内Ｔｈ与 Ｔｓ的量，从而起到调节 Ｔ淋巴细
胞的作用；③对整合素的抑制作用；④直接抗新生血管
生成；⑤抑制增殖作用于促进凋亡作用。

在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ＭＶＤ均显著低于治疗
前（Ｐ＜０．０５），而观察组ＭＤＶ减少程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该结果说明沙利度胺治疗急性白血病
可能与抑制骨髓血管新生有关。白血病细胞能够主动

表达ＶＥＧＦ，其不仅能够促进血管生成，同时也能促进
白血病细胞的增殖，促进白血病细胞的生长。ＶＥＧＦ
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白血病细胞凋亡，并能促进其增殖、

浸润与转移，加速白血病在患者体内的发展过程。骨

髓微血管数量多的患者 ＶＥＧＦ水平也高，因此通过抑
制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微血管的数量，能够有效抑制

患者体内ＶＥＧＦ的表达，从而达到治疗目的［１０］。

本次研究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不良反应主要

是消化道反应、神经系统症状、白细胞减少、血红蛋白

降低、血小板减少。结果表明，观察组消化道反应与神

经系统症状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他
不良反应２组患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沙利度胺通过抑制患者体内 ＶＥＧＦ的
表达与减少ＭＶＤ而达到治疗急性白血病的目的。在
本次研究中，沙利度胺的剂量为１００ｍｇ／ｄ，在实际临
床治疗中，沙利度胺的用量与用药时间需要进一步研

究与临床观察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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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６８例高龄肠梗阻诊治分析
解福臣

摘要：目的　探讨高龄肠梗阻患者临床特点及有效的治疗方法。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４年２月急诊外
科收治６８例高龄肠梗阻患者，手术治疗组５６例，保守治疗组１２例，观察２组临床症状和发生并发症、病死、治愈
的情况。结果　６８例患者总并发症发生率４１．１８％，总病死率２０．５９％，总治愈率７９．４１％。手术治疗组并发症
２３例，保守治疗组并发症５例；手术治疗组病死１０例，有合并症死亡９例，保守治疗组病死４例，有合并症死亡３
例，有６０例患者合并１种或１种以上其他疾病，有合并症与无合并症治疗结果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中７例死于多器官功能障碍，４例死于心肌梗死，２例死于呼吸功能衰竭，１例术后死于肺栓塞。５例出
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其中２２例出现２个或２个以上器官功能障碍。３例切口感染，１
例切口部分裂开，６例肺部感染，均经过积极对症治疗治愈出院。结论　掌握高龄肠梗阻患者临床特点，全面采
集病史，严密观察病情，恰当辅助检查，综合认真分析，是早期诊断和成功治疗高龄肠梗阻的关键，采取积极主动

的综合治疗，加强围手术期处理。年龄不是决定是否手术治疗的主要因素，选择恰当的手术时机及手术治疗方式

是主要因素之一，加强术后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提高治愈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

关键词：高龄肠梗阻；外科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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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我国高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高龄肠梗阻发
病率明显增高，治疗不及时容易引起全身性病理生理

改变，特别是伴有其他系统疾病高龄患者，由于其各个

系统功能减退，易导致漏诊和误诊［１］。高龄肠梗阻是

急诊外科最常见的急腹症之一，由于基础病多、病情变

化快，病死率较高，所以对高龄肠梗阻早期诊断、及时

治疗至关重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文收集我科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１４年
２月收治高龄肠梗阻患者６８例，年龄７０～１０１岁，平均
８０．６岁，男性３０例，女性３８例。典型病例的临床表现
为腹痛、腹胀、呕吐、肛门停止排气排便。查体时腹部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

可触及包块、胃肠蠕动波，肠鸣音亢进或减弱，甚至消

失。多数患者经过一项或多项辅助检查包括腹部 ＣＴ、
腹部立位平片、电子结肠镜、肠系膜血管造影、泛影葡

胺造影等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像学改变。血液系统检查

有：血常规、生化常规、心功能、脑钠肽、内毒素、降钙素

原等。本组６８例患者均符合诊断为肠梗阻。根据患
者临床表症状、查体、辅助检查及手术得以确诊。肿瘤

性肠梗阻２０例（结肠肿瘤１２例，直肠肿瘤８例），嵌顿
性疝１８例（斜疝１１例，股疝７例），粘连性肠梗阻１６
例，肠扭转患者６例，肠系膜血管性病变５例，阑尾穿
孔患者３例。６０例中患１种或１种以上的不同类型并
发症，其中高血压病３０例，２型糖尿病２８例，冠心病
２６例，肾功能不全１０例，肝功能不全１０例，脑血管疾

·２０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病后遗症８例，呼吸系统病变１８例（慢性支气管炎、肺
气肿、支气管哮喘、肺炎），低蛋白血症２４例，重度贫血
５例，前列腺增生１８例。
１２　治疗方法　本组６８例患者均符合诊断为肠梗
阻，入院后均予以胃肠减压，５６例行手术治疗，１２例行
保守治疗，６例术后因呼吸功能障碍留置气管插管、呼
吸机应用，１～３ｄ内得到改善后拔除气管插管。２０例
肠道肿瘤：结肠癌１２例，其中７例行Ｈａｒｔｍａｎｎ术，１例
因肾功能衰竭死亡，４例术中清洁灌肠后再行根治术，
１例家属放弃治疗后死亡；直肠癌８例，４例行结肠癌
根治术Ｈａｒｔｍａｎｎ术式，１例２期肠造口关闭，１例因心
功能衰竭病死，另３例行 Ｄｉｘｏｎ术，１例身体极差拒绝
手术自动出院。１８例嵌顿性疝（斜疝 １１例，股疝 ７
例）：１１例斜疝嵌顿，４例因小肠坏死行坏死小肠切
除＋疝囊高位结扎术（其中１例９６岁高龄患者痊愈出
院），６例行疝囊结扎 ＋无张力疝修补术（其中１例９２
岁高龄患者痊愈出院），１例左侧斜疝嵌顿后还纳取消
手术治疗；７例股疝嵌顿，３例行坏死小肠切除 ＋疝囊
高位结扎术，４例行无张力修补术（其中１例９２岁高
龄患者痊愈出院）。１６例粘连性肠梗阻：９例保守治
疗；７例手术治疗，其中４例行肠粘连松解术，３例行肠
粘连松解＋部分小肠切除术。６例肠扭转行剖腹探查
术：４例行坏死小肠切除术（其中１例１０１岁高龄痊愈
出院），２例行乙状结肠扭转复位＋固定＋肠系膜缩短
术。５例肠系膜血管病变行剖腹探查术：４例行坏死小
肠切除术，１例全小肠坏死术中死亡。３例阑尾穿孔合
并肠梗阻解除梗阻后附加阑尾切除术。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的统计
学方法，定性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显著性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

２　结　果
　　６８例中发生并发症 ２８例，并发症发生率
４１．１８％；死亡１４例，总病死率２０．５９％，其中７例死于
多器官功能障碍（术后６例），４例死于心肌梗死（术后
２例），２例死于呼吸功能衰竭（术后１例），１例术后死
于肺栓塞。治愈５４例，总治愈率７９．４１％，手术治疗
组５６例中发生并发症２３例，保守治疗组１２例中并发
症５例；手术治疗组病死１０例，有合并症死亡９例，保
守治疗组病死４例，有合并症死亡３例，有６０例患者
合并１种或１种以上其他疾病，伴有合并症与无合并
症治疗结果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
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其中２２例出现２个或２个以上器官功能障碍。３例切
口感染，１例切口部分裂开，６例肺部感染，均经过积极
对症治疗治愈出院。

３　讨　论
　　肠梗阻是各种原因引起的肠内容物不能正常通过
的一组临床症候群，其临床症状以腹痛、腹胀、呕吐、便

闭为主要特征。伴随我国高龄人口的增加，高龄肠梗

阻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是急诊外科最常见的急腹症

之一。按病因可分为：机械性、动力性和血运性肠梗

阻。黄秉一［２］研究认为：机械性肠梗阻是高龄肠梗阻

临床最常见的病因类型。肠道肿瘤又是引起高龄肠梗

阻的最常见原因，其次是肠粘连、嵌顿疝等［３４］，本组

６８例高龄肠梗阻病因中：肠道肿瘤 ２０例，发病率最
高，其次为嵌顿性疝 １８例，再次为粘连性肠梗阻 １６
例，本组病例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无明显

差异。对高龄肠梗阻患者病因首先考虑为肠道肿瘤，

因为癌性梗阻是一个慢性渐进的过程，从隐匿发病到

出现典型梗阻症状需要一个过程［５］，对肠道肿瘤引起

的高龄肠梗阻一般以手术治疗为主，因为保守治疗只

能暂时缓解症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肠梗阻的病因，本

组２０例肠道肿瘤中１８例手术治疗，疗效满意，与文献
报告［６］基本一致。

高龄患者反应迟钝，对疼痛刺激反应不敏感，往往

缺乏典型的主诉及腹部体征，造成高龄肠梗阻患者误

诊率、漏诊率、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都较成人偏高，

费军等［７］研究认为，双源螺旋 ＣＴ对高龄肠梗阻患者
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同时能发现肠外及腹部其他脏器

病变情况，有利于肿瘤分期，螺旋 ＣＴ检查对高龄肠梗
阻手术时机的把握有一定指导意义，这与李阳等［８］学

者研究一致，因此，在患者病情允许下，要积极行腹部

ＣＴ检查，本组１２例结肠癌中有１１例是通过腹部 ＣＴ
发现的，８例直肠癌经过腹部ＣＴ检查进一步明确肿瘤
与周围组织浸润情况，５例肠系膜血管病变３例通过
肠系膜血管造影确诊，利于手术治疗。对高龄肠梗阻

患者除常规检查腹部外，要常规行肛门直肠指检，本组

８例直肠癌中有７例是通过肛门指检发现的。另外常
规体检双侧腹股沟区十分必要，本组１８例嵌顿性疝是
通过体检确诊的，无漏诊病例。由嵌顿性疝引起高龄

肠梗阻均应积极手术治疗，本组除１例自行还纳外，１７
例均采取手术治疗。随着腹部手术的增加，术后粘连

性肠梗阻发病率明显增多，且多见于小肠梗阻，由于手

术治疗再次增加腹腔粘连机会，一般多采取非手术治

疗，本组１６例粘连性肠梗阻中９例采取保守治疗，６
例先期保守治疗后转手术治疗，１例１０１岁高龄患者
急诊行坏死小肠切除术痊愈出院。

高龄肠梗阻患者常出现水电解质和体液的大量丧

失，引起肠壁的血液循环降低，由于其机体代偿能力

差，更易发生肠壁缺血、坏死、穿孔等，严重者更容易出

现休克、脓毒血症和死亡等临床表现［９］。高龄肠梗阻

的治疗主要是针对肠梗阻所引起的病理生理紊乱，及

时解除梗阻。保守手术治疗除常规治疗外：如禁食水、

抗感染、抑酸，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失衡、抗休克、改善

微循环、丙氨酰谷氨酰胺、抑制胃肠分泌（奥曲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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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肠等对症治疗。笔者认为胃肠减压置管是临床最常

用的治疗方法之一。对保守治疗的高龄肠梗阻患者，

应用适量大黄胃管内注射有一定疗效，笔者赞同孔燕

凌［１０］研究意见：大黄对抑制细菌易位、保护胃肠道黏

膜和对胃肠道损伤的修复和胃肠功能的恢复有一定作

用，本组１２例非手术治疗的病例中，每日２～３次每次
间隔６～８ｈ注入３８℃温盐水１５ｍｌ＋大黄４ｇ经胃管
缓慢注入，夹闭胃管２ｈ，用３８℃温盐水１００ｍｌ＋大黄
４ｇ，缓慢灌肠保留１ｈ，可重复多次，对低位肠梗阻效
果较好，本组使用大黄病例１０例肠梗阻缓解，２例无
效。对本组先期保守治疗后转手术治疗的患者，也有

一定治疗效果。吴晓尉等［１１］研究认为，静脉给予丙氨

酰谷氨酰胺治疗后，能够显著减轻急性炎症反应，本组

应用丙氨酰谷氨酰胺后，对减轻肠管炎症反应起到一

定作用。

肠梗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病理生理过程，与靳巍

等［１２］学者研究一致。但是对于高龄肠梗阻患者，我们

赞同蔡立志等［１３］研究意见：诊断高龄肠梗阻，要反复

询问病史，详细腹部检查，合理的辅助检查，争取早期

明确梗阻原因，即使急诊手术也要完善术前检查，如：

胃肠减压、抗生素应用、纠正严重贫血、低蛋白血症和

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如并发冠心病、糖尿病、

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时要对症诊治，及时请内科会

诊，以改善重要脏器的功能，稳定内环境，术前准备一

定要尽量做充分［１４］。因为术前充分对患者机体器官

功能及可耐受的手术方式评估，能显著降低高龄患者

手术风险，提高治愈率及生存率［１５］。本组平均术前准

备１４ｈ。手术时机及手术方式的选择：高龄患者手术
耐受性较差，手术治疗应根据患者身体状况、梗阻病因

等情况综合做出决定，首先以解除梗阻、保证生命安全

为主，其次病因治疗。手术时机选择：经过保守治疗无

效者、肿瘤性肠梗阻、绞窄性肠梗阻、嵌顿性疝、腹穿有

血性腹水者等。本组急诊手术２３例，主要根据腹部体
征变化、临床表现、动态腹部立位平片和腹部 ＣＴ，结合
有无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休克征等综合评分
来确定手术指征［１６］。对保守治疗者要严密监护，一般

观察时间不宜超过７２ｈ，对于不能缓解的患者，要果断
采取剖腹探查，手术时应尽量缩短手术时间，选择适当

手术方式等。

对高龄肠梗阻治疗的主要体会：①患者病情变化
快，病死率较高，术前充分与家属沟通，同时积极处理

原发病。②高龄患者常伴多种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脑
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对术后影响大，对急性呼吸衰竭

的患者，术前备好气管插管、呼吸机。③把握手术时
机，一旦出现手术指证，要采取手术治疗，不能因患者

高龄、体质差错过最佳手术时机，手术以迅速、简单、有

效为原则。④高龄患者机体反应差，自觉症状模糊不
清，临床症状往往不明显，对高龄肠梗阻患者治疗上要

采取积极的态度，不应过分强调典型症状。⑤对肿瘤
引起的高龄肠梗阻患者如一般情况尚好，估计能耐受

手术者，应采取Ⅰ期切除。⑥对高龄体质弱患者，尤其
有低蛋白血症、严重贫血者，术中常规做切口减张缝

合，适时皮下引流，术后加强营养，选用有效抗生素，加

强切口换药，争取早期愈合。⑦高龄肠梗阻患者的死
亡原因：一方面是患者并发多脏器功能障碍，另一方面

是由误诊、漏诊，延误手术时机所致。

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要牢牢掌握高龄肠梗阻的临

床特点，采取综合分析，综合治疗，在进一步明确诊断

基础上，选择最佳手术时机及合理手术方式。随着科

学技术发展，高龄不再是决定是否手术治疗的主要因

素，不再成为手术治疗当中的绝对禁忌证［１７］，只有这

样才能提高疗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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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８２例脑卒中后长期卧床者并发医院感染的临床分析
杨珂珂，徐玉梅，陆咏

摘要：目的　分析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并发医院感染的发生率、病死率、病原体种类、病原菌分布及其临床特
点，明确感染的易感因素，为临床积极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病房收治的７３８例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收集整理其临床和实验室资料，计算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对有医院感
染患者进行进一步分析，按照有无易感因素分成２组，并将２组患者相关临床和实验室资料进行比较。结果　
７３８例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中有８２例发生了９６例次医院感染，其中１２例发生了２种及２种以上的感染，感染
的病原体以细菌感染最常见，其次是真菌和病毒感染，感染部位仍以呼吸道最常见，其次为泌尿道。影响感染发

生的因素主要与原发病，住院时间，卧床时间，有无导管及合并症，并发症等有关，脑卒中病情越重，住院时间越

长，卧床时间越长，其感染发生率越高，留置导管是导致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抗生素的滥用是导致真菌感染

的主要因素，合并医院感染的患者经积极治疗后，６５例好转，１７例死亡。结论　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是医院感
染的好发人群，且感染是该类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积极采用综合防治措施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关键词：脑卒中；医院感染；易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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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ｆａ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ｒｏｋｅ；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近年来，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高，在我国，脑
卒中的发病率居世界第一，且脑血管病也已上升为中

国第一大死亡原因，每年新发脑卒中超过２００万，每年
死于脑卒中者约１５０万，幸存者中的致残率为７５％，
其中４０％为重度残疾［１］，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

担和社会问题。许多患者因此长期卧床，而感染又是

加重和导致这类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２］。因此，探讨

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医院感染的临床特点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本研究对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
院收治的８２例合并医院感染的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
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在我院住院的脑卒中后长期卧床的患者，共７３８例，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８１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内科
通讯作者：陆咏，Ｅｍａｉｌ：ｈｘｙｌｙ＠ｓｏｈｕ．ｃｏｍ

其中发生医院感染者８２例，共发生９６例次感染，男性
６０例，女性２２例，年龄５２～９５岁，平均年龄（７８．２±
３．６）岁，卧床时间０．５～６年，平均卧床时间２．７４年，
平均住院日（１８．１３±４．１２）ｄ。其中肢体完全瘫痪、植
物状态的３０人，肢体完全或部分瘫痪，神志清楚者５２
人，深静脉穿刺者２０例，留置胃管者３８例，留置尿管
者３４例，同时留置胃管及导尿管者１６例，所有病例均
符合１９８６年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
议第三次修订标准［３］，并全部经头颅ＣＴ或ＭＲ证实。
１２　医院感染的诊断标准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参照
２００１年卫生部医政司医院感染监控与协调小组制定
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为依据。

１３　分组　按照意识障碍及肌力不同将患者分为轻
度和重度组，轻度组：患者无意识障碍，部分肢体肌

力≥Ⅲ级，但肌力不对称，不能行走；重度组：患者有意
识障碍，肢体肌力均＜Ⅲ级。
１４　研究方法　详细收集病例资料，按照设计要求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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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并发医院感染情况调查

表》，逐项统计与本研究有关的内容。符合上述感染诊

断条件的列入感染组，其余病例归入无感染组（对照

组）。

１５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间率的
比较采用 χ２检验，采用 ｔ检验。数据处理借助 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包协助完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及病原体种类　７３８例患者
有８２例发生医院感染，感染发生率为１１．１％，明显高
于同期我院总体感染率７．３５％，８２例患者共发生９６
例次医院感染，其中１２例患者同时发生２种及２种以
上的感染，９６例次感染的病原体检查结果：细菌感染
５９例次（７２．０％），其中革兰阴性（Ｇ－）细菌 ３９例
（６６．１％）和革兰阳性（Ｇ＋）细菌２０例（３３．１％），病毒
感染 ２０例次（２０．８％），真菌感染者 １７例次（１７．
７％）。
２２　感染的部位　感染的部位由高到低依次为：下呼
吸道感染２８例次（３４．１５％），上呼吸道感染１５例次
（１８．２９％）；泌尿道感染１３例次（１５．８５％）；胃肠道感
染９例次（１０．９８％）；血液感染８例次（９．７５％）；皮肤
和软组织感染４例次（４．８９％），包括坏死型带状疱疹
１例次，局部脓肿１例次；腹腔感染３例次（３．６５％），
浆膜腔感染２例次（２．４４％）。
２３　感染相关临床症状　８２例发生医院感染的患
者，精神萎靡６０例（７３．２％），发热４２例（５１．２％），咳
嗽、咳痰３８例（４６．３％），呼吸困难２７例（３２．９％），尿
色浑浊２０例（２４．４％），腹泻 １５例（１８．３％），皮疹 ３
例（３．６６％）。
２４　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见表１。

表１　感染的标本来源、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病原菌 分类
标本来源

痰 血 尿 粪
例数

构成比

（％）
革兰阴性菌 大肠埃希菌 ５ ０ ４ ０ ９ ９．３８

肺炎克雷伯菌 ６ １ ０ ０ ７ ７．２９
鲍曼不动杆菌 ２ １ ０ ０ ３ ３．１３
阴沟肠杆菌 １ ３ ２ ０ ６ ６．２５
绿脓假单胞菌 ２ ０ ０ ０ ２ ２．０８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１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４
奇异变形杆菌 ２ ０ ２ ０ ４ ４．１７
肠杆菌 ７ ０ ０ ０ ７ ７．２９

革兰阳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２ ０ ０ １ ３ ３．１３
表皮葡萄球菌 ２ １ ２ ０ ５ ５．２１
溶血性葡萄球菌 １ ２ ０ ０ ３ ３．１３
屎肠球菌 ０ ０ ２ ０ ２ ２．０８

溶血性链球菌 ０ ２ ０ ３ ５ ５．２１
肺炎链球菌 ２ ０ ０ ０ ２ ２．０８

真菌 热带假丝酵母菌 ２ ０ ０ ０ ２ ２．０８
白色念珠菌 ３ ４ ３ ０ １０ １０．４２
其他真菌 ３ ０ １ １ ５ ５．２１

病毒 ２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２０．８３
合计 ９６ 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５　影响感染发生的因素
２５１　病情轻重　原发病轻重与医院感染的发生显
著相关，病情越重，医院感染发生率越高，轻度组５２例
（８．４％），重度组３０例（２５％），重度组明显高于轻度
组（Ｐ＜０．０５）。
２５２　卧床时间的长短　患者卧床时间越长，发生感
染的几率越大，卧床 ＞２年者感染的发生率为１７．７％
（５８／３２８），＜２年者为５．９％（２４／４１０），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３　住院时间长短　住院时间越长，发生感染几率
越大，８２例患者中，住院时间 ＞３０ｄ者感染率７．３３％
（２２／３００），＜３０ｄ者感染率为１３．７％（６０／４３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４　导管相关因素　深静脉穿刺者占 １４．６３％
（１２／８２），留置胃管者占４６．３４％（３８／８２）例，留置尿管
者占４１．４６％（３４／８２），长期留置胃管及导尿管医院感
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无导管者，有深静脉置管者感染

发生的风险明显增加。

２５５　与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关系　脑卒中患者常伴
有多种合并症及并发症，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

肾功能不全、贫血、低蛋白血症等，其中糖尿病、慢性肾

功能不全、贫血及低蛋白血症患者感染的几率明显增

加，尤以合并低蛋白血症者明显。而合并冠心病、高血

压者感染机率无明显增加。

２５６　抗生素的使用　８２例患者入院前反复使用抗
生素者６１例（７４．３９％），入院半年内未使用抗生素者
仅有１０例（１２．２％），且１７例发生真菌感染者中有８
例因为先有细菌感染，较长时间应用大剂量抗生素而

诱发真菌细菌双重感染。

２６　治疗及转归　一旦考虑为医院感染者，及时行病
原学检查，明确病原菌种类及药敏情况，在药敏试验结

果未出来之前，经验性给予三代头孢菌素或碳青霉烯

类抗生素，并积极纠正低蛋白血症、贫血、电解质紊乱

等并发症，同时积极治疗其合并症，加强营养支持治

疗，对于病毒感染者，给予抗病毒治疗，避免使用抗生

素，对于真菌感染者，在真菌培养未出来之前，给予口

服氟康唑或伊曲康唑，重者患者给予静脉应用抗真菌

药物。８２例医院感染患者，６５例经治疗缓解出院，１７
例死亡。

３　讨　论
　　本研究显示，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医院感染的
发生率为 １１．１％，明显高于我院同期总体医院感染
率，是构成医院感染的主要人群，也是导致该类患者死

亡的重要原因，和国内多数文献报道一致［４］。必须采

取严格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感染部位仍以呼吸道为主，其次是泌尿道，再次为

血液系统。究其原因一方面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年

龄偏大，病情较重，常合并有意识障碍，导致机体正常

的呼吸、排泄功能明显减弱，分泌物排出不畅，吞咽困

·６０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难，饮水呛咳，容易发生误吸，导致感染的发生。另一

方面，与该类患者留置导管明显相关，当吞咽障碍严重

时，常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解决其进食困难问题，从而改

善患者的营养状况，但长期的胃管留置往往造成胃食

道的黏膜水肿及贲门括约肌机械分离，引起胃内容物

反流，误吸入呼吸道，造成呼吸道感染。此研究结果与

相关文献一致［５］。此外，长期卧床，患者咳嗽、咳痰无

力，很多患者几乎完全丧失了咳嗽、咳痰的能力，以致

口咽部分泌物、气管内分泌物以及吸入物均不能充分

排出，而侵入性操作，如吸痰会刺激气道分泌物增多，

损伤呼吸道防御能力，使得呼吸道黏膜上皮组织细胞

纤毛功能下降，排痰能力下降，痰易坠积于肺底形成坠

积性肺炎，使感染难以控制［６］。

泌尿道的感染多与患者留置导管或者污染有关。

一次导尿后，尿路感染发生率为１％～３％，留置尿管３
ｄ以上，尿感的发生率超过９０％［７８］。此外，老年女性

患者因膀胱括约肌松弛，尿道抵抗力下降，更易并发感

染，而老年男性患者因常合并有前列腺增生而导致小

便不能自解，常需留置导尿管，使膀胱不能正常充盈，

尿道长期开放，感染发生的几率明显增加。

血液系统的感染多与患者留置深静脉置管有关，

该类患者长期卧床，外周静脉条件差，尤其是需要长时

间肠外营养的患者，常需要颈内静脉，锁骨上静脉或外

周中心静脉置管，置管放置时间较长，是导致菌血症的

主要原因，此外，穿刺技术，无菌操作不严格，术后护理

也和感染的发生明显相关［９１０］。本研究显示，８例血液
系统感染的患者，有４例患者存在深静脉穿刺。

感染的临床症状与一般患者区别甚大，以精神萎

靡者居多，这主要与患者意识障碍不能表述有关，需引

起临床重视，忽视该类患者往往导致延误诊治。

感染的病原菌仍以革兰阴性杆菌居多，此与文献

报道一致［１１］。大肠杆菌最常见，其次是肺炎克雷伯

菌，混合感染的发生率有逐步增长趋势，主要与患者长

期卧床，机体免疫调节功能低下，营养状况差，常有误

吸者使咽部的定殖菌或泌尿道的定殖菌进入呼吸道或

泌尿道而致病［１２］。反复长期广谱抗生素的使用，仍然

是导致医院感染及病原菌耐药的重要原因，长期使用

广谱抗生素，导致患者自身正常菌群失调，消化道吸收

功能进一步下降，机体陷入慢性营养不良状态，细胞免

疫及体液免疫功能下降，机体防御功能逐步下降，使得

正常定殖菌及条件致病菌有机可乘，且该类病原菌往

往对多种抗生素耐药，导致的感染往往难以控制［１３］。

影响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的因素

主要与患者病情轻重，卧床时间长短，住院时间长短有

明显相关性，患者病情轻重主要与意识障碍和肌力情

况相关［１４］，与脑卒中的类型无明显相关性。卧床时间

越长，机体自身免疫调节功能下降越明显。有统计资

料显示，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医院感染率增高，当住

院时间＞２０ｄ时，医院感染率明显增高［１５］。与本研究

结果一致。基础疾病也直接影响着患者发生医院感染

的几率及预后，有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贫血、低

蛋白血症者，医院感染的机会明显增加。糖尿病患者

本身存在免疫功能缺陷，加之血糖升高使血浆渗透压

升高，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影响抗体的形成，不

利于杀菌，使感染率升高［１６］。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本身存在粘液高分泌，纤

毛功能失调，气流受限，肺过度通气，气体交换异常，肺

动脉高压等，使得痰液增多，积聚于气道内，难以咳出，

导致感染易于发生。

该类患者的病死率明显增高，本组１７例死亡患者
中，１０例死于医院感染，超过了脑卒中本身造成的死
亡例数，说明医院感染为该类患者的重要死因之一。

国内相关研究显示，脑卒中后卧床者感染率及病死率

明显高于非卧床者［１７］。故临床要重视医院感染的发

生，要从积极预防着手：①对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
要配备专用护理床，必要的康复训练很重要，常规专人

护理必不可少，应尽量让患者侧卧，按时翻身、拍背，促

进咳嗽反射的发生及排痰，保持呼吸道通畅。②避免
不必要的侵袭性诊疗操作，必须实施时，应加强消毒措

施，严格无菌操作，减少侵袭性诊疗带来的感染几率。

有鼻饲的患者，要尽可能在进食时，抬高床头＞８０°，每
次鼻饲量控制在２５０ｍｌ以内，鼻饲完毕后抬高床头１
ｈ，防止胃内容物反流误吸［１８］。有深静脉置管患者，加

强对置管周围皮肤的消毒及护理，尽量减少深静脉置

管。有留置导尿者，给患者多饮水，尽量减少留置导尿

的时间。③及时调整低蛋白血症及贫血等营养不良现
象，必要时加用免疫增强剂，提高机体抗感染免疫力。

④避免预防性使用广谱抗生素及滥用抗菌药物导致耐
药菌株产生及二重感染。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对病

房进行隔离、严格消毒，减少交叉感染。⑤尽量缩短住
院时间以减少医院感染的机会。一旦感染发生，反复

的病原学检查很重要，同时经验性的使用有效抗生素，

并根据药敏试验及时调整用药，从而提高该类患者的

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参考文献
［１］　ＳｕｎＨ，ＺｏｕＸ，Ｌｉｕ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ｔｒｏｋｅ：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１３，１５（２）：１０９１１４．
［２］　李雯，王雅琼，李欣．脑血管病医院内感染临床特点分析探讨［Ｊ］．

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２，７（３３）：８９９０．
［３］　贾建平．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Ｊ］．中国临床医生，

２０１１，３９（３）：６７７３．
［４］　吴静．脑卒中患者医院感染临床现状及病原菌特点分析［Ｊ］．中华

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３（９）：２０５４２０５６．
［５］　ＣａｒｏｄＡｒｔｏｌＦＪ，ＶａｒｇａｓＡＰ，ＦａｌｃａｏＴ．Ｓｔｒｏｋｅｉｎ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ｒｙｐａｎｏ

ｓｏｍ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Ｄｉｓ，２０１１，３１（１）：２４２８．
［６］　续红梅，王军民，郄国玲，等．老年患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原因

与病原菌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４）：４９４４９６．
［７］　李文格，马军庄，郑民洁，等．脑卒中患者留置导管致尿路感染调

查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３（４）：６１６２．
［８］　雷小玲，邹瑞芳．导尿与留置导尿医院感染的防治［Ｊ］．中华医院

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９（２２）：３０５５３０５６． （下转第１２６８页）

·７０２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全科医学论著·

微创经皮椎弓根置钉治疗无神经损伤胸腰椎骨折
朱勋兵，韩俊柱，王胜

摘要：目的　探讨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无神经损伤性胸腰椎骨折的手术方法及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采用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技术治疗无神
经损伤性胸腰椎骨折１８例。其中男性１２例，女性６例，年龄２５～５６岁，平均４１岁，Ｔ１１椎体骨折２例、Ｔ１２椎体骨
折５例、Ｌ１椎体骨折７例、Ｌ２椎体骨折４例，车祸伤７例，重物砸伤３例，高处坠落伤８例。脊柱骨折按ＡＯ分型
均为Ａ型骨折，无脊髓或神经根损伤的临床表现。测定手术前后患者的伤椎前缘高度及 Ｃｏｂｂ角，并作统计分
析。结果　１８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６～１８个月，平均１３个月。手术切口均为４个长约１．５～２．０ｃｍ的皮
肤切口，远较常规腰椎后路开放手术为小；术中出血量约６０～１００ｍｌ，远较常规腰椎后路开放手术为少；均于术后
２周腰痛明显缓解后带支具下床，术后患者的伤椎前缘高度及 Ｃｏｂｂ角均有所恢复，且较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无脊髓神经损伤、切口感染、不愈合、腰背肌疼痛、椎弓根螺钉断裂等并发症发生。结论　微创经皮
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无神经损伤性胸腰椎骨折，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好、并发症少，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和

应用。

关键词：微创；椎弓根螺钉；胸腰椎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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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胸腰段位于胸曲和腰曲两个生理弯曲的交界
处，是应力集中区，故在外力作用下易于发生骨折。椎

弓根螺钉内固定技术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主要方法，

但常规切开手术暴露范围大，对脊柱后柱的生物力学

结构及椎旁肌破坏较大，手术时间长，出血多，术后残

留症状重［１］。随着现代脊柱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

展，一些学者尝试采用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技

术治疗胸腰椎骨折，在减少手术创伤的同时，也获得了

较为满意的疗效［１５］。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我
院采用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技术治疗无神经损

伤性胸腰椎骨折，取得良好疗效，现分析总结如下。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４０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朱勋兵，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ｘｂ２２＠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应用微
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技术治疗的胸腰椎骨折患者

１８例，其中男性１２例，女性６例，年龄２５～５６岁，平均
４１岁，车祸伤７例，重物砸伤３例，高处坠落伤８例，
Ｔ１１椎体骨折２例、Ｔ１２椎体骨折５例、Ｌ１椎体骨折７例、
Ｌ２椎体骨折４例。胸腰椎骨折按 ＡＯ分型均为 Ａ型。
腰椎正侧位片可见胸腰段单个椎体压缩性改变，椎体

前缘高度丢失＜１／２；薄层 ＣＴ扫描椎管容积变化均 ＜
１／３、无脊髓或神经根受压；脊柱 ＭＲＩ检查 Ｔ１加权像
上压缩椎体呈高信号，无明显椎管狭窄，无脊髓横断或

受压，无脊髓信号异常；也无脊髓或神经根损伤的临床

表现。手术均于伤后１～５ｄ内进行。
１２　手术方法　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成功后，患者俯
卧于腰桥上，胸部及双侧髂前上棘垫软垫，腹部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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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体位复位。Ｃ形臂 Ｘ线机定位伤椎及相邻上、下
椎体的椎弓根投影，双侧椎弓根投影各用２枚平行及
垂直棘突连线的克氏针定位，记号笔标记。术区皮肤

消毒、铺巾。以４个标记点为中心取４个长约１．５～
２．０ｃｍ纵形手术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腰背筋
膜，止血，从多裂肌与最长肌间隙钝性分离达关节突及

横突。于左侧椎弓根外缘１０点处、右侧椎弓根外缘２
点处将ＰＡＫ穿刺针刺入椎弓根。Ｃ型臂透视检测穿
刺针位置：当穿刺针进入椎弓根时，侧位透视下靠近椎

弓根底部，前后位上穿刺针靠近椎弓根内壁。拔出内

芯，置入导丝，并取出针管。通过导丝，依次逐级导入

扩大管及保护套管，用中空丝攻扩大钉道，再将椎弓根

螺钉通过导丝拧入椎体，取出导丝，Ｃ型臂透视确认螺
钉位置安放良好。将连接棒按照透视所见弧度预弯，

安装置棒器，经皮下肌层内将连接棒依次置入上下椎

弓根螺钉尾槽中，依次拧入固定螺帽，旋紧螺帽，利用

自动撑开器在透视下撑开复位。Ｃ型臂透视确认伤椎
高度恢复，脊柱后凸角度消失或减小，钉棒置放位置满

意。切口缝合１～２针。
１３　疗效观察　观察患者的手术切口长度、术中出血
量、术后下床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手术前后侧位Ｘ
线片上伤椎前缘高度及Ｃｏｂｂ角的变化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手术
前后影像学指标进行配对 ｔ检验分析比较，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本组 １８例均获随访，手术切口均为 ４个长约
１．５～２．０ｃｍ的皮肤切口，远较常规腰椎后路开放手
术为小；术中出血量约６０～１００ｍｌ，远较常规腰椎后路
开放手术为少；均于术后２周腰痛明显缓解后带支具
下床，无脊髓神经损伤、切口感染、不愈合、腰背肌疼

痛、椎弓根螺钉断裂等并发症发生。术后患者的伤椎

前缘高度及Ｃｏｂｂ角均有不同程度恢复，且较术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胸腰椎骨折患者术前、术后影像学比较

时间 伤椎前缘高度（％） Ｃｏｂｂ角（°）

术前 ６０．１７０±８．１１１ １６．２８０±３．３２２
术后 ８７．９４０±７．５６５ ３．３９０±１．０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典型病例：患者，女，３８岁，车祸伤致腰背部疼痛、
活动障碍２ｈ入院。入院时查体：患者会阴部皮肤感
觉正常，大、小便功能正常，双下肢感觉、运动功能正

常，双下肢肌力Ⅴ级，双足巴氏征（－）。术前影像学
检查：腰椎正侧位片可见 Ｌ２椎体压缩性改变，椎体前
缘高度丢失约２／５；薄层ＣＴ扫描椎管容积减小约１／４、
无脊髓或神经根受压；脊柱 ＭＲＩ检查 Ｔ１加权像上 Ｌ２
椎体呈高信号，无明显椎管狭窄，无脊髓横断或受压，

无脊髓信号异常。术前诊断为 Ｌ２椎体压缩性骨折。

手术方式为Ｌ２椎体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复位内固定
术。手术切口为４个长约１．５～２．０ｃｍ的皮肤切口，
术中出血量约８０ｍｌ。术后腰椎正侧位片示：腰２椎体
前缘高度恢复，Ｃｏｂｂ角明显减小。患者于术后２周手
术切口愈合，并带腰围下床行走，无明显腰痛。双下肢

感觉、运动功能及肌力正常。典型病例见图１。

　　注：图１Ａ为术前腰椎正、侧位片，图１Ｂ为术前腰椎ＣＴ平扫，图１Ｃ
为术前腰椎ＭＲＩ，图１Ｄ为手术皮肤切口，图１Ｅ为术后腰椎正、侧位片。

图１　胸腰椎骨折典型病例图片

３　讨　论
３１　微创经皮置钉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优越性　无
神经症状的胸腰椎骨折的治疗目的是预防畸形发展，

防止慢性疼痛和迟发性神经损害［４］。非手术治疗无法

恢复伤椎高度和矫正脊柱畸形，脊柱正常的生物力学

结构无法得到恢复，晚期极有可能出现腰背部疼痛和

迟发性神经损害，且可并发坠积性肺炎、褥疮、泌尿系

感染、胃肠功能障碍、肌萎缩、骨质疏松等卧床并发症。

后路短节段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是目前治疗胸腰椎骨

折常用的手术方式之一，椎弓根螺钉系统可以矫正畸

形和恢复脊柱的三维稳定，但手术创伤大、出血多，发

生感染及神经血管损伤等并发症风险较高，且后路手

术可造成椎旁肌去神经化和萎缩，导致出现术后慢性

顽固性腰痛和腰部僵硬等缺点［６］。微创经皮椎弓根螺

钉内固定技术较传统术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①最
大程度地减少对脊柱后柱稳定性的破坏，减少椎旁肌

肉剥离和组织损伤，从而保护脊柱的软组织平衡，减少

对胸腰段脊柱活动的影响；②节段静脉后支与同名动
脉伴行，经皮椎弓根螺钉置入时无关节突外缘以外的

操作，也无侧向的强力持续牵拉，不易导致脊神经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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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侧支和外侧支的损伤［７］，故该技术对椎旁的血管、

神经损伤都明显减少；③利用体位复位及经皮椎弓根
螺钉内固定系统特有的撑开装置能够恢复伤椎高度和

矫正脊柱后凸畸形，进而恢复脊柱的生理曲度和稳定

性；④手术切口小、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５，７８］；⑤此
外，与传统开放椎弓根螺钉置入技术相比，经皮置入椎

弓根螺钉技术置钉准确率高、并发症少。既往研究表

明，应用经皮椎弓根螺钉置入技术置钉位置不佳的发

生率仅为６．６％［９］。多数学者认为，经皮置入椎弓根

螺钉可降低置钉并发症，是一种安全的方法［１０１１］。

３２　微创经皮置钉术的手术适应证　目前对于微创
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胸腰椎骨折的手术适应证

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认为其手术适应证主要是新

鲜的单节段胸腰椎骨折，椎体高度丢失 ＜１／２，椎管内
占位＜１／３，无脊髓或神经根受压表现。而胸腰椎多椎
体骨折，椎管内有血肿、碎骨块或突出椎间盘致椎管狭

窄、脊髓神经根受压或出现脊髓神经损伤，以及陈旧性

胸腰椎骨折均为此手术的禁忌。本组１８例均为新近
发生的单节段胸腰椎骨折，疼痛均由伤椎引起，术前均

无神经损伤的症状和体征，薄层 ＣＴ检查椎管容积变
化均＜１／３、无脊髓或神经根受压，脊柱 ＭＲＩ检查 Ｔ１
加权像上伤椎呈高信号，无明显椎管狭窄，无脊髓横断

或受压，无脊髓信号异常，且术前检查无凝血功能障碍

及严重心、肺功能障碍，且手术均由熟练掌握脊柱后路

开放手术的医生实施，故术后均取得满意效果。

３３　微创经皮置钉术的手术技巧及操作体会　要保
证良好的手术效果，首先应严格掌握微创经皮置钉术

的手术适应证及禁忌证，术者应熟练掌握传统腰椎后

路开放手术的手术技术及胸腰段脊柱的解剖特点，还

应掌握微创经皮置钉术一系列的手术技巧。经过本组

病例的手术操作过程，我们体会到脊柱压缩骨折的复

位、经皮椎弓根钉的置入、连接棒的安装是手术成败的

关键环节。①脊柱压缩骨折的复位：麻醉成功后，我们
将患者置于俯卧位，腰桥置于伤椎处，胸部及双侧髂前

上棘垫软垫，腹部悬空使脊柱后伸，利用自身重力及前

纵韧带的牵拉使压缩骨折的前柱高度初步恢复，同时

能使部分突入椎管的碎骨块复位、恢复椎管容积；待椎

弓根螺钉及连接棒安装后，我们将连接棒的一端与椎

弓根钉锁紧，再通过撑开装置使压缩的骨折再次复位

至Ｃ型臂透视骨折复位满意、后凸畸形矫正。此外，对
于联合应用上述两种方法，椎体前柱压缩复位仍不理

想的病例，我们还可在钉棒撑开固定前加用手法复位，

但一定要注意手法应轻柔，不可暴力复位或过度复位，

以免造成脊髓损伤或骨折块分离。②经皮椎弓根钉的
植入：定位是椎弓根螺钉经皮植入的关键，定位前Ｃ型
臂透视确认正位像两侧椎弓根投影对称、棘突居中，侧

位像椎弓根显示清楚。利用４枚克氏针两两交叉定位

椎弓根的体表投影，并作标记。穿刺点为椎弓根两“眼

睛”外侧缘，即左侧椎弓根外缘１０点处、右侧椎弓根外
缘２点处。与经皮椎体成形术或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
一样，穿刺针刺入时应掌握“宁外勿内，宁上勿下”的

原则，以降低术中椎弓根内壁骨折或脊髓损伤的风险。

利用逐级套管和保护套筒将椎弓根钉植入，以减少软

组织损伤。③连接棒的安装：最好选用一端为子弹头
的连接棒，便于置入同时减少软组织损伤。连接棒置

入前应根据伤椎及上、下位椎体的生理弧度进行预弯，

调整上、下椎弓根螺钉的 Ｕ型槽使之相对并尽量使螺
钉钉尾处于同一高度，以利于连接棒的安装，利用手指

钝性分离出皮下隧道，以利于连接棒的置入。

综上所述，微创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治疗无

神经损伤性胸腰椎骨折，能够恢复伤椎高度，矫正脊柱

后凸畸形，而且手术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好、并发症

少，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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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经皮复位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髌骨纵形骨折
徐伟，师佩兰，肖玉周，王祥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经皮复位空心螺钉固定治疗髌骨纵行骨折的临床治疗效果，以期为提高髌骨骨折临床治
疗提供有效依据。方法　对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共８例髌骨纵行骨折患者行经皮复位空心螺钉内固定术，
术后第１天，鼓励患者床上进行股四头肌主动收缩舒张训练，术后３ｄ进行助步器辅助下部分负重，术后１周后
进行无辅助全负重训练，术后４周后恢复正常行走。术后４～６周门诊复查膝关节正侧位片。术后随访９～１８个
月，平均１２个月，并依据Ｌｙｓｈｏｌｍ膝关节评分标准进行膝关节功能评估。结果　全部患者均获随访，通过随访调
查，８例患者髌骨骨折均愈合良好。较传统开放手术，此方法手术切口小、术中出血量少、患者住院时间较短及功
能锻炼早，患者术后膝关节功能恢复良好。Ｌｙｓｈｏｌｍ膝关节评分为９３～９８分，平均９５分，优良率为１００％。结
论　对单纯髌骨纵行骨折患者行经皮复位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可获得较为满意的疗效，且手术时间短，手术创伤
少。避免了开放手术导致的术后伤口感染、延迟愈合、不愈合、关节粘连等相关并发症发生。基本不破坏髌骨血

液供应，操作易于掌握，能促进患者早期功能锻炼，康复快，保证其预后质量，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髌骨纵行骨折；经皮复位内固定；空心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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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及关节面的纵行髌骨骨折并不罕见，外科手术
的目的是使骨折片段达到解剖复位并保证稳定性以便

尽早使功能恢复。治疗髌骨骨折的标准方法是切开复

位钢丝内固定术。但开放性手术常导致并发症的发

生，如关节粘连、感染及伤口延迟愈合等。本文报道了

８例髌骨纵行骨折患者采用经皮复位螺钉内固定技
术。术后随访发现经皮复位空心钉内固定治疗髌骨纵

行骨折疗效满意，结果显示此技术适用于髌骨纵行骨

折，且此技术微创，减少手术对软组织的损伤，避免了

开放性手术相关的并发症。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
（徐伟）；药剂科（师佩兰）；骨科（肖玉周）；２０１９９９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骨科（王祥）

通讯作者：徐伟，Ｅｍａｉｌ：ｘｕｗ２２６＠１６３．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９月共８例髌
骨纵行骨折入住我院，男性６例，女性２例；年龄２１～
４６岁，平均４０岁。摔伤５例，坠落伤３例，均为单膝闭
合性骨折。４例患者膝关节前方有（２ｃｍ×１ｃｍ）～（２
ｃｍ×３ｃｍ）大小不等的皮肤擦伤，患者入院时行膝关
节正侧位 Ｘ线片及膝关节 ＣＴ检查（见图１），均为髌
骨单纯纵行骨折，侧方分离移位小于３ｍｍ。手术距受
伤时间２～７ｄ，平均３ｄ。
１２　手术方法　连续硬脊膜外麻醉满意后，常规消毒
铺巾，大腿上气囊止血带，压力５５ｋＰａ，先通过 Ｃ型臂
Ｘ线机透视膝关节正位，确定骨折线走行方向，侧方触
诊髌骨前后缘，经皮用２把大号巾钳分别横向居中夹
持髌骨上下两极，对髌骨骨折进行复位，巾钳夹持尽量

垂直髌骨骨折线。为获得满意的骨折复位，先用１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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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注射针对关节内血肿进行了引流，透视膝关节正

侧位，观察髌骨骨折复位和髌骨关节面情况，若复位良

好、关节面光整，则在髌骨上中１／３和中下１／３处平行
打入２枚空心钉导针，导针要垂直于骨折线，重新透视
膝关节正侧位，观察导针位置良好，用１１号尖刀片将
导针处皮肤切开０．５ｃｍ，选用３．２～４．０ｍｍ空心钻钻
头钻孔后，再通过导针拧入２枚直径３．５～４．５ｍｍ空
心螺钉。空心螺钉的螺纹要超过骨折线，以起到加压

固定作用。将空心螺钉拧入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

骨折断端的稳定性，防止其间隙分离程度进一步增宽，

再次透视膝关节正侧位见骨折复位及空心螺钉固定位

置均良好，髌骨骨折间隙消失（图２，见封三），手术完
毕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手术时间４５～１１０ｍｉｎ，平均时
间６２ｍｉｎ，术中出血１０～２０ｍｌ，平均１５ｍｌ，无手术相
关并发症。

　　注：图１Ａ为Ｘ线片；图１Ｂ为ＣＴ。
图１　髌骨纵行骨折

１３　术后处理及随访　术后第１天，鼓励患者床上进
行股四头肌主动收缩舒张训练，术后３ｄ进行助步器
辅助下部分负重，术后１周后进行无辅助全负重训练，
术后４周后恢复正常行走。术后４～６周门诊复查膝
关节正侧位片。

２　结　果
　　本组８例患者术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９～１８
个月，平均１２个月。８例患者膝部手术切口均一期愈
合，无切口感染及深部感染。膝关节 Ｘ线片显示８例
患者的髌骨骨折愈合时间３～５个月，平均３．８个月
（见图３）。最终的随访显示患者膝关节活动度与对侧
相同。根据膝关节 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标准评价膝关节功
能，①术前评分：ａ．是否跛行（５分）没有５分，轻度或
周期性３分；ｂ．是否需要支撑物（５分）不需５分，拐棍
或拐杖２分，不能承重０分；ｃ．有无绞痛（１５分），无绞
痛或绊住感１５分，有绊住感但不绞痛１０分，偶尔发生
绞痛６分，经常发生绞痛 ２分，体检时关节已绞痛 ０
分；ｄ．关节不稳（２５分），从来没有打软腿２５分，少见
仅在运动或重体力活时有２０分，经常在重体力活时有
或不能参与１５分，偶尔在日常生活时出现１０分，经常
在日常生活时出现５分，每一步都出现０分。②术后
评分：ａ．有无疼痛（２５分），没有２５分，不经常或重体
力２０分，活动时轻微或重体力活动时明显１５分，在行
走超过２ｋｍ或之后明显１０分，在行走不到２ｋｍ或之
后明显５分，持续０分；ｂ．有无肿胀（１０分），没有１０
分，重体力活动时有６分，一般体力活动时有２分，持

续０分；ｃ．上下楼梯有无困难（１０分），无困难１０分，
有困难６分，一次只能上一个台阶２分；ｄ．下蹲有无困
难（５分），无困难５分，轻微困难４分，超不过９０度２
分，能０分。评分为９３～９８分，平均９５分。本组８例
患者未发生手术相关并发症，如膝关节粘连、感染或伤

口延迟愈合等。

　　注：图３Ａ为前后位片；图３Ｂ为侧位片。
图３　术后４个月Ｘ线片见骨折愈合

３　讨　论
　　髌骨是人体最大的籽骨，可以看作是连接着股四
头肌与髌韧带的骨性桥梁，位于膝关节内。股直肌和

股中间肌附着在髌骨近侧基底部，股内侧肌及股外侧

肌分别附着于髌骨两侧，髌韧带起于髌骨下极而止于

胫骨结节。伸膝结构最根本的作用是拮抗重力，髌骨

作为伸膝装置中人体最大的股四头肌和附着在胫骨结

节上的髌韧带两个杠杆臂的支点，通过髌股关节传递

巨大的力量。髌骨的存在不仅使股四头肌更为有效，

也可以直接保护股骨髁部免受暴力的损伤，而且通过

髌股关节接触面的合理分布，使髌股关节面上拮抗重

力的反作用力传导更为均匀。当髌骨发生骨折后，以

上作用即暂时丧失。从生物力学角度而言，髌骨在不

同的角度下受力、接触位置和面积是存在一定的差

异［１２］，对髌骨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进行重建在髌骨

骨折治疗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髌骨软骨面

的平整及解剖复位内固定技术，对于髌骨的重建有着

非常重大的意义［３］，髌骨骨折是创伤中常见的一种骨

折类型，约占全身骨折的１０％，是骨科常见损伤。髌
骨骨折属关节内骨折，治疗原则上应尽量解剖复位，保

持髌骨关节面完整，早期恢复患膝功能，提高生活质

量。其中髌骨纵行骨折是特殊类型的骨折，临床上较

少见，容易漏诊，因此在临床上应仔细查体，有时要靠

髌骨轴位Ｘ线片和ＣＴ扫描辅助确诊。当髌骨骨折骨
块移位大于２～３ｍｍ时推荐外科手术治疗。标准的
髌骨骨折外科手术是通过切口进行骨折复位及克氏针

钢丝内固定术。手术的目标是使关节面获得精确的解

剖复位，通过克氏针钢丝有效固定骨折块，以便术后尽

早进行膝关节功能锻炼，最终恢复膝关节功能，从而避

免骨折后长时间外固定导致膝关节功能受限及骨折对

位不佳发生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但有人认为，克氏

针张力带治疗粉碎性髌骨骨折容易导致钢丝的稳定性

失效进而导致骨折块移位，因而疗效欠佳［４５］。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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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虽然克氏针张力带固定有较可靠的生物力学固

定效果，但对于严重粉碎性骨折则无法固定骨折块，而

且髌骨关节面复位困难，术中易出现克氏针位置不佳

需反复进针而加重骨折、克氏针过长刺破皮肤、克氏针

及钢丝松动脱落等不足［６］，并且，切开复位与内固定术

后常发生膝关节粘连、手术切口感染或伤口延迟愈合

等并发症。同时髌骨纵行骨折的受伤机制多数为膝前

直接撞击伤所致，患者膝前常常有不同程度的皮肤软

组织损伤，这给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切口的选择带来

一定困难。髌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对膝前的软组

织有一定侵扰，因此对于有膝前软组织损伤时，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增加了伤口感染，延迟愈合的风险。

相反，经皮复位内固定治疗髌骨纵行骨折不需要

进行软组织的剥离，这可避免开放性手术导致的相关

并发症。而且几乎不需要做手术切口，产生损伤小［７］。

另外，这项技术保证了骨折端的血供不受明显的影响，

可以促进骨折愈合。ＣｈｉａｎｇＣＣ等［８］报道了２０及４０
例髌骨横行骨折分别行改良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经皮复位内固
定术（ＰＯＭＣ）与切开复位钢丝张力带内固定术
（ＯＭＡＴＢ），经过随访他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ＰＯＭＣ
和ＯＭＡＴＢ相比较，骨愈合和膝关节功能恢复更好，并
发症及再手术率较少。采用微创技术进行治疗无须进

行外固定处理，术后早期即可进行功能锻炼，防止出现

各类并发症，更加符合生物学固定理念［９］。另一项随

机对照临床研究显示经皮空心螺钉微创手术治疗髌骨

骨折临床效果非常明显，空心拉力螺钉固定对骨折端

起了明显的加压作用，有利于骨折的愈合，可早期加强

功能锻炼，较克氏针固定牢固，不易脱出、松动、螺钉未

穿出髌骨面，且钉帽圆滑，也避免了刺痛及戳破皮肤的

可能［１０］。还有一项研究报道了关节镜辅助下的髌骨

骨折复位及螺钉内固定术，该技术实现了可视化的关

节面复位，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且相关并发症发生很

少［１１］。本组８例患者中有４例患者膝前皮肤有不同
程度的擦伤，如采取传统的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很可能

增加术后感染、不愈合等相关并发症。因此，本组患者

我们采取经皮复位空心螺钉内固定，术中几乎不需要

做皮肤切口就能完成骨折的复位内固定，术中膝部软

组织未进行剥离，未对膝周血管造成损伤，基本不破坏

髌骨血液供应。我们术后随访发现，所有患者均获得

满意的膝关节功能的恢复，没有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发

生。

经皮复位内固定术适用于移位较小且无粉碎骨折

的髌骨骨折，该技术不适应严重粉碎的髌骨骨折及粉

碎骨折块累及关节面［１２１３］，且髌骨骨折复位后髌骨关

节面是否平整与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存在很大关

系［１４］。因此，术前ＣＴ检查对评估骨折块的移位和骨
折的粉碎程度对是否可选择应用此技术和指导手术中

骨折复位都是有必要的。通常纵行髌骨骨折多数无严

重的分离与粉碎，因此，经皮复位内固定术适用于大多

数的纵行髌骨骨折病例。髌骨骨折多数有关节腔内的

出血导致膝关节的肿胀，从而使骨折的闭合复位带来

一定的困难。我们发现关节腔内积血的充分引流对获

得满意的骨折复位非常关键，本组８例患者术中我们
使用１２根计量注射针将膝关节腔的积血充分引流后
发现髌骨骨折块容易复位。同时膝关节腔的积血充分

引流后防止术后关节粘连也非常重要。

总之，这项技术对大多数的非粉碎性纵行髌骨骨

折是适用的，而且该技术可最大限度减少局部软组织

损伤，对于非粉碎性纵行髌骨骨折采用该技术可减少

手术创伤，并获得比较满意的膝关节功能，避免了开放

手术导致的术后伤口感染、不愈合、延迟愈合、关节粘

连等相关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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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氟芬那酸丁酯软膏治疗儿童特应性皮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蔡剑峰，张学奇，邵笑红，吕明芬，李智铭，李秉煦，徐云升

摘要：目的　评价氟芬那酸丁酯软膏联合肤舒止痒膏外用治疗儿童特应性皮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
皮肤科门诊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６月的儿童特应性皮炎患者１２２例，皮疹无明显糜烂、渗出和结痂。符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所制定的ＡＤ诊断标准。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１例。治疗组患者联合应用氟芬那酸丁酯软
膏和肤舒止痒膏，对照组外采用糠酸莫米松软膏涂抹皮损处，临床观察疗程为２周。所有病例在治疗结束后均进
行ＳＣＯＲＡＤ评分和有效率的评价。结果　男性患者７４例，女性患者４８例，年龄２～７周岁，病程１月～７年；治疗
前，治疗组及对照组皮疹积分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 １２．４４±２．３１和 １１．９８±３．１２；治疗后，治疗组皮疹积分
（５．１３±３．４７）显著低于对照组（７．７２±４．０８），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患者症状的ＳＣＯ
ＲＡＤ评分总积分为８．１０±３．３５，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１１．２０±３．９７，（Ｐ＜０．０１）；治疗前，治疗组及对照组瘙痒
积分无显著性差异，分别为６．５９±１．７４和６．２６±１．８６；治疗后，治疗组瘙痒积分（２．９７±１．０１）略低于对照组
（３．４８±１．２７），但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的有效率为４９．１８％，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的２４．５９％，（Ｐ＜０．０１）。２组患者均未出现各种药物相关的临床不良反应。结论　运用氟芬那酸丁酯软膏联合
肤舒止痒膏治疗儿童特应性皮炎，安全性较高，治疗效果较为明确，适合在临床上广泛运用。

关键词：氟芬那酸丁酯；特应性皮炎；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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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应性皮炎（ａｔｏｐｉｃ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Ｄ），又称异位性皮
炎或遗传过敏性皮炎，是一种慢性、反复发生的炎症性

皮肤病，遗传和环境因素在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临

床上主要表现为剧烈的瘙痒、皮肤干燥和湿疹样变，大

多自幼发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常造成严重的影响［１］。

合理的药物选择、安全有效的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我科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６月，采用氟芬那酸
丁酯软膏联合肤舒止痒膏治疗儿童特应性皮炎，取得

了较好的疗效，报告如下。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００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
（温州医学院皮肤性病学研究所）

通讯作者：徐云升，Ｅｍａｉｌ：ｘｕｙｕｎｓｈ＠ｓｏｈｕ．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所有１２２例儿童 ＡＤ患者均来自我
科门诊，符合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所制定的 ＡＤ诊断标准［２］，皮疹

无明显糜烂、渗出和结痂，无微生物感染表现和其它合

并症，且１周内未系统使用皮质类股醇激素、抗组胺药
物以及外用药物。其中，男性患者７４例，女性患者４８
例，年龄２～７周岁，病程１个月～７年。
１２　治疗方法　将１２２例儿童 ＡＤ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 ６１例。２组均常规使用抗组胺药
物。治疗组患者每晚沐浴时取肤舒止痒膏５～１０ｇ，于
湿毛巾上均匀抹擦全身皮肤，揉摩５～１０ｍｉｎ，清水冲
净，擦干皮肤后在患处涂抹氟芬那酸丁酯软膏；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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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０．１％糠酸莫米松乳膏外用，每晚１次。疗程为２
周。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前，根据患者皮疹形态和自
觉症状等因素的差异，按照 ＡＤ评分标准（ＳＣＯＲＡＤ）
分为轻度（＜１５分）、中度（１５～４０分）、重度（＞４０
分）３类。临床疗效根据 ＳＣＯＲＡＤ评分改善率分为４
级，包括痊愈（９５％以上）、显效（６１％ ～９５％）、进步
（２０％～６０％）、无效（２０％以下）。改善率 ＝（治疗前
总积分治疗后总积分）／治疗前总积分×１００％。有效
率为痊愈与显效例数之和占总例数的百分比［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以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疗效　２组治疗前后皮疹积分比较：治疗
前，治疗组及对照组皮疹积分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

治疗组皮疹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两者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组治疗前后瘙痒积分比较：治疗前，治疗组及对

照组瘙痒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治疗组瘙痒

积分略低于对照组，但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组治疗前后症状总积分比较：治疗前，治疗组及

对照组症状总积分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治疗组皮疹

积分低于对照组，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

表１　２组儿童特应性皮炎患者ＳＣＯＲＡＤ评分结果

组别 例数
皮疹积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瘙痒积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症状总积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６１ １２．４４±２．３１ ５．１３±３．４７ ６．５９±１．７４ ２．９７±１．０１ １９．０３±２．１９ ８．１０±３．３５
对照组 ６１ １１．９８±３．１２ ７．７２±４．０８ ６．２６±１．８６ ３．４８±１．２７ １８．２４±３．０１ １１．２０±３．９７
ｔ值 ２．８２１ ０．８１７ ２．９４９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治疗组有效率（４９．１８％）显著高于对照组
（２４．５９％），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见表２。

表２　２组儿童特应性皮炎患者疗效结果（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６１ ７（１１．４８） ２３（３７．７０） ２７（４４．２６） ４（６．５６） ３０（４９．１８）
对照组 ６１ ４（６．５６） １１（１８．０３） ２８（４５．９０） １８（２９．５１） １５（２４．５９）

　　注：２组有效率差异比较，χ２＝１１．７２，Ｐ＜０．０１。

２２　不良反应　治疗组和对照组均未出现外用药物
导致的不良反应。

３　讨　论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慢性、反复性炎症性皮肤病。
剧烈瘙痒通常为特应性皮炎的特征性表现。异位性皮

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目前并未完全明确。

异位性皮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遗传性过敏体质，这

一点很受关注。异位性皮炎患者本人以及家族中成员

中对某些体内外物质的敏感性一般会高于正常人。根

据以往的流行病学研究资料，本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

遗传倾向或者说体质易感性或素质。家族成员具有

“异位性”，例如容易罹患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以及

对异种蛋白过敏，血液中嗜酸性粒胞和 ＩｇＥ水平增高，
则更容易患病。研究表明，双亲皆有“异位性”表现者

的话，大约７０％左右的后代也可呈“异位性”。而父母
中仅一方出现“异位性”的话，子女大致半数以上可能

出现“异位性”，尽管“异位性”患者中还会有４０％的父
母没有发现“异位性”。其变态反应机制既往研究较

多，在变应原方面，异位性皮炎主要是食物多见，尤其

是蛋白质食品，主要是在婴儿期诱发；呼吸道吸入物，

如屋尘、花粉以及动物的皮毛以及皮屑等，均可能诱

发，特别是儿童期以后以此类变应原为主。其它因素，

如感染、环境、精神等，均可能涉及。强烈搔抓刺激、季

节气候变化、出汗等也可能诱发或者加剧异位性皮炎

的症状。由于病情反复，儿童特应性皮炎患者生活、学

习明显受到疾病影响。ＡＤ皮肤病变主要表现为皮肤
炎症反应和屏障功能障碍，其中皮肤炎症反应主要是

由于多种细胞因子的失调等因素引起，进而导致皮肤

屏障功能障碍。主要是表现在 ＡＤ患儿角质层内神经
酰胺含量明显降低，导致角质层原有的保水能力降

低，皮脂腺数目减少、体积变小、分泌能力降低，最终

导致干皮症及表皮裂隙等皮肤问题。所以目前主张的

治疗观点是，急性期，应用药物控制炎症，使皮疹完全

或接近消退，主要采用较强的激素，根据皮损部位不

同，常使用弱至中效激素制剂，近年来新型的大环内

酯类免疫调节药物如他克莫司、吡美莫司已投入临床

使用，该类药直接作用于 Ｔ淋巴细胞，特别是 ＣＤ４＋Ｔ
细胞，广泛控制整个疾病中的炎症反应，适用于 ２岁
以上患儿。目前临床治疗仍以激素为主。虽可快速缓

解ＡＤ患者症状，但容易引发皮肤萎缩，毛细血管扩张
等不良反应，且停药后容易反跳。而且，ＡＤ多发于婴
儿及儿童，他们的皮肤较薄，更易发生不良反应，因此

临床上应用皮质类固醇制剂需要非常谨慎。选择其它

种类的制剂，合理使用以控制病情，减少药物的毒副作

用，对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４７］。而在疾病缓解期，需

要增强皮肤屏障功能。目前推荐采用外用滋润剂改善

患儿皮肤的干燥，从而能有效提高对外界刺激的抵御

能力及减少疾病复发次数，同时促进外用药物的吸

收，最终减轻痒感和清除皮肤表面的脱落角质，减少

外用药物制剂的用量。抗炎和护肤是 ＡＤ的治疗中的
两大关键手段。

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 ＡＤ方面研究进展较快，因
其安全、临床疗效明显、不良反应少等优势，引起关

注［８］。肤舒止痒膏主要成分包括苦参、土茯苓、淫羊

藿、人参、天冬、麦冬、玉竹、黑芝麻、冰 （下转第１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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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临床和肝脏病理特征分析
高春明，汪蔷华，曹蕴

摘要：目的　了解慢性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感染者肝脏病理特征，探讨其与血清学关系。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
析方法，收集１１４例慢性 ＨＢＶ感染者，所有患者均行肝穿刺组织活检，同时检测肝功能、ＨＢｅＡｇ和 ＨＢＶＤＮＡ定
量，分析肝组织炎症分级（Ｇ）和纤维化分期（Ｓ）与ＨＢｅＡｇ状态、ＨＢＶＤＮＡ水平的关系。结果　１１４例患者中，１１３
例（９９．１２％）患者肝组织发生病理改变，５３例（４６．４９％）患者肝脏炎症分级和／或纤维化分期≥Ｇ２／Ｓ２。ＨＢｅＡｇ
阴性和ＨＢｅＡｇ阳性患者年龄、血小板计数、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组炎症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纤维化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显示ＨＢｅＡｇ与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
期无关（ｒ＝－０．００６，ｒ＝－０．１４７，Ｐ＞０．０５）。ＨＢＶＤＮＡ定量分层分析，≤５ｌｇ拷贝／ｍｌ组、６～７ｌｇ拷贝／ｍｌ组和≥
８ｌｇ拷贝／ｍｌ组ＨＢｅＡｇ阴性患者分别为４７例（８３．９３％）、８例（１９．１５％）和０例，≤５ｌｇ拷贝／ｍｌ组和其余２组比
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３组肝组织学≥Ｇ２／Ｓ２分别为 ３３例（５８．９３％）、１８例（４２．８６％）、２例（１２．５％），≥
８ｌｇ拷贝／ｍｌ组和其余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Ｐ＜０．０５）。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显示ＨＢＶＤＮＡ水平与纤维化分
期负相关（ｒ＝－０．２７９，Ｐ＜０．０５），与炎症分级无关（ｒ＝－０．０９１，Ｐ＞０．０５）。结论　绝大部分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者有不同程度肝组织病理变化；ＨＢｅＡｇ阴性患者较ＨＢｅＡｇ阳性患者有更为严重肝脏病理变化，ＨＢｅＡｇ状态
与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程度无关，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和肝脏纤维化程度相关。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病理；血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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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ＨＢＶ）感染是危
害人类健康的重要传染病之一，我国是ＨＢＶ感染高发
区，目前我国人群表面抗原携带率为７．１８％，总人数
达９３００万左右。临床上 ＨＢＶ感染有不同的表现形
式，其中慢性ＨＢＶ感染最常见，也是我国肝硬化和肝
癌发生的主要原因。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自然病程

复杂多变，正确判断慢性ＨＢＶ感染者所处病情阶段有
助于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从而延缓病情进展。尽管

肝组织病理检查是一种创伤性检查，存在一定风险，不

易被患者接受，但它始终是衡量患者炎症和纤维化程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
通讯作者：高春明，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１２０６＠１２６．ｃｏｍ

度的重要方法，我们对１１４例慢性ＨＢＶ感染患者进行
肝穿刺活检，以探讨肝组织病理与临床之间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院住
院行肝穿刺组织活检患者共１１４例，所有病例 ＨＢｓＡｇ
阳性超过６个月，未接受过任何抗病毒药物治疗并且
排除合并甲肝、丙肝、戊肝及 ＨＩＶ感染，无酒精性肝
病、药物性肝病和自身免疫性肝病。

１２　实验室检查　采用奥林帕斯公司 ＡＵ５４００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肝功能；希森美康公司 ＣＡ７０００全
自动血凝仪测定凝血酶原时间；希森美康公司 ＸＥ
２１００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血小板；酶联免疫吸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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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测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ＨＢｅＡｂ和ＨＢｃＡｂ，试剂
购自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实时荧光 ＰＣＲ法测
定ＨＢＶＤＮＡ，仪器为 Ｇｅｎｅｌｉｇｈｔ９８００实时荧光 ＰＣＲ仪，
试剂与仪器均购自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３　肝活组织检查　术前常规行血常规、凝血四项、
生化常规、免疫过筛、ＨＢＶＤＮＡ、胸片、心电图、肝脏 Ｂ
超检查，穿刺在 Ｂ超引导下进行，穿刺枪为 Ｂａｒｄ活检
枪，针为１６ＧＢａｒｄ针。肝组织长度１．５～２．０ｃｍ，４％
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素伊红染色，由病理科

高年资医师独立阅片，炎症分级 Ｇ０～Ｇ４，纤维化分期
Ｓ０～Ｓ４，判断标准参照 ２０００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
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２组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率和构成比采用 χ２

检验，相关性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１１４例患者中男性８１例，女性３３例，
年龄１７～６１岁，平均年龄（３６．２５±１１．７０）岁。其中
ＨＢｅＡｇ（＋）患者５９例，男性４４例，女性１５例；ＨＢｅＡｇ
（－）患者５５例，男性３７例，女性１８例。
２２　肝组织学结果　１１４例患者中１１３例（９９．１２％）
出现肝组织学改变，≥Ｇ２／Ｓ２５３例（４６．４９％），其中≥
Ｇ２３３例（２８．９５％）；≥Ｓ２４０例（３５．０９％）。炎症分级
（Ｇ）：Ｇ０４例（３．５１％），Ｇ１７７例（６７．５４％），Ｇ２２９例
（２５．４４％），Ｇ３３例（２．６３％），Ｇ４１例（０．８７％）；纤维
化分期（Ｓ）：Ｓ０３９例（３４．２１％），Ｓ１３５例（３０．７０％），
Ｓ２８例 （７．０２％），Ｓ３２例 （１．７５％），Ｓ４３０例
（２６．３２％）。ＡＬＴ≥ ２×正常上限 （ＵＬＮ）１２例
（１０．５３％），８例（６６．６７％）肝组织学≥Ｇ２／Ｓ２。ＡＬＴ＜
２×正 常 上 限 （ＵＬＮ）１０２例 （８９．４７％），４５例
（４４．１２％）肝组织学≥Ｇ２／Ｓ２。
２３　ＨＢｅＡｇ与临床指标及肝组织学关系　对 ＨＢｅＡｇ
（＋）组和 ＨＢｅＡｇ（－）组患者的性别、年龄、ＡＬＴ、
ＴＢＩＬ、ＡＬＢ、ＰＴ、ＰＬＴ和 ＨＢＶＤＮＡ定量等进行比较。２
组患者的性别、ＡＬＴ、ＴＢＩＬ、ＡＬＢ和Ｐ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年龄：ＨＢｅＡｇ（＋）组（３１．５１±１１．７２）
岁，ＨＢｅＡｇ（－）组（４１．００±８．８７）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ｔ＝４．８５，Ｐ＜０．０５）。ＰＬＴ：ＨＢｅＡｇ（＋）组
（１７５．２９±５２．４４）×１０９／Ｌ，ＨＢｅＡｇ（－）组（１４７．２４±
５１．９４）×１０９／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８６，Ｐ＜
０．０５）。ＨＢＶＤＮＡ：ＨＢｅＡｇ（＋）组（７．３２±１．２６）ｌｇ拷
贝／ｍｌ，ＨＢｅＡｇ（－）组（４．４４±１．３９）ｌｇ拷贝／ｍｌ，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１．５７，Ｐ＜０．０５）。ＨＢｅＡｇ（＋）组＜
Ｇ２４２例（７１．１９％），≥Ｇ２１７例（２８．８１％）；＜Ｓ２４４
例（７４．５８％），≥Ｓ２１５例（２５．４２％）；ＨＢｅＡｇ（－）组 ＜
Ｇ２３９例（７０．９１％），≥Ｇ２１６例（２９．０９％）；＜Ｓ２３０
例（５４．５５％），≥Ｓ２２５例（４５．４５％）。２组炎症分级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１，Ｐ＞０．０５），纤维化分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０１，Ｐ＜０．０５）。
２４　ＨＢＶＤＮＡ与临床指标及肝组织学关系　３组间
性别、ＴＢＩＬ、ＡＬＢ、ＰＴ、ＰＬ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ＨＢｅＡｇ：≤５ｌｇ拷贝／ｍｌ组 ５６例（４９．１２％），其中
ＨＢｅＡｇ（＋）９例 （１６．０７％），ＨＢｅＡｇ（－）４７例
（８３．９３％）；６～７ｌｇ拷贝／ｍｌ组４２例（３６．８４％），其中
ＨＢｅＡｇ（＋）３４例 （８０．８５％），ＨＢｅＡｇ（－）８例
（１９．１５％）；≥８ｌｇ拷贝／ｍｌ组１６例（１４．０４％），均为
ＨＢｅＡｇ（＋），≤５ｌｇ拷贝／ｍｌ组与６～７ｌｇ拷贝／ｍｌ组、
≥８ｌｇ拷贝／ｍｌ组 ＨＢｅＡｇ分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χ２＝４１．０３，χ２＝５．４４，Ｐ＜０．０５），其余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年龄：≤５ｌｇ拷贝／ｍｌ组（４１．２５±８．２６）
岁，６～７ｌｇ拷贝／ｍｌ组（３１．９３±１２．４７）岁，≥８ｌｇ拷
贝／ｍｌ组（２８．９４±１０．３９）岁，≤５ｌｇ拷贝／ｍｌ组和６～７
ｌｇ拷贝／ｍｌ组、≥８ｌｇ拷贝／ｍｌ组年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ｔ＝４．４５，ｔ＝４．９５，Ｐ＜０．０５），其余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ＡＬＴ：≤５ｌｇ拷贝／ｍｌ组（４２．７７±３８．７２）Ｕ／
Ｌ，６～７ｌｇ拷贝／ｍｌ组（５４．７４±３８．５６）Ｕ／Ｌ，≥８ｌｇ拷
贝／ｍｌ组（３７．５０±１５．９５）Ｕ／Ｌ，６～７ｌｇ拷贝／ｍｌ组和
≥８ｌｇ拷贝／ｍ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７３，Ｐ＜
０．０５），其余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组织学≥Ｇ２／
Ｓ２：≤５ｌｇ拷贝／ｍｌ３３例（５８．９３％），６～７ｌｇ拷贝／ｍｌ
１８例（４２．８６％）；≥８ｌｇ拷贝／ｍｌ２例（１２．５０％）。不
同ＨＢＶＤＮＡ水平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分布情况见表
１。３组间炎症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０３，Ｐ＞
０．０５），纤维化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４．９０，
Ｐ＜０．０５）。
表１　不同ＨＢＶＤＮＡ水平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分布情况

ＨＢＶＤＮＡ（ｌｇ拷贝／ｍｌ）Ｇ０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Ｓ０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５ １ ３９ １５ １ ０ １４ １４ ６ ２ ２０
６～７ １ ２６ １２ ２ １ １２ １８ ２ ０ １０
≥８ ２ １２ ２ ０ ０ １３ ３ ０ ０ ０

２５　临床指标与肝脏病理相关性　临床指标和炎症
分级、纤维化分期相关性见表２。各项临床指标中仅
ＡＬＴ与炎症分级、纤维化分期正相关，性别、年龄、ＰＴ、
ＴＢＩＬ与纤维化分期正相关，ＰＬＴ、ＨＢＶＤＮＡ与纤维化分
期负相关。

表２　临床指标和炎症分级、纤维化分期相关性

项目 性别 年龄 ＡＬＴ ＴＢＩＬ ＰＴ ＰＬＴ ＡＬＢ ＨＢｅＡｇＨＢＶＤＮＡ

ｒＧ值 ０．００８ ０．１４２ ０．２７３ ０．１５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２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ｒＳ值 ０．９３１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４ ０．２５３ ０．４１６ －０．４０６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７ －０．２７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ｒＧ值为Ｇ相关系数；ｒＳ值为Ｓ相关系数。

３　讨　论
　　慢性ＨＢＶ感染者自然病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免
疫耐受期、免疫清除期和非活动或低复制期，不同阶段

常常表现出程度不同肝组织病理变化，随着年龄增长，

ＨＢｅＡｇ阴性患者逐渐增多，ＨＢＶＤＮＡ复制水平降低。
临床上常根据肝功能、影像学检查及血清学指标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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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判断患者病情和决定是否抗病毒治疗的依据，可能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肝组织病理检查才能够更准确

地判断肝脏损伤程度。曹天高等报道 ９０．２％慢性
ＨＢＶ携带者肝组织有病理变化［１］，而咸建春等报道

ＡＬＴ＜２×正常上限（ＵＬ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１００％发
生病理变化［２］。本组病例中９９．１２％患者有肝脏组织
学改变，其中≥Ｇ２／Ｓ２占４６．４９％，≥Ｇ２２８．９５％，≥Ｓ２
３５．０９％，因此对慢性 ＨＢＶ感染者进行肝脏活组织检
查是必要的。

ＡＬＴ是反映肝脏炎症损伤最灵敏的指标，目前国
内ＡＬＴ一般以４５～６０Ｕ／Ｌ为正常上限，但有研究建
议ＡＬＴ正常上限应前移至男性３０Ｕ／Ｌ，女性１９Ｕ／Ｌ。
临床上一直把ＡＬＴ≥２×正常上限（ＵＬＮ）作为抗病毒
治疗重要指征之一，但是很多报道显示仍然有一定比

例的 ＡＬＴ＜２×正常上限（ＵＬＮ）患者肝组织学达到
Ｇ２／Ｓ２以上［３６］。本研究显示，≥Ｇ２／Ｓ２患者中 ＡＬＴ≥
２×正常上限（ＵＬＮ）仅占１５．０９％，４４．１２％的 ＡＬＴ＜
２×正常上限（ＵＬＮ）患者肝组织病理≥Ｇ２／Ｓ２，表明
ＡＬＴ水平与肝组织病理改变并不完全一致。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显示 ＡＬＴ和炎症分级、纤维化分期正相关，
因此仅靠 ＡＬＴ≥２×正常上限（ＵＬＮ）来判断患者肝组
织损伤程度、决定是否进行抗病毒治疗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ＡＬＴ正常或＜２×正常上限（ＵＬＮ）的慢性 ＨＢＶ
感染者病变更为隐匿，尤其是未能正规随访、定期监测

肝功能的患者，应尽可能行肝脏组织病理检查，以免误

判病情，延误治疗。

ＨＢｅＡｇ与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的关系国内报道
不一，有学者认为 ＨＢｅＡｇ阳性患者炎症分级、纤维化
程度明显低于 ＨＢｅＡｇ阴性者［７］，也有学者认为不管

ＨＢｅＡｇ阳性或阴性，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无明显差
别［８］。本研究结果显示，和 ＨＢｅＡｇ阳性组相比，
ＨＢｅＡｇ阴性组具有年龄较大、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和 ＰＬＴ计
数较低的临床特征，而且 ＰＬＴ和纤维化程度呈负相
关，可能随纤维化增加，ＨＢＶ对骨髓巨核细胞的抑制、
血小板生成素减少及脾脏破坏增多等因素共同造成

ＰＬＴ下降，因此很多研究均认为 ＰＬＴ计数可以作为预
测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指标之一。２组患者肝组织均
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和纤维化表现，但两组炎症分

级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纤维化分期有显著差异，

ＨＢｅＡｇ阴性组纤维化≥Ｓ２患者占４５．４５％，明显高于
阳性组，说明ＨＢｅＡｇ阴性者可能拥有更为严重的肝组
织损伤。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显示ＨＢｅＡｇ与炎症分级、
纤维化分期无相关性，徐国荣等亦报道 ＨＢｅＡｇ阳性和
阴性患者炎症分级、纤维化分期无统计学差异［９］。对

于ＨＢｅＡｇ阴性患者，尤其是年龄４０岁左右、ＡＬＴ＜２×
ＵＬＮ，尽管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较低，均应严密随访临床指
标，并尽可能行肝脏活组织检查，以便尽早抗病毒治

疗，延缓病情进展。目前有报道［１０］年龄＞３０岁患者肝
组织炎症及纤维化程度显著增加，建议 ３０岁以上
ＨＢｅＡｇ阴性患者，不管 ＡＬＴ水平均应行肝组织学检
查。

ＨＢＶＤＮＡ与肝组织炎症分级和纤维化分期的关
系较为复杂，一般认为持续 ＨＢＶ复制是慢性 ＨＢＶ感
染者病情进展的主要原因。对 ＨＢＶＤＮＡ定量分层分

析发现≤５ｌｇ拷贝／ｍｌ组中 ＨＢｅＡｇ阴性患者为主，年
龄明显大于６～７ｌｇ拷贝／ｍｌ组和≥８ｌｇ拷贝／ｍｌ组，
且肝组织病变程度更严重，５８．９３％的患者肝组织学≥
Ｇ２／Ｓ２，原因可能在于患者大多感染乙肝病毒时间较
长，经历过免疫清除期，清除乙肝病毒同时造成肝组织

损伤加重，或由于前Ｃ区／Ｃ基因突变，使 ＨＢｅＡｇ表达
缺失，靶抗原 ＨＢｃＡｇ暴露，更易受到免疫攻击，使得
ＨＢＶ感染持续，肝脏炎症和纤维化不断累积加重。
６～７ｌｇ拷贝／ｍｌ组和≥８ｌｇ拷贝／ｍｌ均以ＨＢｅＡｇ阳性
为主，ＨＢｅＡｇ阳性患者相对年轻，感染时间短，可能处
于免疫清除期前，ＨＢｅＡｇ促进 ＨＢＶＤＮＡ表达，使得
ＨＢｅＡｇ阳性患者拥有较高病毒复制水平，肝组织病变
程度相对较轻。本研究中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显示
ＨＢＶＤＮＡ与纤维化分期负相关，与炎症分级无关，而
有报道认为 ＨＢｅＡｇ阴性患者 ＨＢＶＤＮＡ与炎症分级、
纤维化分期正相关，ＨＢｅＡｇ阳性患者ＨＢＶＤＮＡ与炎症
分级、纤维化分期无关［１１１２］，对于 ＨＢＶＤＮＡ与肝组织
学的关系可能需要根据ＨＢｅＡｇ状况、年龄等其他因素
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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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不同充填材料在老年人根面龋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比较
方颖

摘要：目的　观察富士ＩＸ玻璃离子与３ＭＺ２５０光固化复合树脂用于充填老年人根面龋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
择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于口腔科门诊就诊的老年根面龋患者共２７２例，患牙３９２颗，根据患者就诊顺
序分为Ａ、Ｂ两组。２组患者行充填治疗前应首先对牙龈炎和牙周炎进行相应处理，待炎症控制后方可进行充填
治疗。Ａ组给予富士ＩＸ玻璃离子充填，Ｂ组给予３ＭＺ２５０光固化复合树脂充填。随访观察两种充填材料的充填
效果。结果　充填半年内，富士ＩＸ玻璃离子的充填成功率为９９．０３％，光固化复合树脂为９７．８５％，χ２＝０．０１８２，
Ｐ＞０．０５，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充填一年，富士ＩＸ玻璃离子的充填成功率为９４．１７％，光固化复合树脂为
８８．１７％，χ２＝１１．９１５，Ｐ＜０．０５，富士ＩＸ玻璃离子的充填成功率高于光固化复合树脂；充填一年半，富士 ＩＸ玻璃
离子的充填成功率为９３．１４％，光固化复合树脂为７９．５７％，χ２＝３０．８８３，Ｐ＜０．０５，富士 ＩＸ玻璃离子的充填成功
率高于光固化复合树脂。充填失败的病例中最常见的是充填体边缘不密合，其次是充填物发生缺损。Ａ组中６
例发生充填物边缘不密合，５例发生充填物缺损，３例发生充填物脱落，２例发生继发龋；Ｂ组中１９例发生充填物
边缘不密合，１１例发生充填物缺损，７例发生充填物脱落，１例发生继发龋。结论　富士ＩＸ玻璃离子与光固化复
合树脂充填老年患者根面龋的近期效果无明显差异，但充填一年后富士ＩＸ玻璃离子的成功率明显高于光固化复
合树脂，且玻璃离子的充填操作简单，治疗舒适性更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根面龋；玻璃离子；光固化复合树脂；口腔疾病；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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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龋齿的发生是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表
现为牙体硬组织发生进行性不可逆损伤，微观上为无

机物脱矿以及有机物分解，在早期仅表现为色泽的改

变，若不及时进行相应的处理则可形成组织的缺损。

在国内，多数老年患者伴有牙龈退缩而暴露牙根面，导

致了根面龋发生的危险性显著增加，相关统计资料显

示我国老年患者根面龋的发生率接近７０％，根面龋的
发生是对老年患者健康造成明显影响的口腔疾病中的

重要组成方面，同时也是失牙的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口腔科

如何对根面龋进行防治是老年口腔疾病的防治内容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发生根面龋的患牙早期进行治疗能

有助于恢复正常的咀嚼功能，有利于患者的生活质量

的明显提高，但是由于根面龋的发生部位的特殊性，对

所选用的充填材料亦有一定的要求，应尽量兼顾功能

和美观的恢复，笔者分别采用２种不同的充填材料对
根面龋进行治疗，并对两者的效果进行比较，现将相关

情况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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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科门诊就诊的老年根面龋患者共 ２７２例，患牙
３９２颗，根据患者就诊顺序分为 Ａ、Ｂ两组。其中 Ａ组
患者中男性患者９８例，女性患者３８例，前牙４２颗，双
尖牙１２８颗，磨牙３６颗，本组给予富士ＩＸ玻璃离子充
填；Ｂ组患者中男性患者８７例，女性患者４９例，前牙
３３颗，双尖牙１０４颗，磨牙 ４９颗，本组给予 ３ＭＺ２５０
光固化复合树脂充填。本资料中所有根面龋患牙的诊

断标准参照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国立牙病研究所所

推荐的诊断标准中的相关内容：①龋损发生于患牙釉
质牙骨质界之根方，局部牙体组织出现明显的颜色改

变，探诊可探及不同程度的硬组织缺损，患者感酸软；

②若病损累及釉质牙骨质界，仅当位于其根方的病损
面积超过一半时记为根龋；③发生于釉质牙骨质界之
根方的继发龋亦记为根龋。本资料中所纳入病例均为

单面龋，且行牙髓活力测试结果与对照牙无明显差别。

所有患者均被告知所行治疗的相关情况并同意将病史

资料用于本研究，本研究方案经上报医院伦理学委员

会审查通过后方在临床实施。

１２　治疗方法　根据根面龋发生的部位与龈缘的关
系可分为龈上和龈下两大类，其中根面龋位于龈下者

常常合并有较为严重的牙龈炎或牙周炎，这样的牙龈

组织在受到轻微的物理刺激即可能有明显的出血，对

材料的粘接效果有明显的影响，故在行充填治疗前应

首先对牙龈炎和牙周炎进行相应处理，待炎症控制后

方可进行充填治疗。Ａ组：患牙去尽腐质，棉卷隔湿，
三用气枪干燥牙面，根据富士ＩＸ玻璃离子水门汀说明
书相关内容将粉剂和液剂按一定比例调拌均匀后将窝

洞充填，将充填物外形作适当修整并于其表面涂以凡

士林，其中若腐质去尽后发现近髓可采用 Ｄｙｃａｌ垫底
加以保护。Ｂ组：患牙去尽腐质，制备洞型，对格鲁玛
酸蚀剂酸蚀牙面３０ｓ，将酸蚀剂冲尽，棉卷隔湿，干燥
牙面，均匀涂布粘接剂并光照２０ｓ，３ＭＺ２５０光固化复
合树脂充填窝洞，光照固化后对充填物表面外形稍作

修整并抛光。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充填成功：探针探查充填物表面
光滑无粗糙感，充填体无缺损，与洞缘间无缝隙，无继

发龋发生，行牙髓活力测试结果与对照牙无明显差异；

充填失败：探诊查见充填物表面粗糙，或查见充填物松

动、部分或全部脱落，充填物与洞缘之间出现明显缝

隙，有继发龋的发生或对牙髓进行活力测试结果与对

照牙有明显差异，出现典型的牙髓或根尖周炎症症状。

本资料中对所有患者的充填效果的检查由２名工作超
过５年的医生进行，检查采用双盲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χ２检验。等级计量资
料，采用非参数检验（Ｚ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充填半年内，Ａ组的充填成功率为９９．０３％，Ｂ组

为９７．８５％，χ２＝０．０１８２，Ｐ＞０．０５，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充填一年，Ａ组的充填成功率为９４．１７％，Ｂ
组为８８．１７％，χ２＝１１．９１５，Ｐ＜０．０５，Ａ组的充填成功
率高于 Ｂ组；充填一年半，Ａ组的充填成功率为
９３．１４％，Ｂ组为７９．５７％，χ２＝３０．８８３，Ｐ＜０．０５，Ａ组
的充填成功率高于Ｂ组。详见表１。充填失败的病例
中最常见的是充填体边缘不密合，其次是充填物发生

缺损。本资料中，充填一年半后对２组患者充填物进
行检查结果显示，Ａ组中６例发生充填物边缘不密合，
５例发生充填物缺损，３例发生充填物脱落，２例发生
继发龋；Ｂ组中１９例发生充填物边缘不密合，１１例发
生充填物缺损，７例发生充填物脱落，１例发生继发龋。

表１　２组老年根面龋患者患牙充填情况比较（颗）

组别 例数 随访时长（年） 充填成功 充填失败 充填成功率（％）

Ａ组 ２０６ ０．５ ２０４ ２ ９９．０３
１．０ １９４ １２ ９４．１７
１．５ １９０ １６ ９３．１４

Ｂ组 １８６ ０．５ １８２ ４ ９７．８５
１．０ １６４ ２２ ８８．１７
１．５ １４８ ３８ ７９．５７

３　讨　论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难题，我国自上世纪实行
计划生育以来，新生人口大为减少，目前老龄化现象非

常严重，全国人口调查显示，２０１３年我国老年人口超
过２亿，２０５０年将超过４．８７亿，占人口总数的３４％。
与年轻患者不同的是老年患者的牙龈情况通常较差，

这一现象的发生与增龄性变化、牙周组织疾病以及不

良修复体等的存在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结果往往导

致老年患者的牙龈发生退缩以及相应牙根被暴露于口

腔中［１］。加之我国老年人成长环境的关系，普遍受教

育程度较低，口腔健康意识不足；思想保守，卫生观念

不强。牙刷常常用到不能用才换，口腔龋损等渐进性

疾病常常是能忍则忍，拖到牙齿松了或掉了才来医院

就诊等现象不一而足。而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

快，年轻人多数背井离乡，一年只回家一次甚至无法回

家，无法照顾或监督年迈的父母。且一般年轻人对父

母的保健意识薄弱。我国口腔治疗费用相较发达国家

仍属比较便宜，但是针对我国现状还是一笔较大支出，

因此造成有些家庭不愿为父母花钱看病，另一方面，老

年人也不愿主动就医，最后导致小病拖成大病，可治之

症变为不治之症。最终造成我国老年人牙周病患病率

常年居高不下。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根面龋与龈下菌

斑和牙周病呈正相关趋势，牙周病患者根面龋患病风

险超过健康患者２倍左右。其主要致病菌为厌氧菌，
主要为乳杆菌、变形链球菌及放线菌。此外，口腔唾液

分泌量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减少，老年人尤甚。唾液分

泌的减少，导致口腔自洁作用及唾液内碱性物质的中

和作用下降，也会加速根面龋形成。牙根表面的牙骨

质对于致龋菌的抵抗能力明显弱于釉质，故老年患者

的牙根暴露后极易发生根面龋，其典型表现为口内多

颗牙浅碟状缺损，好发于前磨牙及磨牙。根面龋的发

生通常无特定牙面，颊侧、舌侧以及近远中面均可发

生［２］。发生根面龋的部位通常难以制备标准的充填洞

型，在采用传统的银汞合金进行充填时极易发生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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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脱落，再加上根面龋的发生部位通常与龈缘接触，

该处的继发龋以及牙髓炎的发生危险性明显增加［３］。

对牙体组织的龋损进行充填的传统材料是银汞合

金，这种材料是目前牙科所用充填材料中强度最高，抗

压能力最强的。但银汞合金不具有任何粘接性，在进

行窝洞充填时需要事先将龋损预备成一定的洞型方能

获得一定的固位能力。但几乎不被应用于根面龋的充

填，因为根面龋多为浅碟形，难以制备出利于固位的洞

型；其次是该部位对抗力的要求较低；再次是银汞合金

用于根面龋的充填时对美观有一定的影响。故临床上

选用与根面龋的充填的材料一方面需要自身有一定的

粘接性能，另一方面应具有一定的美观性。

光固化复合树脂的美观性较好，其色泽与正常的

牙体组织表面色泽较为相近，通过将釉质酸蚀后形成

的微孔形成机械锁结作用达到固位目的，抗压强度大。

将光固化复合树脂用于根面龋时，酸蚀剂以及树脂基

质可能进入牙本质小管从而对牙髓造成刺激，增加了

牙髓病变发生的危险性［４］。另一方面，光固化复合树

脂与正常的牙体组织间的热膨胀系数有较大的差异，

在利用光固化灯进行固化时会发生聚合收缩，容易导

致微渗漏的发生［５］。微渗漏是在对发生龋损的牙体组

织进行充填后发生，一旦发生早期可看到充填物边缘

有明显着色，随时间进一步发展在残留的牙体组织上

形成继发龋，甚至导致患牙牙髓发生病理性改变等不

可逆的后果。在采用光固化复合树脂进行充填时需要

进行酸蚀、粘结以及充填等几个步骤，其中每一步都对

操作者有较高的要求［６］，尤其时在对后牙的近远中根

面进行充填的难度较大，加上操作时间相对较长，在对

配合能力较差的老年患者进行充填治疗时往往难以达

到理想效果。光固化树脂的固位机理是通过酸蚀剂酸

蚀釉质表面形成细小孔隙，树脂进入其中形成树脂突

从而起到固位的效果，但由于发生根面龋的牙体组织

多为牙本质或牙骨质，酸蚀剂酸蚀效果相对较差，故光

固化树脂在形成微突方面的效果较差，发生充填后脱

落的可能性较大。

玻璃离子水门汀为临床常用充填材料，采用玻璃

离子对根面龋进行充填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①
色泽方面，玻璃离子的美观效果较光固化复合树脂稍

差，但仍与牙体组织表面的颜色较为接近［７］，由于根面

龋通常发生的部位较为隐蔽，故采用玻璃离子进行充

填修时对美观的影响较小；②物理强度方面，本资料中
所采用的富士ＩＸ玻璃离子水门汀较普通型的玻璃离
子的物理强度，仍低于银汞合金，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甚至可以用于后牙牙合面窝洞的充填［８］，加上根面龋

所在部位通常不会受到咀嚼压力，故可满足该处的充

填要求。③固位方面，玻璃离子的固位主要是依靠化
学性粘结，故对充填洞型的要求相对较低，这样一方面

降低了充填操作的难度，另一方面亦可避免对牙体组

织进行切削时的产热对牙髓造成刺激［９］。④材料学研
究结果表明，玻璃离子的热膨胀系数与牙体组织较为

接近，固化时几乎不产生明显的聚合收缩［１０］。发生于

根面的龋损由于接近龈缘，通常在充填过程中不能将

龈沟液完全隔离，而玻璃离子具有一定的亲水性，在减

少充填后发生微渗漏方面明显优于光固化复合树脂。

⑤富士ＩＸ玻璃离子在充填完成后具有持续释放氟离

子的优点，游离出的氟离子有利于充填物周围的牙体

组织的再矿化的进行［１１］。⑥玻璃离子的充填步骤相
对简单，所需时间较短，可明显提高治疗的舒适性。但

是，使用玻璃离子应当注意，其在水中有轻微的溶解现

象，尤其以固化过程中溶解最多。因此临床操作中初

步胶固后应使用封闭剂隔离，抵抗溶解。从本资料结

果可以看出，充填半年内，富士 ＩＸ玻璃离子的充填成
功率为 ９９．０３％，光固化复合树脂为 ９７．８５％，χ２＝
０．０１８２，Ｐ＞０．０５，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充填一年，
富士ＩＸ玻璃离子的充填成功率为９４．１７％，光固化复
合树脂为８８．１７％，χ２＝１１．９１５，Ｐ＜０．０５，富士 ＩＸ玻
璃离子的充填成功率高于光固化复合树脂；充填一年

半，富士 ＩＸ玻璃离子的充填成功率为９３．１４％，光固
化复合树脂为７９．５７％，χ２＝３０．８８３，Ｐ＜０．０５，富士
ＩＸ玻璃离子的充填成功率高于光固化复合树脂。

本次研究充填失败的病例中最常见的是充填体边

缘不密合，其次是充填物发生缺损。其发生除与充填

材料有关外，还可能与医生操作方式有关：①隔湿不充
分，尤其在患者伴有牙周炎或龋损位于龈下时；②光照
时间及强度不够，树脂充填厚度不宜超过２ｍｍ，且应
做斜面式充填，使光线能够充分透照。

综上，富士ＩＸ玻璃离子与光固化复合树脂充填老
年患者根面龋的近期效果无明显差异，但充填一年后

富士ＩＸ玻璃离子的成功率明显高于光固化复合树脂，
且玻璃离子的充填操作简单，治疗舒适性更好，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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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幽门螺杆菌感染在帕金森病治疗中的作用
许文芳，陈育华，马博，时鹏，陈齐鸣，屈洪党

摘要：目的　观察清除幽门螺杆菌（Ｈｐ）感染在帕金森病（ＰＤ）治疗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６０例年龄在４０～６９
岁之间的早期ＰＤ患者，病史１～３年，ＵＰＤＲＳ评分小于２０分，且其血清 ＨＰ抗体阳性，随机分成２组，对照组３０
例，男性２０人，女性１０人，从小剂量开始给予美多芭治疗，每次美多芭０．０６２５ｇ，每日２次，逐渐增加剂量，最高
量为每次０．２５ｇ，每日３次；观察组３０例，男性１９人，女性１１人，在此基础上加用清除 Ｈｐ治疗（雷尼替丁０．１５
ｇ＋阿莫西林１．０ｇ＋克拉霉素０．５ｇ，每天２次，共７ｄ）。采用ＵＰＤＲＳ评分量表比较２组患者治疗１个月、３个月
后的疗效。结果　对照组患者治疗１个月和３个月后ＵＰＤＲＳ评分从１１．７７分别降至９．４３分（Ｐ＜０．０１）和８．７３
分（Ｐ＜０．０１），治疗３个月ＵＰＤＲＳ评分较治疗１个月ＵＰＤＲ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２１４）。观察组患者
治疗１个月和３个月后ＵＰＤＲＳ评分从１２．６７分别降至１０．３０分（Ｐ＜０．０１）和７．７７分（Ｐ＜０．０１），治疗３个月
ＵＰＤＲＳ评分优于治疗１个月ＵＰＤＲＳ评分（Ｐ＜０．０１）。治疗１个月ＵＰＤＲＳ评分观察组较对照组无明显改善（Ｐ＝
０．１４０）；治疗３个月后ＵＰＤＲＳ评分观察组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１８）。结论　清除 Ｈｐ感染可提高治疗
ＰＤ的疗效。
关键词：帕金森病；美多巴；幽门螺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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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是目前最常见的
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之一，于１８１７年由 Ｊａｍｅｓ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首次描述其临床特征，但迄今为止其病因和发病机制

仍未完全明确。目前普遍认为，ＰＤ是在遗传易患性的
基础上环境、年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６５岁
以上人群的发病率较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

ＰＤ的患病率和发病率将逐渐增高。寻求有效的治疗
ＰＤ的方法可提高ＰＤ患者的生活质量。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就有报道ＰＤ患者的消化道溃疡患病率高于同龄人
群［１］。近年来国外的大量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的感

染（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Ｈｐ）可能与ＰＤ的发病有一定的
关系，对证实有Ｈｐ感染的 ＰＤ患者成功进行 Ｈｐ根治
治疗后，ＰＤ患者的病情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好转［２］。本

文对现有 Ｈｐ感染的 ＰＤ患者在给予美多巴治疗的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４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屈洪党，Ｅｍａｉｌ：ｇｒａｃｅｘｕ１９８０＠１６３．ｃｏｍ

同时予以抗Ｈｐ治疗，观察抗 Ｈｐ治疗的疗效，现将研
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５月，选取在
我院门诊就诊的ＰＤ患者６０例，其中男性３９例，女性
２１例，年龄４０～６９岁，按照１９９９年英国帕金森病协会
脑库制定的帕金森病诊断标准，且患者的血清 ＨＰ抗
体阳性。排除标准：帕金森综合征患者，明确有 ＰＤ家
族史者，有体位性低血压者，心、肺、肾、肝功能损害者，

伴有内分泌疾病、严重感染性疾病、肿瘤、外伤者或其

他神经精神疾病者，依从性差、不能按要求服药者，纳

入研究前３０ｄ内合并使用可能引起锥体外系不良反
应的药物或抗生素者。所有患者均为 ＰＤ早期患者，
ＵＰＤＲＳ评分均＜２０分，且均未使用过左旋多巴制剂。
随机将６０例病例分成２组，对照组３０例，男性２０人，
女性１０人，年龄范围４０～６９岁，平均年龄（５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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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岁；观察组３０例，男性１９人，女性１１人，年龄范
围４１～６９岁，平均年龄（５６．３３±８．１２）岁。２组年龄、
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从小剂量开始给予美多
芭治疗，每次０．０６２５ｇ，每日２次，逐渐增加剂量，最高
量为每次０．２５ｇ，每日３次；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
用清除Ｈｐ治疗（雷尼替丁０．１５ｇ＋阿莫西林１．０ｇ＋
克拉霉素０．５ｇ，每天２次，共７ｄ）。在患者接受治疗
前及治疗后１个月、３个月，采用帕金森病的统一评分
量表（ＵＰＤＲＳ）对分别对患者进行评分，比较治疗前与
治疗后及观察组与对照组疗效的差别。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方差分析、ＳＮ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ｅｗｍａｎＫｅｕｌｓ）法和 ｔ检验进行分析。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ＰＤ患者不同治疗时段组内 ＵＰＤＲＳ评分比
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１个月、３个月后 ＵＰＤＲＳ评分较
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１）；治疗３个月后 ＵＰＤＲＳ评
分较治疗 １个月后 ＵＰＤＲ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２１４）。观察组患者治疗１个月、３个月后 ＵＰ
ＤＲＳ评分较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１）；治疗３个月
后ＵＰＤＲＳ评分优于治疗１个月后（Ｐ＜０．０１）。见表
１。
表１　２组ＰＤ患者不同治疗时段ＵＰＤＲＳ评分的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１个月后 治疗３月后 Ｆ值 Ｐ值

对照组 ３０ １１．７７±２．６６ ９．４３±２．２７ ８．７３±１．３６ １６．１１３ ０．０００
观察组 ３０ １２．６７±２．７１ １０．３０±２．２２ ７．７７±１．７０ ３５．７５５ ０．０００
ｔ值 －１．２９８ －１．４９７ ２．４３４
Ｐ值 ０．１９９ ０．１４０ ０．０１８

２．２　２组ＰＤ患者不同治疗时段组间 ＵＰＤＲＳ评分比
较　治疗前与治疗１个月后对照组和观察组 ＵＰＤＲＳ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均 ＞０．０５）；治疗３个
月后２组 ＵＰＤＲＳ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８）。见表１。

３　讨　论
　　帕金森病以黑质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丢失
伴Ｌｅｗｙ小体形成，从而导致黑质纹状体通路破坏及尾
状核、壳核中多巴胺含量减少为主要病理特征。临床

上以静止性震颤、肌肉强直、运动迟缓、姿势步态异常

为主要特征，且病情呈进行性加重，严重影响患者的工

作与生活，晚期因长期卧床而死于肺炎和尿路感染等

并发症，若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干预，患者的生存

期将明显缩短［３］。近年来对 ＰＤ的发病机制的研究有
长足的进步，目前普遍认为，遗传易患性的基础上，诸

多因素例如环境、感染、衰老、应激等均参与了 ＰＤ的
发病［４］。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微需氧革兰氏阴性杆菌，于

１９８３年由澳大利亚学者发现，它的发现对现代消化系
统疾病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研究发现，Ｈｐ
感染与诸多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有着密切关系，诸如

消化性溃疡、胃癌、黏膜相关性淋巴瘤等。Ｈｐ在人类

感染率较高，是人类感染率最高的慢性感染之一。近

年来随着对Ｈｐ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发现ＨＰ对
机体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了胃肠道黏膜局部，与许多

胃肠外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５］。

黑质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丢失是帕金森病

的主要病理特征，目前导致帕金森病患者黑质多巴胺

能神经元变性缺失的确切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大量

研究表明环境中的大量有害物质可能是帕金森病的发

病的重要因素［６８］。Ｈｐ在全球人群的平均感染率超过
５０％，人类是其主要传染源，传播途径主要通过口口
途径传播。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家族聚集现象是 Ｈｐ感
染和ＰＤ相似的流行病学特征。家庭成员早年或长期
暴露于相同的环境危险因素是家族聚集现象的原因。

研究表明在 ＰＤ患者的家族聚集现象中，家庭成员早
年相同的环境危险因素暴露史在 ＰＤ的发病中的作用
可能比遗传因素的作用更大［９］。因此，在同一家庭内，

Ｈｐ感染可于童年时期在同胞之间传播，也可于成年时
期在夫妻间传播。Ｃｈａｒｌｅｔｔ等发现ＰＤ患者血清 ＵｒｅＡ／
ＵｒｅＢ抗体阳性的优势比是非ＰＤ对照组的３倍，且ＰＤ
患者的配偶和同胞表现出更明显的运动迟缓、肌肉僵

硬等ＰＤ发展的功能性趋势，这些均提示Ｈｐ感染可能
作为环境因素参与 ＰＤ的发生［１０］。ＦａｓａｎｏＡ等［１１］认

为Ｈｐ可通过外周血系统进入迷走神经、肠丛神经节，
从而侵犯大脑，进而影响大脑黑质纹状体的功能。

ＷｅｌｌｅｒＣ等［１２］研究发现在ＰＤ患者中消化道症状诸如
早饱、腹胀、便秘等的发生率较高，提示胃肠道可能为

ＰＤ发生的第一阵线，且患者常出现消瘦、贫血等慢性
消耗的表现也提示了细菌感染的存在。ＭｉｃｈａｌｅＳａｌｖａ
ｔｏｒｅ等［１３］于２０１１年在美国微生物学会会议上报道感
染ＨＰ的大鼠脑内控制运动的区域多巴胺合成减少，
可能预示着多巴胺生成细胞正在死亡，而 ＰＤ患者存
在相同情形。

Ｈｐ是人类常见致病菌，国外有研究显示 ＰＤ患者
Ｈｐ感染率为３７％ ～５９％，明显高于相普通人群［１４１５］。

在Ｄｏｂｂｓ等的研究中［１６］，他们选取了３例 Ｈｐ感染的
ＰＤ晚期患者，患者的帕金森病原有的治疗方案不变，在
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正规的抗Ｈｐ治疗，并随访３．５年
以上。结果显示有２例患者Ｈｐ根治治疗成功，其运动
症状及消化道症状均明显好转，１例患者Ｈｐ治疗失败，
上述症状无明显好转。另外Ｄｏｂｂｓ选取了２１例Ｈｐ现
症感染的ＰＤ患者，采用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方
法，对其进行Ｈｐ根治治疗试验，结果显示，接受 Ｈｐ根
治治疗的９例患者在手臂活动、姿势步态、平均步伐宽
度等方面较１１例安慰剂组的患者相比有明显改善［１７］。

本研究分别观察了应用美多芭单独治疗（对照

组）及联合抗Ｈｐ治疗（观察组）治疗前及治疗１月、３
月后 ＵＰＤＲＳ评分，结果显示，对照组及观察组治疗１
个月及３个月ＵＰＤＲＳ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但对
照组治疗３个月较治疗１个月 ＵＰＤＲＳ评分没有进一
步改善，而观察组治疗３个月较治疗１个月ＵＰＤＲＳ评
分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治疗３个月ＵＰＤＲＳ评分改善优
于对照组。结果提示联合应用根治Ｈｐ（下转第１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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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脑组织氧代谢监测在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
患者中的临床研究
宋克义，颜秀侠，韩若东，吴鹏

摘要：目的　探讨颈内静脉球血氧饱和度、氧利用率、乳酸及乳酸清除率在早期心肺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患者
中的变化及评价它们反映脑氧代谢改变中的意义。方法　２９个心肺复苏成功的患者，分为缺血缺氧性脑病（Ａ
组）和非缺血缺氧性脑病组（Ｂ组），比较复苏时间，颈内静脉球血氧饱和度、氧利用率、乳酸及乳酸清除率在心肺
复苏后缺血缺氧性脑病和非缺血缺氧性脑病患者间的差别。结果　①２组患者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②Ａ组患者复苏时间长于 Ｂ组（Ｐ＜０．０５）；③２组患者在心肺复苏５ｍｉｎ左右时 ＳｊＶＯ２明显降低，
Ｏ２ＵＣ、乳酸含量明显增高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患者ＳｊＶＯ２及Ｏ２ＵＣ约４ｈ左右恢复正常，２４
ｈ及７２ｈ持续稳定。与Ｂ组相比，Ａ组患者在复苏后４ｈ内ＳｊＶＯ２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Ｏ２ＵＣ仍明显增高（Ｐ
＜０．０５），缺氧持续存在，２４ｈ、７２ｈＳｊＶＯ２恢复较高水平（Ｐ＜０．０５），Ｏ２ＵＣ持续降低（Ｐ＜０．０５）。④Ｂ组心肺复苏
后１～７２ｈ内乳酸含量进行性下降，各时间点相比于Ａ组含量明显减低（Ｐ＜０．０５），约２４ｈ恢复正常。Ａ组乳酸
７２ｈ内也呈下降趋势且７２ｈ内仍高于正常，４ｈ乳酸清除率约为０．２５±０．１８，７２ｈ内乳酸清除率为０．６１±０．１５，
明显低于Ｂ组的０．６７±０．１１及０．９１±０．６２。结论　心肺复苏时间及４ｈ左右的脑颈静脉球血氧饱和度、乳酸及
乳酸清除率、脑氧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能早期预测心肺复苏后患者缺血缺氧性脑病的发生。

关键词：颈静脉球血氧饱和度；乳酸；乳酸清除率；缺血缺氧性脑病；心肺复苏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　Ｒ４４６．１１　Ｒ５４１．７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２２４０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ＯＮＧＫｅｙｉ，ＹＡＮＸｉｕｘｉａ，ＨＡＮＲｕｏ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ＣＵ，Ｂｏｚｈｏｕ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ｏｚｈｏｕ２３６８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ｊｕｇｕｌａｒｖｅｎｏｕｓｂｕｌｂｏｘｙｇｅ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ＶＯ２），ｏｘｙｇ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Ｏ２ＵＣ），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ｌａｃｔａｔ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Ｍｅｔｈ
ｏｄｓ　２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ＰＲ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ｇｒｏｕｐ
Ａ）ａｎｄｎｏｎ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ｇｒｏｕｐＢ）．ＴｈｅＣＰＲｔｉｍｅ，ＳｊＶＯ２，ｏｘｙｇ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２ＵＣ），ｌａｃ
ｔ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ｌａｃｔａｔ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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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③５ｍｉｎａｆｔｅｒＣＰＲ，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ｊＶＯ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Ｏ２ＵＣａｎｄ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
ｔ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Ｐ＞０．０５）．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ｊＶＯ２
ａｎｄＯ２ＵＣ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４ｈ，ａｎｄｋｅｐｔｓｔａｂｌ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２４ｈｏｕｒｓａｎｄ７２ｈｏｕｒ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ｊＶＯ２ｗａｓｓｔｉｌｌ
ｌ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２ＵＣｗａｓｓｔｉｌｌｈｉｇｈｉｎ４ｈｏｕｒｓ（Ｐ＜０．０５），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ｉｓｓｕｅｈｙｐｏｘｉａｗ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ＳｊＶＯ２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ｏａ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２４ａｎｄ７２ｈｏｕｒｓ（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２ＵＣｄｒｏｐｐ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Ｐ＜０．０５）．④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１－７２ｈ，ａｎｄ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ａｔ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ｉｎ
ｇｒｏｕｐＡ（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２４ｈｏｕｒｓ，ｂｕｔｓｔｉｌｌ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ａ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ｉｄｅｔｒｅｎｄ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４ｈ，７２ｈｌａｃｔａｔ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ｉｎ
Ｂ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Ａ，（０．２５±０．１８）ｖｓ．（０．６７±０．１１）ａｎｄ（０．６１±０．１５）ｖｓ．
（０．９１±０．６２），Ｐ＜０．０５，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Ｐ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ｊＶＯ２ａｎｄ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ｌａｃｔａｔｅ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２ＵＣａｒｅｇｏｏ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ｉｎ４ｈａｆｔｅｒＣＰ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ｕｇｕｌａｒｖｅｎｏｕｓｂｕｌｂｏｘｙｇｅ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ｌｏｏｄｌａｃｔａｔ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
ｌｏｐａｔｈｙ；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猝死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其中心脏
骤停是猝死的常见急症，临床常多见于心肌梗死、中

毒、窒息、电击、严重的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等，心肺

复苏（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ＰＲ）是临床上急
性处理各种心脏停搏的主要手段，目前随着心肺复苏

的理论和临床技术的进步，复苏成功率虽有增加，但患

者预后并不乐观，多器官功能障碍及缺氧性脑损伤是

复苏后治疗的主要内容。脑氧的供应依赖于持续而稳

作者单位：２３６８００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ＩＣＵ
通讯作者：宋克义，Ｅｍａｉｌ：ｈａｎｒｕｏｄｏｎｇｂ＠１２６．ｃｏｍ

定的脑血流，一旦发生猝死，即便给予患者及时、高效

的心肺复苏（ＣＰＲ），总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脑血管的病
理性改变，导致ＣＰＲ后患者脑组织的氧代谢异常［１２］。

近年来，我科对 ＣＰＲ成功后患者进行了脑氧代谢监
测，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
６月收住亳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ＣＰＲ成功患者
３０例的病例资料，剔除ＣＰＲ后２４ｈ内死亡患者１例，
纳入本研究患者２９例，根据是否并发缺血缺氧性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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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脑病组１６例和非脑病组１３例。缺血缺氧性脑病
诊断标准参考文献［３５］：①有明确的缺血缺氧病史，心
跳、呼吸停止及心肺复苏病史，排除其他引起脑缺血缺

氧和／或意识障碍的原发性脑病。②循环恢复后，急性
期临床表现为持续２４ｈ以上的不同程度的意识丧失，
包括嗜睡，昏睡，昏迷、去大脑皮层综合征，植物状态，

最小意识状态。③影像学检查：早期（１０ｄ内）头颅
ＣＴ、ＭＲＩ可无表现或表现为脑水肿、灰白质分界消失、
颅内出血、大脑皮质层层状坏死；晚期（１０ｄ后）可表
现为脑白质脱髓鞘样改变、选择性神经元死亡、广泛脑

功能损害、明显脑萎缩等。

１２　检查方法及观察指标　分别在心脏停搏后 ５
ｍｉｎ、１ｈ、６ｈ、２４ｈ、７２ｈ等不同时间点采集颈内静脉球
部和同侧桡动脉血液进行血气分析（血气分析仪规格：

ＡＢＬ７００，北京兰桥安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因 ＣＰＲ
过程中患者体位变化不便及时有效穿刺插管，心脏停

搏后５ｍｉｎ的血标本采用直接穿刺取血的方式收集。
ＣＰＲ成功后，迅速采用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法穿刺右侧颈内静
脉，逆血流方向留置深静脉导管便于采集颈内静脉球

部血标本。注意导管入血管１２～１７ｃｍ，经 Ｘ线确认
导管前端处于乳突中点水平线附近，即颈内静脉球

部［６７］。记录颈内静脉球部血氧饱和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ｊｕｇｕ
ｌａｒｂｕｌｂｏｘｙｇｅ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ＶＯ２）、血乳酸（ｌａｃｔａｔｅ，ＬＡ）
等指标，计算脑氧利用率（ｏｘｙｇ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２ＵＣ）和乳酸清除率（ｌａｃｔａｔ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８］。

Ｏ２ＵＣ＝ＳａＯ２－ＳｊＶＯ２／ＳａＯ２；乳酸清除率 ＝［初始
血乳酸值－终末血乳酸值）／初始血乳酸值］×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分析，计
量资料数据采用（ｘ±ｓ）表示，用ｔ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脑病组和非脑病组的年
龄、男／女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ＰＲ时间在
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心肺复苏成功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ＣＰＲ时间（ｍｉｎ）

脑病组 １６ ９／７ ５５．００±１５．３７ ８．８７±１．８９
非脑病组 １３ ７／６ ５２．３７±１４．０５ ５．３８±１．８０
ｔ／χ２值 ０．１７ａ －０．４８ ５．０
Ｐ值 ０．８９ ０．６４ ０．００

　　注：ａ为χ２值。

２２　２组患者监测的脑氧代谢指标比较　与 ＳｊＶＯ２
比较，脑病组和非脑病组患者在 ＣＰＲ早期５ｍｉｎ左右
时ＳｊＶＯ２均降低（正常参考值：５５％ ～７５％），Ｏ２ＵＣ均
增高（正常参考值：０．２２～０．３２），颈内静脉球部血乳
酸（ＪＢＬＡ）均升高；２组间 ＳｊＶＯ２、Ｏ２ＵＣ和 ＪＢＬＡ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复苏成功后，脑氧代谢监测指

标（ＳｊＶＯ２、Ｏ２ＵＣ和ＪＢＬＡ）在非脑病组恢复迅速，但在
脑病组恢复缓慢，不同时间点２组间 ＳｊＶＯ２、Ｏ２ＵＣ和
ＪＢＬＡ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２３　２组患者颈静脉球部血乳酸清除率比较　脑病

组和非脑病组间颈静脉球部血乳酸清除率比较，４ｈ和
７２ｈ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不同时间点２组心肺复苏成功患者监测的
脑氧代谢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５ｍｉｎ

ＳｊＶＯ２（％） Ｏ２ＵＣ ＪＢＬＡ（ｍｍｏｌ／Ｌ）
脑病组 １６ ２５．１５±４．８６ ０．６５±０．８９ １０．２８±２．５０
非脑病组 １３ ２８．５４±５．４４ ０．６３±０．７０ １１．３７±３．４３
ｔ值 １．７０ ０．６７ ０．９８
Ｐ值 ０．０９ ０．５０ ０．３３

组别 例数
１ｈ

ＳｊＶＯ２（％） Ｏ２ＵＣ ＪＢＬＡ（ｍｍｏｌ／Ｌ）
脑病组 １６ ４１．６２±３．４８ ０．５６±０．５３ ９．９３±３．１３
非脑病组 １３ ５８．７６±６．６４ ０．３９±０．７２ ４．９９±２．３２
ｔ值 ８．９５ ７．４７ ４．７２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组别 例数
４ｈ

ＳｊＶＯ２（％） Ｏ２ＵＣ ＪＢＬＡ（ｍｍｏｌ／Ｌ）
脑病组 １６ ５０．００±６．１７ ０．４８±０．７８ ７．４４±２．０６
非脑病组 １３ ６２．８５±５．５４ ０．３６±０．５８ ３．６５±１．４３
ｔ值 ５．９０ ４．６０ ５．６１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组别 例数
２４ｈ

ＳｊＶＯ２（％） Ｏ２ＵＣ ＪＢＬＡ（ｍｍｏｌ／Ｌ）
脑病组 １６ ７３．２５±７．０５ ０．２４±０．０７ ６．５３±１．８３
非脑病组 １３ ６７．８５±６．１９ ０．３０±０．６１ １．４０±０．６３
ｔ值 ２．２０ ２．４６ １０．４７
Ｐ值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

组别 例数
７２ｈ

ＳｊＶＯ２（％） Ｏ２ＵＣ ＪＢＬＡ（ｍｍｏｌ／Ｌ）
脑病组 １６ ７８．６９±４．７４ ０．１９±０．４５ ３．８７±１．６４
非脑病组 １３ ６７．７７±７．２４ ０．３１±０．８０ ０．９１±０．６５
ｔ值 ４．８９ ５．２０ ６．６１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３　２组心肺复苏成功的患者颈静脉球部
血乳酸清除率比较（％）

组别 例数 ４ｈＪＢＬＡ清除率 ７２ｈＪＢＬＡ清除率

脑病组 １６ ０．２５±０．１８ ０．６１±０．１５
非脑病组 １３ ０．６７±０．１１ ０．９１±０．６２
ｔ值 ７．３６ ７．０７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讨　论
　　心脏骤停是临床常见的急症，具有病死率高特点，
国外研究统计仅 ２０％ ～５０％的患者能恢复正常循
环［９］。同时复苏后仍有部分患者死亡，究其原因主要

为大脑缺血缺氧性脑病（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
ａｔｈｙ，ＨＩＥ）。ＨＩＥ是临床急救心肺复苏术成功后严重
的并发症，并随着心肺复苏成功率增加其发病率亦随

之上升。然而现在仍没有有效的检测及治疗手段进行

预防与治疗ＨＩＥ，病情较严重者可出现严重的神经功
能缺损症状，如瘫痪、植物状态、慢性去皮层及去大脑

僵直状态等，给患者及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

担。因此积极探寻 ＨＩＥ的发病机制及发病因素对于
ＨＩＥ的早期干预，评估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通过观
察心肺复苏时及后的颈内静脉球部血氧饱和度（Ｓｊ
ＶＯ２）、脑氧利用率（Ｏ２ＵＣ）、乳酸（ＬＡ）及乳酸清除率
等的早期动态变化，以探讨心肺复苏患者脑氧代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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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在缺血缺氧性脑病中的临床意义。

颈内静脉球部为大脑静脉窦回流，该处血液仅含

有３％～７％的颅外静脉血，同时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
右侧颈内静脉球部血液为优势半球，故因此右侧大脑

颈内静脉球部血氧饱和度（ＳｊＶＯ２）能较好反应全脑的
氧代谢状态，由于脑的耗氧量相比于全身较大约为全

身的２０％，因此其值低于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正常
值为５５％ ～７５％。国外大多数研究［１０１１］认为脑缺氧

阈值为ＳｊＶＯ２下降至５５％，小于５５％提示脑氧缺乏，
见于严重的低血压、颅内压的升高、动脉血氧分压下

降，脑血管痉挛等所致的脑氧供减少，脑氧气的减少促

使脑氧耗增加，ＳｊＶＯ２出现下降。如果氧气的增加不
能代偿脑缺氧，继而产生无氧代谢，乳酸生成，提示大

脑半球存在潜在缺血性风险，ＳｊＶＯ２的增加（＞７５％）
见于脑血流的增加、动静脉分流、脑广泛的梗死、脑死

亡。ＳｊＶＯ２持续小于５０％或大于７５％均提示预后不
良，因此对于心肺复苏后患者检测 ＳｊＶＯ２，病程中动态
检测其改变对于病情的发展及预后有着重要的意义。

静脉球部血乳酸是脑组织缺氧是葡萄糖无氧代谢的中

间产物，是脑组织缺氧较好的标志物，其动态的变化与

清除率是检测危重患者有效的指标，可用于评估患者

预后及组织缺氧的严重性，２００４年 ＫｌｉｅｇｅｌＡ等［１２］首

次研究心肺复苏生存超过４８ｈ的患者，发现早期的乳
酸清除率越高，病死率越低，并发现初始乳酸值与患者

的病死率具有相关性，乳酸清除率的病理生理学机制

为休克导致氧气输送的下降，引起细胞缺氧造成线粒

体氧化磷酸化过程受到抑制，能量供应主要由无氧酵

解途径提供，细胞内乳酸生成增加入血，导致血乳酸升

高，正常情况下乳酸的血含量一般较低，多 ＜２
ｍｍｏｌ／Ｌ，＞４ｍｍｏｌ／Ｌ，为乳酸酸中毒，脑缺氧患者脑乳
酸含量的增多及脑乳酸含量的清除能力下降，使血乳

酸水平升高，因此血乳酸水平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

应了脑氧代谢平衡与否。本研究发现心肺复苏早期Ａ
组和Ｂ组脑氧气利用率明显增高及ＳｊＶＯ２明显下降，２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心肺复苏早期脑由于严重

的低血压致脑血灌停止，脑组织出现严重的缺氧表现，

促使脑氧利用率明显增高，ＳｊＶＯ２明显下降，乳酸检测
乳酸含量升高，提示脑无氧代谢明显增多，３０ｍｉｎ为临
床常使用的复苏时间，我科在临床中发现 Ａ组患者复
苏时间（８．８７±１．８９）ｍｉｎ明显高于 Ｂ组的（５．３８±
１．８０）ｍｉｎ，上述表现揭示脑对氧的变化是具敏感性，反
应迅速，从侧面揭示此阶段（５ｍｉｎ）左右脑利用氧的能
力还未受到明显损害，此阶段对于２组无明显的差异
性，但＞（８．８７±１．８９）ｍｉｎ可能增加 ＨＩＥ的患病率。
提示复苏时间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ＨＩＥ的发
病率。随着脑缺氧的持续，Ｂ组患者约在４ｈ左右 Ｓｊ
ＶＯ２及 Ｏ２ＵＣ恢复正常并稳定，４ｈ乳酸清除率约为
０．６７±０．１１，高乳酸含量约２４ｈ恢复正常，缺血缺氧
性脑病患者在复苏后４ｈ内缺氧持续存在，２４ｈ、７２ｈ
ＳｊＶＯ２恢复较高水平，Ｏ２ＵＣ持续降低。上述结果提示
肺复苏后患者４ｈ左右ＳｊＶＯ２能恢复正常水平且乳酸
高清除率（＞６７％）及含量２４ｈ内能恢复正常者能明
显降低患者缺血缺氧性脑病的发生，增加患者的存活，

７２ｈＳｊＶＯ２持续＞７５％合并乳酸降低及乳酸清除率缓
慢者，说明脑缺氧持续时间过长能明显增加缺血缺氧

性脑病的患病。

综上，复苏时间及４ｈ左右的脑颈静脉球血氧饱
和度、乳酸及乳酸清除率、颈静脉球部脑氧利用率在一

定程度上能预测心肺复苏患者缺血缺氧性脑病的发

生。同时本文也有不足之处，①高乳酸血症并非脑缺
血缺氧所特有，应同时注意下述因素，如糖尿病等乳酸

清除能力减弱、儿茶酚胺类激素应用、肝肾功能衰竭

等，以及严重的微循环障碍发生时，血乳酸在外周的堆

积及循环好转后乳酸入血，再次进入脑循环等的影响；

②本文中５ｍｉｎ左右时因及时抢救患者，暂用穿刺抽
取混合静脉血行血气分析。５ｍｉｎ左右不能很好地描
述脑内氧代谢，本研究中样本含量较少，可能有一定的

偏差性，下一步可扩大样本量同时结合血气分析其他

指标进一步研究，以得到更精确的心肺复苏患者缺血

缺氧性脑病的发病规律以预测缺血缺氧性脑病的发生

及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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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重症肺部感染后继发曲霉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胡立红，林丽，李勇诚

摘要：目的　研究重症肺部感染后患曲霉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特征、影像学特点，以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
方法　回顾分析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呼吸重症监护室（ＲＩＣＵ）的重症肺部感染继发曲霉菌感染患者，随
机抽取同一时期未并发真菌感染的重症肺炎为对照组。记录患者临床资料，包括一般资料、基础疾病、治疗相关

因素进行统计分析，以及血液指标、细菌培养结果和影像学资料。结果　监护病房住院天数、广谱抗生素、糖皮质
激素、机械通气（ＭＶ）、感染性休克、肝功能不全、糖尿病、免疫性疾病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ＣＲＤ）在２组比较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年龄、留置静脉导管、肠外营养以及实体肿瘤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临床以发热、呼吸困难及肺部哮鸣音为主；外周血白细胞升高、ＣＲＰ、ＩＧＥ升高占较大比例；同时影像学具
有不典型性，以肺纹理增重、片状渗出和实变等非特异性表现。抢救成功８例中７例为伏立康唑治疗。结论　重
症肺部感染后存在上述相关危险因素时需注意易患曲霉菌感染可能；由于其临床表现及影像学具有不典型性，因

此临床医师应认识其好发因素、观察临床病情的变化、多次查痰培养，同时气管镜检查观察黏膜、ＰＢＳ及活检获得
病理不失为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抢先治疗成为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关键词：重症肺部感染；曲霉菌；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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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高龄患者的逐
渐增多，慢性病人（如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病及肿瘤

病人等）生存期的延长，越来越多免疫抑制剂的运用，

这些无免疫缺陷患者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ＩＰＡ）
逐渐增多。目前这些人群中，重症肺部感染后继发肺

部侵袭性曲霉菌感染鲜有报道。现将本院近年来收治

重症肺炎后继发院内肺部曲霉菌感染病例进行总结分

析，以便发现一些临床早期诊治的线索。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本院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在本院呼吸重症监护室的重症肺部感染继发 ＩＰＡ
患者３１例，其中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５例，年龄５１～８７

作者单位：３１１２００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附属萧山第一医
院呼吸内科

通讯作者：胡立红，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ｏｃｈ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岁，平均６８．５岁。同时随机抽取同一时期未并发真菌
感染的重症肺炎３２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１９例，女
性１３例，年龄５０～８５岁，平均６６．７岁。
１２　研究方法　①标本获取：按照痰液的获取方法获
取痰液；机械通气者用封闭式一次性吸痰管经气管插

管吸痰并作培养，１次／ｄ，连续３次，以后根据治疗及
检查情况复查痰培养。有气管镜检查条件的患者，经

气管镜活检或防污毛刷（ＰＢＳ）检查。②诊断标准：ＩＰＡ
按照参照ＥＯＲＴＣ／ＭＳＧ制定的标准，分为确诊、临床诊
断、拟诊［１］；出现呼吸衰竭需要有创机械通气及感染性

休克为重症肺部感染标准。③资料收集：对用药情况、
基础疾病、影像学、机械通气等进行记录；综合文献［２３］

中涉及真菌感染相关危险因素。④ＩＰＡ病原学确定用
沙保培养基培养，依据菌落和孢子菌丝形态进行鉴定。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采用（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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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诊治及转归　３１例曲霉菌感染的病例中，临床
诊断１５例，拟诊１０例，确诊６例。１１例行气管镜检
查，６例依据气管镜活检证实，气管镜表现黏膜充血水
肿明显、覆有白苔、痰液粘稠不易吸出，有４例患者可
见支气管黏膜似新生物样增生。所有患者痰均培养出

烟曲霉菌，合并鲍曼不动杆菌 ８例、铜绿假单胞菌感染

６例、肺炎克雷伯菌５例、大肠埃希氏菌６例、金黄色
葡萄球菌４例、阴沟肠杆菌２例、白色念珠菌９例。３１
例病例中，未发现嗜酸细胞的升高，其中发现总ＩｇＥ升
高２０例。选用敏感抗真菌药物伏立康唑、二性霉素 Ｂ
脂质体等治疗。其中８例最终好转出院，其中７例经
伏立康唑治疗，２３例死亡。
２２　２组患者相关因素比较　详见表１、２。

表１　２组重症肺部感染患者治疗相关因素比较

组别
年龄

（岁，ｘ±ｓ）
ＩＣＵ住院
（ｄ，中位数）

广谱抗生素

（ｎ，％）
皮质激素

（ｎ，％）
时间

（周，中位数）

平均剂量

（ｍｇ／ｄ，中位数）
机械通气

（ｄ，中位数）
留置静脉导管

（ｎ，％）
肠外营养

（ｄ，中位数）
继发ＩＰＡ组 ６７．９±１０．０ ９．３ ２５（８０．６） ２１（６７．７） ３１．５ ４５ ８．２ ２５（８０．６） ７．９
重症肺炎组 ６６．７±１３．０ ６．５ １９（５９．４） １１（３４．４） １２．６ ２５ ５．３ ２６（８１．３） ７．５
ｔ值／χ２值 １．１２５ ５．１１３ ７．３１５ ８．６３０ １０．０１５ ７．３８１ ５．２３５ １．０３５ １．３０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２组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基础疾病因素比较（ｎ，％）

组别 感染性休克 实体肿瘤 肝功能不全 糖尿病 结缔组织疾病 ＣＲＤ

继发ＩＰＡ组 １８（５８．１） ４（１２．９） １１（３５．５） ８（２５．８） ９（２９．０） １９（６１．３）
重症肺炎组 ７（２１．９） ３（９．４） ２（６．３） ５（１５．６） ３（９．４） ６（１８．８）
χ２值 ２１．３０ １０．３４ ２５．９１ １７．５１ １７．６１ １９．１２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侵袭性曲菌感染患者部分临床指标、Ｘ线胸片及
ＣＴ征象分析　临床征象总例数３１例中，再次出现发
热 ＞３８℃ ２４例（７７．４％），呼吸困难加重 ２３例
（７４．８％），哮鸣音增多２２例（７１．０％），咯血８例（２５．
８％），总白细胞＞１２×１０９／Ｌ１２例（８５．２％），白细胞降
低＜４×１０９／Ｌ１３例，正常６例，Ｃ反应蛋白 ＞１００ｍｇ／
Ｌ２６例（６３．０％），总ＩＧＥ升高２０（７４．１％）。Ｘ线胸片
及ＣＴ检查，原来病灶吸收后出现肺纹理增重 １３例
（４１．９％），肺部渗出吸收后再次出现多处片状渗出２０
例（６４．５％），实变 １２例（３８．７％），胸腔积液 ８例
（２５．８％），结节影或弥漫性病变（包括晕征）１１例
（３５．４％），多发性空洞７例 （２２．６％）。
２４　一例典型病例分析　患者，男性，因发热咳嗽气
急４ｄ入院。因呼吸衰竭及休克急诊插管后入住呼吸
监护病房，入院后治疗：甲基强的松针，莫西沙星、泰能

抗感染治疗后患者白细胞血 ＣＲＰ下降至正常，复查肺
ＣＴ病灶较前吸收，减量并停用激素，病程到半月时再
次出现发热，气急加重，痰液粘稠，不易咳出，复查肺

ＣＴ提示右侧出现新的病灶，同时痰液３次送检均提示
曲霉菌感染，气管镜检查提示提示支气管黏膜充血水

肿明显，左右各支气管黏膜见有白苔，在此处黏膜活检

提示：组织病理切片（ＨＥ，ＰＡＳ染色）均可见曲霉菌菌
丝及孢子，周围伴有较多炎性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

细胞）浸润，提示曲霉菌感染，加用伏立康唑及甲基强

的松龙后体温正常，咳嗽气急缓解，半月后复查肺 ＣＴ
较前好转，减量并停用激素后病情无反复，好转出院，

伏立康唑疗程８周。

３　讨　论
　　近年来侵袭性曲霉菌感染病例不断增多，尤其是
机体合并有其他慢性基础疾病，如恶性肿瘤、白血病

及慢性阻塞性肺病（ＣＯＰＤ）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等。

但一些无免疫缺陷患者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

（ＩＰＡ）鲜有报道［４］，尤其是重症患者合并 ＩＰＡ，如重症
肺部感染后继发肺部侵袭性曲霉菌感染，认识其好发

因素、及早的诊断、抢先的治疗，成为降低病死率的关

键。

重症肺部感染后继发 ＩＰＡ的一些相关因素中，住
院天数、基础疾病及广谱抗菌素、糖皮质激素应用及有

创通气成为其易患因素，与国外报道比较一致［５］；年

龄、留置静脉导管及肠外营养与继发 ＩＰＡ关系不大。
基础疾病因素比较发现：感染性休克、肝功能不全及糖

尿病、免疫性疾病在重症肺部感染继发 ＩＰＡ中起着重
要作用［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 ＩＰＡ的高危因素，尤
其在ＣＯＰＤ中有１．３％的患者存在曲霉菌感染［７］。肺

泡巨噬细胞是第一道抵抗曲霉菌孢子体屏障，通过释

放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和巨噬细胞炎症蛋白
１α抵抗包子体。Ｔ细胞通过免疫介导起到重要的防御
作用，尤其是 Ｔｈ１和 Ｔｈ２细胞以及白介素４、１０、１２
等可防止曲霉菌病进展。危重症患者表现出复杂的免

疫功能紊乱：巨噬细胞功能严重下降，各种细胞对疾病

反应下降，表现为“免疫麻痹”［８］，使上述免疫机制瘫

痪。上述研究结果提示，曲霉菌感染更多与宿主单核

巨噬细胞的功能有关，基础免疫系统疾病及肝功能不

全等均会导致免疫功能的紊乱，而糖尿病及糖皮质激

素治疗将进一步抑制中性粒细胞抵御曲霉菌感染的能

力，导致宿主对曲霉的易感性增加。机械通气使得患

者气道黏膜的屏障功能减弱、并且菌群发生移位，成为

治疗相关的危险因素。上述免疫状态紊乱可以解释为

什么在危重症情况下人体不能预先干预这些危险因

素，使曲霉菌由定植转变为感染，出现肺部侵袭性曲霉

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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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ＯＲＴＣ／ＭＳＧ标准中将出现晕征、新月征和空洞
影等征象列为诊断ＩＰＡ的影像学证据。这些征象在免
疫缺陷性疾病

"

发 ＩＰＡ时比较典型［９１０］，但在无免疫

缺陷患者
"

发曲霉菌感染中很少出现，而且临床表现

也很不典型使得临床医师缺乏重视。通过对３１例临
床表现总结分析，出现发热、呼吸困难、新出现哮鸣音

的比例较高，尤其经激素和广谱抗菌素的应用后呼吸

困难、低氧血症持续无好转，或者原有的发热经过抗感

染等治疗体温正常后再次发热，或者发热存持续性，经

调整抗生素等治疗后临床症状未改善［１１］，在排除了重

症肺炎引起的并发症，如合并胸腔积液，痰液引流不畅

等原因后，需警惕合并曲霉菌感染的可能。同时这些

患者影像学仅表现为肺纹理增重、淡片状渗出、实变影

等，这与国外报道一致［１２］。这种不典型性首先考虑这

部分重危患者免疫紊乱性质和严重性方面是有别于免

疫缺陷疾病的免疫状态；其次，重症肺部感染患者往往

存在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肺膨胀不全等影像学易混因

素。当严重感染控制，免疫麻痹状态逐渐恢复，这个过

程称为“免疫重建”［８］，在此期间，这种影像学的不典

型性更加明显，因此典型的影像学仅见于５％的非免
疫缺陷性重危患者当中［１３］，以肺部的多发渗出病灶及

肺纹理增重为多见。警惕曲霉菌感染的同时，结合气

道分泌物培养到曲霉菌或进一步气管镜检查活检等可

帮助确诊 ［１４］。

回顾这些病例的诊治经验，我们的体会是：一方面

需要根据临床症状（包括各种血液、临床指标、影像学

等）结合上述这些危险因素，并尽可能获得微生物学检

测资料，及早进行经验性治疗或先发治疗；另一方面，

在呼吸监护病房重症患者中，气道曲霉菌定植的几率

很高，因此曲霉菌分离率也高。从我们的临床研究发

现，重症患者从定植到气道感染、再发展成侵袭性肺曲

霉菌取决于基础状况、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治疗相关

因素等，临床医生鉴别的关键在于定植与侵袭的疾病

状态，一旦发展到侵袭性，病情将迅速进展，而前者只

需原发疾病的治疗，后者需积极抗曲霉菌治疗。因此

在病情变化的早期积极行相关的侵入性操作以便协助

明确诊断，避免延误治疗以及过度治疗。治疗方面，敏

感抗真菌药物有伏立康唑、两性霉素Ｂ脂质体、伊曲康
唑、卡泊芬净等，依据我们的临床总结发现伏立康唑虽

然价格昂贵，但起效快、效果确切，而且运用伏立康唑

后不用与其他抗曲霉药物联合，本组抢救成功８例中７
例为伏立康唑治疗，国外多中心研究也认为伏立康唑

有优良的抗曲霉效果，而且抢救的成功率高［１５］，其它

药物初始治疗反应差。

总之，认识重症肺部感染继发侵袭性曲霉菌感染

的好发因素及临床特点，同时早期治疗侵袭性曲霉菌

感染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目前诊断的金标准是在组

织学标本中发现曲霉菌，但是，这种方法在重症肺部感

染并发ＩＰＡ中往往受到患者临床严重病情的限制，根
据我们通过气管镜确诊６例患者的体会，认为在多次
痰培养提示曲霉菌阳性后，在严密的监护下可行气管

镜检查帮助诊断，以便早期发现并发ＩＰＡ迹象，进行预
防性治疗和经验性治疗，从而可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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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一次法与多次法根管治疗不可复性牙髓炎的术后疼痛
和放射学疗效比较

郝树立

摘要：目的　比较一次法根管充填术与多次法根管充填术治疗不可复性牙髓炎的临床疗效，以评价一次法根管
治疗的临床可行性。方法　选择临床明确诊断为不可复性牙髓炎患牙１３５颗，随机分成２组，实验组７３颗患牙
于就诊当天局麻下开髓、拔髓，预备根管后根管消毒、充填一次完成，对照组６２颗患牙采用传统根管治疗术分次
（２次或多次以上）完成根管治疗术，术后１周进行复诊检查，比较２种治疗方法的术后疼痛情况。术后６个月、
１２个月随访复诊检查患牙的治疗情况并拍摄Ｘ线片对照２组治疗方法的远期治疗效果，比较其成功率。观察２
组术后近期疼痛的发生率和１年后临床反应及放射学疗效。结果　治疗结束１周内，实验组与对照组急性反应
发生率分别为１２．３２％和１９．３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２个月复查，实验组和对照组成功率分
别为９２．３１％和９３．１０％，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一次法根管治疗组术后疼痛发生的例数少于多次法
根管治疗组，术后６个月和１２个月Ｘ线片比较治疗效果无临床意义。结论　根管治疗术一次法治疗急、慢性牙
髓炎临床疗效明确，近期疼痛发生率低于多次法，远期疗效与常规根管治疗术两者之间的差异没有显著性的意

义，治疗中只要掌握好适应证，可以避免治疗后疼痛的发生，临床可以推广使用。

关键词：根管治疗术一次法；牙髓炎；疼痛；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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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管治疗是治疗牙髓病、根尖周病最有效的治疗
方法之一，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彻底清除感染源并严

密充填根管，杜绝再感染。通常根管治疗须经过根管

预备、根管消毒、充填根管３个步骤，且每一个步骤都
需要观察期，即所谓的多次法根管治疗术。多次法根

管治疗，患者需要往返多次，给患者带来麻烦，甚至中

断治疗，尤其是行动不便的老人。近年来随着根管治

疗术的不断完善和根管充填材料的不断更新，学者们

和临床医师一直致力探索安全有效的根管治疗方法。

根管治疗术一次法可以减少治疗次数，缩短疗程，方便

患者，有较好的社会效益。但目前，对根管一次法治疗

仍未能在基层医院普及，主要是担心会增加治疗后疼

痛、肿胀及影响治疗效果［１］。不可复性牙髓炎，根管的

深部尚未感染或感染轻微，此时，根管治疗一次法可以

最大限度地防止感染的扩散，是积极提倡的治疗方

法［２］。为此，我们对临床上需要做根管治疗的１３５颗
不可复性牙髓炎患牙分别采用一次法和多次法根管治

作者单位：２３６８０４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口腔科

疗术，观察并比较２种方法的术后疼痛反应及远期疗
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来我
院口腔门诊就诊的９１位患者，临床明确诊断为不可复
性牙髓炎。均为恒牙，选择单根管前牙或前磨牙病例，

前牙９４颗，前磨牙４１颗；急性牙髓炎８１颗，其余为慢
性牙髓炎，排除可复性牙髓炎，以及伴有间隙感染、牙

槽急性症状或有急性发展趋势的根尖周炎和无保留价

值的残根。１３５颗患牙术前经Ｘ线片检查牙根均已发
育完成。本组病例男性 ４８人，女性 ４３人，患者年龄
１４～６５岁。按就诊顺序随机分配成２组，实验组７３颗
患牙采用一次法根管治疗术，对照组６２颗患牙采用多
次法根管治疗术。２组患者治疗前均向患者说明患牙
的治疗方案以及术中、术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取得患者

的同意。

１２　采用药物　实验组和对照组使用同样的药物，局
麻采用碧兰麻，根管冲洗液采用０．５％的次氯酸钠溶
液、０．９％生理盐水和３％的过氧化氢溶液，根管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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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樟脑酚溶液，根管充填为牙胶尖＋根管充填糊剂（上
海齿科材料厂）。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牙术前拍摄牙片，了解根管数
目、形态、长度，排除根折及根尖周病变或牙周病变。

实验组（一次法）：对确诊为急、慢性不可复性牙髓炎

的患牙局麻下开髓、拔髓，术中交替冲洗直至髓腔无渗

血，用手感法测定根管操作长度。采用逐步后退法预

备根管，再次用 ＲｏｏｔＺＸ根管长度测定仪和牙片来确
定根管充填长度，术中用０．５％的次氯酸钠和生理盐
水反复交替冲洗。隔湿患牙，干燥根管后，用根充糊剂

加牙胶尖侧压法充填根管，试尖后用螺旋充填器导入

根充糊剂，将与主尖锉大小一致的主牙胶尖放入根管

内，达到操作长度后用侧方加压器加压，后辅以副尖继

续充填，直至根充完满［３］。术后摄牙根尖片，凡欠填或

超填者均予以重新根充后再作永久充填，以上操作均

由具有５年以上根管治疗工作经验的同一医生完成。
对照组（多次法）：局麻下开髓、拔髓、冲洗、测定根管

工作长度根管预备等处理同实验组，将根管预备后，根

管内封入氢氧化钙消毒，１周后复诊给予根管充填。
１４　评定标准　根充后１周复诊，将疼痛急性反应判
定分为３级。Ⅰ级：轻度反应（＋），轻微疼痛，咬合和
叩诊有不适，无痛，无需治疗，症状可自行缓解消除。

Ⅱ级：中度反应（＋＋），出现自发疼痛，有叩痛，根尖
区无肿胀，口服镇疼药或抗生素症状缓解。Ⅲ级：重度
反应即（＋＋＋），疼痛剧烈，不能咬合，叩诊剧痛，需
急诊处理后再重新治疗。

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疗效评定标准：术后６个月
和１２个月分别复诊，根据临床检查情况和 Ｘ线片情
况，将疗效分为成功和失败两类［４］。成功：患牙无自觉

症状，咀嚼功能正常。失败：①有疼痛或不适症状，不
能咀嚼。②出现窦道。③Ｘ线片显示根尖区有稀疏区
出现。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采用
χ２检验比较２组之间急性反应的发生率及治疗６、１２
个月后的成功率。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急性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１２．３２％
和１９．３５％，实验组急性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不可复性牙髓炎患者术后１周急性反应比较（ｎ，％）

组别　 例数 ＋ ＋＋ ＋＋＋ 急性反应合计

实验组 ７３ ５（６．８４） ３（４．１０） １（１．３６） ９（１２．３２）
对照组 ６２ ６（９．６８） ５（８．０６） １（１．６１） １２（１９．３５）

　　术后 ６个月，实验组与对照组成功率分别为
９１．４３％和９１．６７％，术后１２个月复查，实验组和对照
组成功率分别为９２．３１％和９３．１０％。经检验术后６

个月、１２个月２组间疗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２。
表２　２组不可复性牙髓炎患者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观察时间（月） 复查牙数 成功 失败 成功率（％）

实验组 ７３ ６ ７０ ６４ ６ ９１．４３
１２ ６５ ６０ ５ ９２．３１

对照组 ６２ ６ ６０ ５５ ５ ９１．６７
１２ ５８ ５４ ４ ９３．１０

３　讨　论
　　一次法根管治疗自８０年代初开始在临床运用，越
来越多研究资料表明，一次法根管治疗术与多次法根

管治疗术相比无论是临床疗效、放射学检查［４］去除根

管内的内毒素量和微生物数量上［５］，还是治疗牙髓炎

与根尖周炎疗效的比较均无明显差异［４６］，即使是根尖

周炎的病例，一次法和多次法在术后疼痛和肿胀并发

症的出现几率也是相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７８］。不

可复性牙髓炎，根管的深部尚未感染或感染轻微，此

时，根管治疗一次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感染的扩散，

是积极提倡的治疗方法［２］。本研究也说明根管治疗一

次法和多次法治疗不可复性牙髓炎，术后１周急性反
应发生率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本组１３５例均为不可
复性牙髓炎，经一次法和多次法根管治疗术，实验组术

后６个月、１２个月分别复查７０例和６５例，有效率分别
为９１．４３％和９２．３１％；对照组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分
别复查 ６０例和 ５８例，有效率分别为 ９１．６７％和
９３．１０％，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一次法根管治
疗术治疗不可复性牙髓炎效果是肯定的。多次法根管

治疗是目前国内临床上常用的根管治疗方法。其优点

是疗效稳定，每次就诊操作时间相对较短；缺点是患者

就诊次数多，如操作不慎易导致治疗期间根尖周组织

继发性损伤和感染。临床使用根管治疗一次法完成可

以减少患者的复诊次数，节省就诊时间，提高了牙椅的

利用率，影响其广泛开展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一次性完

成根管治疗的术后疼痛，而传统预防性开放引流被认

为可以减少根管预备后急性炎症的频率和程度，但越

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根管治疗一次法和多次法的

术后疼痛发生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更有不少学者认

为根管治疗多次完成带来更多的术后疼痛，并表示原

因可能是由于开放引流易造成根管的再次感染，根管

封药消毒容易造成化学性根尖周炎，未及时的根管充

填需要再次进入根管反而增加了第二次激惹疼痛的机

会［９］。

根管治疗术后疼痛、肿胀的发生率和严重性的预

测一直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由于对根管治疗一次法

术后疼痛、肿胀的顾虑，多数医生采用多次完成的步

骤，以确保根管充填前炎症得到控制，疼痛症状缓解或

减轻。一次法避免了由于开放引流、反复换药导致根

管再次感染、复诊时的再次激惹以及消毒药物的化学

刺激损伤；预防或减轻发生术后疼痛反应问题的关键

是规范操作、实现最大限度地清除根管内感染、杜绝再

感染，采用根管治疗一次法还是多次法术后疼痛反应

方面是没有显著性区别的［５，８］。评价根管治疗成功与

否的指标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指标，术后疼痛及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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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消失是短期指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１０］。

根管治疗利用患者根尖组织丰富血运和强大的修

复能力来防止根尖周病的发展或促进病变的愈合，该

过程较为复杂，主要针对牙髓或根尖周组织，完善的根

管治疗不仅能够免除患者的疼痛，恢复患者牙齿的咀

嚼功能，而且该治疗方法还是口腔牙体修复的基础，是

牙髓病变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１１］。根管治疗造成患

者术后局部疼痛究其原因主要如下。①细菌性因素：
在密闭的根管内，细菌进入患牙髓腔后易导致细菌混

合感染而根管的解剖形态有利于厌氧细菌的繁殖和寄

宿，口腔科医师在进行根管预备时器械将根尖感染物

质去除而引发急性炎症，导致患者出现疼痛。②机械
性因素：根管预备中，器械超过患者的根尖孔，或者冲

洗液的压力过强均可能导致根尖周组织和感染的牙本

质碎屑堵塞，因而患者疼痛加重。③化学性因素：患者
拔髓后根尖部牙髓组织释放出的多种介质造成患者血

管通透性增强，血液外渗，压迫神经末梢，根管消毒药

物的外渗都可能导致患者出现疼痛。本组病例采用根

管治疗一次法和根管治疗多次法分别对１３５颗患牙进
行治疗结果发现，一次法明显优于多次法。一次法根

管预备中，由于根管预备后，根管基本上已洁净，大多

数细菌被暂时消毒，根管充填后又因为充填材料仍有

持续消毒作用，从而使机体的防御机能发挥作用，促进

根尖病变逐渐愈合，因其只要把髓腔根管预备和根管

充填做好，根管消毒这个步骤是可以省略的。研究其

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次法根管治疗方法进行

治疗时，所有治疗步骤均在一个治疗过程中完成，根管

充填后随即封闭隔绝根管能够防止二次感染，减少因

消毒不当而引起的根尖周炎等症状，反复的封药和充

填会造成患者根尖周较大创伤，同时一次法充填不需

要重新预备根管，多次法充填易造成超充填。

术后疼痛是根管治疗中最常见的并发症，而根管

充填术后肿胀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根管治疗术后

疼痛是指根管治疗中或根管治疗完成后数小时甚至数

天内发生的疼痛，肿胀是根管治疗最为常见的并发症，

大多数可以自愈，但是疼痛仍然给患者带来了痛苦，并

成为患者衡量医生临床技能的重要指标，也是形成医

疗投诉的主要原因之一。患者的年龄、患牙的部位、根

管及根尖周组织损伤程度以及医生的技术水平都与根

管治疗术后疼痛有关。由于根管预备不彻底根管内有

残余细菌存在，由于根管预备器械的活塞作用，可能将

根管内容物推出根尖孔而刺激根尖周肿胀引起周围肿

胀。本组病例中我们采用一次法根管治疗术后疼痛反

应明显低于多次法，我们在手术过程中主要从以下方

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①病例的选择：患牙为急性牙
髓炎多由冠部感染所致，根髓内细菌量较少，组织较完

整，根管壁无腐质。②牙髓的麻醉是急、慢性牙髓炎一
次法根管治疗的关键，本研究中牙髓麻醉采用碧兰醉，

其浸润性强，起效快，麻醉效果好，拔髓时无疼痛，止血

效果佳，能使拔髓后根管内出血减少。③严格遵守无
菌操作技术，避免医源性细菌感染。④采用逐步后退
法预备根管，避免扩锉针超出根尖孔，预备根管要严按

照测量的根管工作长度，避免根管内容物推出根尖孔

而刺激根尖组织，引起术后并发症的发生。⑤冲洗剂

的选择：要选择杀菌作用强而且刺激性小的冲洗剂冲

洗根管。

根管治疗一次法的关键是避免激惹根尖周组织，

这就要求准确确定根管工作长度，避免超扩、超充，防

止将根管内容物推出根尖孔，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基本

去除根管内容物后，按照后退法预备根管，避免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因其临床采用一次法时一定要准确的判

断牙髓状况，熟悉患牙的解剖形态，严格的无菌操作，

适合的器械预备和预备技术，以及选择有持续消毒作

用的根管充填糊剂等等都是影响一次法根管治疗疗效

的作用因素。根管治疗一次法在临床上应用是行之有

效的，它不但能达到超过常规根管治疗的疗效效果，而

且大大减少了患者的复诊次数，并缩短了疗程［１２］，避

免了根管多次封药带来的细菌侵入，避免了再次确认

根管走向及确定根管工作长度，同时省略了常规根管

治疗较长的根管消毒时间［１３］，保持了治疗的连续性，

提高了治疗效率，因此根管治疗一次法的探索具有临

床价值。根管治疗一次法适应证的选择和治疗时机的

掌握以及术者临床操作的经验决定着治疗的效果，再

加上严格的无菌操作及先进的器械材料，相信根管治

疗一次法的远期疗效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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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老年人急性穿孔性胆囊炎的相关因素及治疗分析
卓奇峰，陈明良，忻畅，严焕军，陈磊，李定耀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人急性胆囊炎胆囊穿孔的危险因素及治疗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鄞州医院２００７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１月收治的共２７７例６５岁以上的老年急性胆囊炎患者接收胆囊切除术的一般情况、并存疾病、围手
术期情况及转归等临床资料。其中并发穿孔３１例（１１．２％），急诊行胆囊切除术１９例，胆囊穿刺引流后择期胆囊
切除术１２例。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筛选胆囊穿孔相关危险因素。穿孔组与非穿孔组进行比较，急
诊胆囊切除组与穿刺引流组的围手术资料进行比较，数值变量采用 ｔ检验，分类变量采用 χ２检验。结果　穿孔
组的年龄、糖尿病合并率、白细胞计数均高于非穿孔组（Ｐ＜０．０５），穿孔组体温显著高于非穿孔组（Ｐ＜０．０１），穿
孔组的畏寒寒战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穿孔组（Ｐ＜０．０１）。因素分析糖尿病（Ｐ＝０．０２）、畏寒寒战（Ｐ＝０．００）、体
温（Ｐ＝０．０１）和白细胞计数（Ｐ＝０．０３）是影响胆囊穿孔的指标；急诊手术的并发症高于胆囊穿刺后择期手术组
（切口感染Ｐ＝０．００，肺不张及肺部感染Ｐ＝０．０３）。结论　以体温（≥３８．５℃）、畏寒寒战、白细胞计数升高（≥
１５．０×１０９／Ｌ），并存糖尿病基础疾病，来判断老年人急性胆囊炎穿孔是可行的。对于病情较重的老年患者，胆囊
穿刺能明显减少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

关键词：急性胆囊炎；穿孔；老年；危险因素；胆囊切除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２３３０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ｃｕ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　ＺＨＵＯＱ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ＸＩＮ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Ｙｉｎｚｈｏ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ｉｎｇｂ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ｉｎｇｂｏ
３１５０４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ｃｕ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２７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６５ｙｅａｒｓｗｈ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ｉｎ
ｏｕｒｃｌｉｎ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７ａｎ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ｓｔａｔｕｓ，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１（１１．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ｕｒｇｅｎｔ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１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ａｆｔｅ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ａｎ
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ａｌｌｂｌａｄ
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ａｔ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ｕｒｇｅｎｔ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ｔｅｓｔ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ｄａｔａ，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ｄａｔ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ｉｌｌｓｗａｓｍｏｒ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ｉｎ
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Ｐ＜０．０１）；ｆｅｖｅ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１）．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ｃｕ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Ｐ＝０．０２），ｃｈｉｌｌｓ（Ｐ＝
０．００），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０．０１）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Ｐ＝０．０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ｕｒｇｅｎ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ｏｆ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ｈｅｐａｔｉｃ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０．００，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０．０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８．５℃），ｃｈｉｌｌｓ，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１５．０×１０９／Ｌ），ｃｏ
ｍｏｒｂｉ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ｉｔｓｅｅｍ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ｈｏｌｅｃｙｓ
ｔｉｔｉｓ．Ｆｏｒｓｏｍ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ｈｅｐａｔｉｃ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
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ｕｔｅ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ｅｃｔｏｍｙ

　　胆囊穿孔是急性胆囊炎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老
年急性胆囊炎患者由于疼痛感觉迟钝，就诊不及时，胆

囊穿孔率明显增高，加上伴有较多的基础疾病，有较高

的病死率。部分胆囊穿孔术前很难明确，据报道，延迟

的手术干预是导致胆囊穿孔患者死亡及严重并发症的

主要因素，发病７２ｈ内行胆囊切除术能明显改善其预
后，所以胆囊穿孔的早期诊断显得尤为重要［１２］。近年

来随着损伤控制学说的流行，胆囊穿刺引流治疗穿孔

性胆囊炎的文献报道明显增多。本研究通过回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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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老年人胆囊穿孔的相关危险因素，比较治疗方法，

以总结经验。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１月共
收治大于６５岁的老年急性胆囊炎并接受胆囊切除术
治疗的共２７７例，其中结石性胆囊炎１６３例。并发穿
孔３１例（１１．２％），其中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４例，伴有糖
尿病１８例（均为２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１３例（高血
压病１０例，冠心病２例，心律失常３例），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５例（慢性阻塞性肺病４例，间质性肺炎１例）。
３１例穿孔患者术前明确２６例，１４例行急诊开腹胆囊
切除术，５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均为术前漏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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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开腹４例，急诊行胆囊穿刺引流１２例。穿刺组待腹
痛缓解，体温正常，营养状况好转后择期行胆囊切除

术，平均等待时间（４．９０±２．３１）ｄ。急性胆囊炎临床
诊断依据２０１１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
南［３］，术前均行超声检查并经术后病理组织学检查证

实，胆囊穿孔均以术中证实，其中排除肿瘤、医源性、外

伤等因素。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纳入的观察指标包括患者
性别、年龄、并存的基础疾病、体温、畏寒寒战症状、白

细胞计数、术前症状持续时间、胆石症病史。３１例穿
孔患者术后观察指标包括并发症（切口感染、肺部感染

及肺不张、应激性溃疡）、住院时间、死亡人数。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分析，计
数资料使用（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计数或分数表
示，２组间率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对胆囊穿孔的潜在危险因素使用非条件单因素

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急性胆囊炎穿孔组与非穿孔组之间病例资料比较
见表１。穿孔组的年龄、糖尿病合并率、白细胞计数均
高于非穿孔组（Ｐ＜０．０５），穿孔组体温显著高于非穿
孔组（Ｐ＜０．０１），穿孔组的畏寒寒战的发生率显著高
于非穿孔组（Ｐ＜０．０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单因素分析显示畏寒寒战（Ｐ＜０．０１）
及体温、年龄、糖尿病、白细胞计数（Ｐ＜０．０５）与胆囊
穿孔有关。把各种危险因素作为研究因素的混杂因素

来考虑，对各潜在危险因素与胆囊穿孔的关系作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发现单因素条件下的年龄因素
不再与胆囊穿孔的发生有关。体温（Ｐ＝０．０１）、畏寒
寒战（Ｐ＝０．００）、白细胞计数（Ｐ＝０．０３）、糖尿病（Ｐ＝
０．０２）与胆囊穿孔的关系依然稳定，详见表２。

表１　急性胆囊炎穿孔与非穿孔组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 年龄（岁）
合并基础疾病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慢性呼吸疾病

穿孔组 ３１ １７（５４．８） ６９．４５±４．５１ １３（４１．９） １８（５８．１） ５（１６．１）
非穿孔组 ２４６ １１５（４６．８） ６０．０８±７．６５ ９４（３５．６） ８０（３２．５） ２１（８．５）
Ｐ值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６７

组别 例数 体温≥３８．５℃ 畏寒寒战
白细胞计数

（×１０９／Ｌ）
术前症状持

续时间（ｄ）
胆石症病史

（月）

穿孔组 ３１ ２４（７７．４） １９（６１．３） １８．４９±６．４２ ３．２０±２．４６ ８．０９±４．２１
非穿孔组 ２４６ １０７（４３．５） ４（１．６） １４．６７±４．９５ ４．６６±３．５７ ６．４５±３．９８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８２ ０．３１

　　急诊手术组切口感染、肺部并发症发生率均高于
穿刺引流组（Ｐ＜０．０５）；穿刺引流组的住院时间略多
于急诊手术组，但 ２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急诊手术组死亡２例，穿刺引流组无死亡病例，
但组间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３　讨　论
　　据文献报道，急性胆囊炎炎症发展，引起胆囊壁缺
血坏死，从而导致２％ ～１１％的穿孔［４］，本研究２７７例

中３１例穿孔，发生率１１．２％，略高于国内外的文献报
告，这与本研究的患者均是老年人有关。既往文献报

道，高龄是急性胆囊炎穿孔的危险因子，老年人更容易

发生穿孔。国内邬叶锋报道一组１９３４例急性胆囊炎
病例，其中老年患者５３７例，穿孔２６例（４．８％）；非老
年患者１３９７例，穿孔７例（０．５％），老年患者更易穿
孔［５］。本研究穿孔组平均年龄６９．４５岁，平均大于非
穿孔组９岁左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尽管
单因素分析的结果与上述相同，但是多因素分析发现

年龄不再与胆囊穿孔发生相关，可能与本研究穿孔患

者年龄较集中于７０岁左右，更大年龄的患者相对较少
有关。国外报道，急性胆囊炎患者男女比例为１∶２，
而男性更易发生穿孔［６］，本研究穿孔组男性占５４．８％，
与非穿孔组无差异，回归分析未提示性别与穿孔有关。

表２　胆囊穿孔危险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单因素

Ｐ值
多因素

ＯＲ值 ９５％ＣＩ Ｐ值
性别 ０．１４
年龄≥７５岁 ０．０４
合并基础疾病

心血管疾病 ０．５５
糖尿病 ０．０３ ２．７２ １．３６～５．４５ ０．０２
慢性呼吸疾病 ０．１０
体温≥３８．５℃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１４～０．６９ ０．０１
畏寒寒战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１１～０．８７ ０．００
白细胞计数≥１５×１０９／Ｌ ０．０４ ７．３８ ３．１５～１７．２６ ０．０４
术前症状持续时间 ０．１４

　　急性穿孔性胆囊炎缺乏特异性的症状，导致术前
漏诊和手术干预的延迟。虽然超声检查用于诊断急性

胆囊炎具有极好的敏感性，但是很难发现胆囊壁的缺

损或不连续部位。据文献报告普通超声诊断胆囊穿孔

有３０％～７０％的漏诊率［７］，所以术前普通超声的作用

是有限的，特别是伴有胆囊床脓肿的患者［８］。本研究

出现术前漏诊５例（１６．１％），远低于文献报道，这与
我科对急性胆囊炎常规行增强 ＣＴ或 ＭＲＣＰ检查有
关。最近ＴａｎｇＳ等［７］报道使用超声造影诊断急性穿

孔性胆囊炎具有较好的敏感性，６例患者通过超声造
影全部明确，而普通超声漏诊了２例。国内谢峰报道
超声造影诊断胆囊穿孔的敏感性为７７．８％，特异性为
１００．０％，特异性为９６．６％，均高于常规超声组［９］。超

声造影图像中，胆囊壁表现为高回声，穿孔部位是不连

续或缺损的，比较容易发现。对于胆囊穿孔伴发胆囊

床肝内脓肿，超声造影更具有诊断优势。超声造影给

临床提供了除ＣＴ、ＭＲＩ外诊断及鉴别急性穿孔性胆囊
炎的另一种途径。不过该研究的样本量较小，有待于

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论证。

一些基础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可能导致

终末胆囊动脉受炎症累及，胆囊壁进一步缺血，最终导

致胆囊壁坏死穿孔。国内龙涤等［１０］认为糖尿病史是

胆囊穿孔较敏感的预测因素之一。本研究穿孔组糖尿

病合并率（５８．１％）明显多于非穿孔组（３２．５％），因素
回归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果。ＳｔｅｆａｎｉｄｉｓＤ等［１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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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胆囊穿孔的另一危险因子，在他的研究

中，一半的穿孔患者合并有心血管疾病。本组穿孔患

者４１．９％合并心血管疾病，与报道基本相符，但与非
穿孔组（３８．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
究均为老年人，心血管疾病较多，２组间的差异未能在
统计学中体现。

普遍认为白细胞计数升高是预测胆囊坏疽最有价

值的指标，文献报道白细胞计数升高和发热时反应胆

囊炎症严重程度的指标。然而，ＢｏｒｚｅｌｌｉｎｏＧ等［１２］的研

究结果却持否定态度。本研究表明：穿孔组的白细胞

计数显著高于非穿孔组，二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穿孔组体温也明显高于非穿孔组（Ｐ＜
０．０１），在本研究中发现穿孔组１９例（６１．３％）发生畏
寒寒战，远高于非穿孔组４例（１．６％）；发生畏寒的患
者１９例（８２．６％）出现穿孔，我们的经验认为，老年人
急性胆囊炎出现畏寒寒战，首先得考虑到胆囊坏疽穿

孔的可能性，需急诊行腹部 ＣＴ等检查帮助鉴别，尽早
干预。

另据报道延迟的手术干预是导致胆囊穿孔患者死

亡及严重并发症的主要因素，发病７２ｈ内行胆囊切除
术能明显改善其预后［１２，１３］。国内钱贤忠等［１４］报道术

前症状时间（≥３ｄ）是急性胆囊炎胆囊坏疽的危险因
素。吴伟新等［１５］认为老年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４８ｈ
内行胆囊切除术并发胆囊穿孔、并发症及病死率明显

低于超过４８ｈ组。本研究未能得出相同的结果，可能
与本研究穿孔组患者部分现行胆囊穿刺引流，症状缓

解后再行手术，使得这部分人的术前症状持续时间延

长有关。本研究２个死亡患者发病均超过７２ｈ，随着
发病时间的延长，机体一般状况进行性下降；加上发病

３ｄ后手术，胆囊炎性水肿明显，不易分离，极易出血，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难以避免。

表３　急诊手术与穿刺引流后择期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后并发症

切口感染 肺部感染及肺不张 应激性溃疡
住院时间（ｄ） 死亡人数

急诊手术组 １９ ８（４２．１） １５（７８．９） ２（１０．５） ２１．３０±１８．２３ ２（１０．５）
穿刺引流后择期手术组 １２ ２（１６．７） ５（４１．７） １（８．３） ２４．１２±１３．５２ 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７１ ０．８９ ０．３５

　　目前对于老年穿孔性胆囊炎的手术方式多主张开
腹胆囊切除术，因为穿孔性胆囊炎总是伴有胆囊三角

解剖不清，开腹简单、快捷、有效。与开腹相比，腹腔镜

需要更长的手术时间，并且中转开腹率较高。有文献

报告，腹腔镜治疗穿孔性胆囊炎中转开腹率高达

６１．５％［４］。本研究的中转开腹率为８０％（４／５），高于
文献报道，可能与本研究老年人病程较长，就诊不及时

有关。但是 ＬｏＨＣ等［１６］报道早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治疗穿孔性胆囊炎与开腹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

并发症方面无差异，而住院时间更短，创伤相关并发症

更少。我们的经验认为老年穿孔性胆囊炎就诊多在发

病２～３ｄ甚至更久，炎症水肿严重，开腹手术更为适
宜，术中需符合损伤控制原则，复杂问题简单化。如发

现胆囊床粘连紧密不易分离，可行胆囊大部切除，残留

黏膜予电灼破坏，不必一味强求剥离整个胆囊床以免

引起难以控制的胆囊床创面广泛渗血。

由于老年急性胆囊炎患者伴有较多的基础疾病，

是其高病死率的主要原因。近年来，经皮经肝胆囊穿

刺置管引流术已被临床医生所认可，作为胆囊穿孔急

诊手术的暂时替代治疗方案。最新的２０１１版急性胆
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中也提到对于老年人，

一般情况较差的患者先行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

术，待情况好转后二期手术切除胆囊。ＨｕａｎｇＣＣ
等［１７］报道３３例胆囊穿孔患者，１７例行胆囊穿刺引流，
１６例行开腹胆囊切除术，穿刺引流组的并发症明显低
于手术组，并且无死亡病例，然而手术组８例死亡。住
院时间上，穿刺组时间略长于手术组，但２组无明显差

异。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与之相符，但是本研究急诊手

术组死亡２例，明显少于报道，穿刺组无死亡病例，２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能与作者科室是肝
胆外科专科，就急性胆囊炎诊治较为及时有关。由于

病例数较少，有待以后大宗病例研究结果。

总之，胆囊穿孔是胆囊炎急性炎症发展的严重并

发症。通过体温（≥３８．５℃）、出现畏寒寒战、白细胞
计数升高（≥１５．０×１０９／Ｌ），并存糖尿病基础疾病，判
断老年人急性胆囊炎是否伴有穿孔是可行的。对于老

年急性胆囊炎患者应及早施行干预，采取合理的治疗

方案，对于病情较重的老年患者，胆囊穿刺能明显减少

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

参考文献

［１］　王建国，秦建伟，高静涛，等．坏疽及穿孔倾向的急性胆囊炎腹腔

镜手术８１例临床分析［Ｊ］．肝胆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３）：２２１２２２．

［２］　杨野，刘宇，郭仁宣，等．老年急性胆囊炎外科治疗时机和方式选

择（附４５８例分析）［Ｊ］．中国实用外科杂志，２００８，２８（５）：３７６

３７７．

［３］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

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１版）［Ｊ］．中华消化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１）：９１３．

［４］　ＤｅｒｉｃｉＨ，ＫａｍｅｒＥ，ＫａｒａＣ，ｅｔａｌ．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４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Ｔｕｒｋ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１，２２（５）：５０５５１２．

［５］　邬叶锋，赵登秋，朱威．老年人急性坏疽穿孔性胆囊炎１５４例临床
分析［Ｊ］．中华老年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８（４）：３０５３０６．

［６］　ＥｒｇｕｌＥ，ＧｏｚｅｔｌｉｋＥＯ．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Ｊ］．ＢｒａｔｉｓｌＬｅｋＬｉｓｔｙ，
２００８，１０９（５）：２１０２１４．

［７］　ＴａｎｇＳ，ＷａｎｇＹ，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ｇａｌ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１３，３１（８）：
１２４０１２４３． （下转第１２６５页）

·５３２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全科医学论著·

颅脑损伤大骨瓣减压术后半球间积液
与并发脑积水的相关性研究

程科，方宪清，张开鑫

摘要：目的　研究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去骨瓣减压术后出现半球间积液与并发脑积水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方
法　回顾性分析黄山市人民医院２１例重度颅脑损伤术后的患者，并对这些患者的相关情况（年龄、性别、受伤机
制、颅外损伤情况、ＧＣＳ评分、四肢肌力、及瞳孔情况、ＣＴ表现）进行总结；所有研究对象均行标准重度颅脑损伤去
大骨瓣减压术治疗，定期随访６月；同时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应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结果　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半球间积水和脑积水之间的关联性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患
者并发脑积水的概率为３８．０９％。结论　重度颅脑损伤标准去大骨瓣减压术后出现半球间积液可能是预测早期
脑积水发生的影像学指标。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发生脑积水可能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①重度颅脑损伤的原发性
损伤破坏了脑脊液循环机制；②颅内压力平衡机制的改变影响脑脊液的循环。同时通过连续观察ＣＴ片，发现很
多患者半球间积水有向脑积水演变的过程，笔者推断重度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后出现脑积水可分为脑内压力

变化组织移位和蛛网膜颗粒的功能降低、消失两个阶段。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是否发生半球间积液来指导临床：如

患者早期即出现半球间积液，那么我们可进行积极治疗预防脑积水的发生，改善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脑积水；半球间积水；重度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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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ｙｇｒｏｍａｍａｙｂｅｏｎ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ｉｎ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ａｒｇｅｔｒａｕｍａｃｒａｎｉｏｔｏｍｙ．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ａｆｔｅｒｓｅｖｅｒｅ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ｈｅａｄｉｎ
ｊｕｒｙｉｓｕｎｋｎｏｗｎ，ｔｈｉｓ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ｊｕｒ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
ｒｙｈａｓ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ｔｈｅ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ｈ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Ｔｓｌｉｃｅｓｓｈｏｗｓ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ｙｇｒｏｍａｔｏｈｙｄ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ｉｎｍａｎ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ｌｅａｄｔｏｔｉｓｓｕ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ｒａｃｈｎｏｉｄ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ｒ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ｒａｎｉｅｃ
ｔｏｍｙ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Ｓ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ｙｇｒｏｍａｃａｎｂ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ｉ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ｔｕｒｎｕｐｉｎｔｅ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ｙｇｒｏｍａ，ｗｅｃａｎｂｅ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ｄ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Ｉｎｔｅ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ｙｇｒｏｍａ；Ｓｅｖｅｒｅ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ｒａｎｉｅｃｔｏｍｙ

　　重度颅脑损伤（ｓｅｖｅｒｅ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的治
疗一直以来是神经外科的重点和难点，并且患者预后

差，给予家庭、社会带来严重负担。去骨瓣减压术（ｄ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ｒａｎｉｅｃｔｏｍｙ）不是一种新的手术方式，在一
个世纪以前，人类就有应用其治疗脑水肿。目前去骨

瓣减压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颅内压增高，挽救了

成千上万的高颅内压患者。但这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有

它的不足：破坏了脑内压力平衡机制及脑脊液产生、循

环再吸收机制，从而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包括头

作者单位：２４５０００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张开鑫，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ｋａｉｘｉｎ２０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痛、头晕，甚至严重到危机生命的情况等。本文通过回

顾性分析我院２１例重度颅脑损伤的患者去骨瓣减压
术后相关情况，探索术后出现半球间积液与并发脑积

水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现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黄山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２００９
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颅脑损伤患者，共２１例，男性１４
例，女性７例，年龄１６～８１岁，平均年龄４２岁。入选
条件：标准去大骨瓣减压术治疗［１］，并且行硬脑膜减张

修补缝合，以排除硬脑膜敞开带来的影响；年龄大于

１６岁；ＧＣＳ评分小于８分；在受伤６ｈ内有头颅 ＣＴ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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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脑积水诊断标准　脑积水的诊断标准：①侧脑
室额角大于３３％（最大的额角宽度除以标准宽度）；②
颞角和第三脑室扩大。脑室周围的半暗带（间质性脑

水肿）也是脑积水的一个影像学特点，而相关临床症状

不作为脑积水诊断的一个指标。硬膜下积液的诊断依

据基于硬膜下液体的聚集理论，根据骨窗的部位分为

同侧、对侧、双侧硬膜下积液及半球间积液。颅脑压力

高可使脑组织通过骨窗疝出（脑组织移位大于１．５ｃｍ
高出颅骨平面）。

１２２　资料收集　包括年龄、性别、受伤机制、颅外损
伤情况、ＧＣＳ评分、四肢肌力、及瞳孔情况、ＣＴ表现。
对所有患者定期随访６月并收集相关资料。并根据格
拉斯哥预后评分（ＧＯＳ：５分为恢复良好，４分为中度残
疾，３分为重度残疾，２分为植物生存，１分为死亡。）将
患者的预后分为预后较好（评分大于３分）和预后差
（评分小于等于３分）两类。
１２３　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应用　头颅ＣＴ断层是目前
治疗颅脑损伤的过程中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可以发现

脑挫裂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内血肿、脑积水、

硬膜下积液、颅骨骨折等情况。在检测并发症的发生

及其之间存在的可能的关系方面有重要作用。

１２４　手术方法　标准重度颅脑损伤去大骨瓣减压
术：手术切口开始于颧弓上耳屏前１ｃｍ处，必要时切
段颞浅动脉主干，于耳廓上方向后延伸至顶骨正中线，

然后沿正中线向前止于发际下（额叶损伤严重的患者

可适当延长），颅骨钻孔３个（分别在额骨颧突后方、
额结节下、邻颞底），铣刀游离骨瓣，骨瓣顶部旁开２～
３ｃｍ以保护矢状窦，蝶骨嵴处尽可能咬或者磨除蝶骨
脊以显露碟窝。从颞前开始“Ｔ”形切开硬膜，充分暴
露额叶、顶叶、前额窝及中颅窝。清除硬膜下、脑内血

肿及挫裂坏死脑组织，确切止血。将硬膜减张缝合，逐

层缝合关颅，根据情况留置引流管。必要时给予切除

额极、颞极行内减压。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各因素与脑积水的发
生是否有关联应用 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在重度颅脑损伤去骨瓣减压术的患
者中，术后 ６个月内脑积水的发生率是 ３８．０９％（８／
２１），其中５例发生在术后５～１０ｄ，３例在５０ｄ以后；
硬膜下积液的发生率为８５．７％（１８／２１），其中最常见
的部位是在半球间（８／１８）。
２２　统计学结果　患者性别、受伤机制、减压类型与
重度颅脑损伤术后脑积水的发生统计学结果不认为有

关联性（Ｐ＞０．０５），见表１。由表２可知：Ｆｉｓｈｅｒ确切
概率法检验结果接受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去骨瓣减压术

后出现半球间积液与并发脑积水之间存在关联性

（Ｐ＜０．０５）；其它各因素与脑积水的发生不认为存在
相关性（Ｐ＞０．０５）。
表１　２１例颅脑外伤患者脑积水与临床因素之间的关系

变量 类别 例数
是否合并脑积水

是 否
Ｐ值

性别 男 １４ ６ ８ ＞０．０５
女 ７ ２ ５

病因 车祸 １０ ４ ６ ＞０．０５
坠落 ７ ２ ５
其它 ４ ２ ２

去骨瓣部位 单侧去骨瓣 １８ ６ １２ ＞０．０５
双侧去骨瓣 ３ ２ １

表２　２１颅脑外伤例患者术后影像学特征及预后与
脑积水的关系

分类统计
无硬膜

下积液

硬膜下积液部位

对侧 同侧 双侧 其它 半球间

脑组织从

骨窗疝出
预后差

并发脑积水　 ０ ０ １ ０ ０ ７ ７ ７
未并发脑积水 ３ ２ １ １ ５ １ ２ ８
Ｐ值（双侧） ０．５２６ ０．５２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８１ ０．０３５ ０．１０９ ０．７３７

３　讨　论
　　去骨瓣减压术已被广泛应用于重型颅脑损伤（ｓｅ
ｖｅｒｅ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ｂｒａｉｎｉｎｊｕｒｙ）患者［２］，是一种降低颅内压

的重要措施，也是作为其他措施难以达到有效降颅压

作用时采用的最终治疗方法［３４］。但这种有效的治疗

方法有它的不足：破坏了脑内压力平衡机制，从而出现

一系列的临床症状和并发症（包括术后颅内出血、外伤

性癫痫、脑膨出、脑脊液切口漏、颅内感染、硬膜下积

液、外伤性脑积水、颅骨缺损综合征［５７］）。其中脑积

水是其中比较复杂并且对患者影响较大的并发症之

一，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对于脑积水的诊断，许多作者主张以脑室的大小

和各种临床症状及影像学特征作为诊断依据，但是无

法形成统一结论［５］。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影像学特征

变化作为诊断脑积水的标准，而临床特点不作为脑积

水诊断的一个指标，因为大多数患者在颅脑损伤后处

在昏迷状态，查体不合作，临床情况往往不能体现脑积

水的变化。其中我们选择头颅 ＣＴ断层扫描作为检查
和研究的工具，因为其在各级医院均有普及，有检查时

间短、结果评估准确、价格相对便宜等优点。同时头颅

ＣＴ断层扫描对脑挫裂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
内血肿、脑积水、硬膜下积液、颅骨骨折等情况非常敏

感，所以能满足我们的研究需要。

在我们研究中观察到重度颅脑损伤术后部分患者

可出现脑积水，其在术后 ６个月内出现的概率是
３８．０９％。以往各研究中心研究的结果相差较大
（０．７％～８６．０％）［８１２］，考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
是诊断标准和分类的不同引起。重度颅脑损伤的患者

在去骨瓣减压术治疗后，有明显的脑脊液聚集的倾向，

表现为硬膜下积液、半球间积液及脑室积水。这可能

说明了在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的颅内压力平衡机制受

到影响，从而影响了脑脊液的产生和吸收平衡，最终引

起一系列的影像学改变和临床症状。我们应用了影像

学的标准诊断，因为少数重症患者中头颅 ＣＴ证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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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室扩大及间质水肿，但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其

可能的原因是这些患者的原发性损伤严重，导致严重

的功能障碍，从而掩盖了脑积水的症状。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脑积水是影响患者预后的

重要因素之一，７１．４％并发脑积水的患者预后差。为
了在脑积水的早期对相关患者进行干预及在病程的早

期更好地预测患者的预后，我们对可能与患者术后并

发脑积水有关联的因素进行研究，最后发现重度颅脑

损伤患者去骨瓣减压术后出现半球间积液与并发脑积

水之间存在关联性（Ｐ＜０．０５）。对于这种关联性我们
分析如下。

重度颅脑损伤的患者在去骨瓣减压术治疗后，有

明显的脑脊液聚集的倾向，表现为硬膜下积液和脑室

积水［８］，但其具体机制仍不明，这可能与 ２个方面有
关：①重度颅脑损伤原发性和继发性损伤破坏了脑脊
液循环机制；②颅内压力平衡机制的改变影响脑脊液
的循环。

通过连续观察 ＣＴ片，发现很多患者半球间积水
有向脑积水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推断重度颅脑损伤

去骨瓣减压术后出现脑积水可分为 ２个阶段（如图
１）。第一阶段：在严重的颅脑损伤后引起颅内压增高，
中线结构移位→行去骨瓣减压术治疗→颅内压力急剧
减低脑组织再次移位（但这次移位的方向是向颅脑损

伤侧）→产生抽吸效应，扩大了半球间的间隙。这个概
念可以解释为什么半球间积液可发生在去骨瓣加压术

后第一天。在第二个阶段：因为各种原因（具体的机制

仍然不清楚，我们推测在这过程中，蛛网膜下腔可能出

现机械堵塞，以致脑脊液循环阻力增加）引起蛛网膜颗

粒的功能降低甚至消失，使源源不断产生的脑脊液不

能够通过蛛网膜颗粒到静脉窦回流到心脏，从而引起

脑脊液吸收障碍形成脑积水［１３］；也可能是去骨瓣减压

术后脑的顺应性增加，正常的颅内压波动减小，而这种

颅内压波动可能是蛛网膜下腔的脑脊液回流的动力，

所以最终减低了脑脊液的回流功能，形成脑积水。Ｄｅ
ＢｏｎｉＰ等［１４］的研究结果与我们的结果相似，认为在大

多数病例（去骨瓣减压术后出现脑积水的患者）中，半

球间积液是短暂的，半球间的积液逐步减少，脑室逐步

扩大，最终形成脑积水。

综上所述，脑积水明显影响了患者的预后，甚至出

现危及生命的情况［１５］；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去骨瓣减压

术后出现半球间积液与并发脑积水之间存在关联性，

并且我们知道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往往是先出现半球

间积液再发展为脑积水。所以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可以

根据是否发生半球间积液来指导临床：如患者早期即

出现半球间积液，那么我们可进行相关治疗预防脑积

水的发生，同时在治疗的过程中要严密观察患者的病

情变化，并且要经常复查头颅ＣＴ，以尽早发现脑积水，
并尽早行相关治疗，把脑积水的影响降到最低，提高患

者的预后，这也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所在。另外我

　　注：患者，男，２５岁，高处坠落伤入院，ＧＣＳ评分３分，双瞳孔散大，
急诊行右侧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术后患者入 ＩＣＵ治疗，患者预后
差，左侧肢体全瘫，右侧轻瘫。图１Ａ～图１Ｄ四副图按时间顺序排列，
展现了从术前重度颅脑损伤→术后半球间积液→脑室系统扩大的过
程。

图１　动态观察脑积水发展过程
们研究的对象只有２１例，其结果难免有偏差，希望有
进一步的大宗病例研究能够使之得到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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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与非手术复位法治疗髋臼后壁骨折的临床研究
胡杰挺，陈建生，钱钟

摘要：目的　探讨髋臼后壁骨折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并评价其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金华市文荣医院２００９
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因髋臼后壁骨折入院的１６２例患者，根据严格的手术适应标准，选择符合手术者采用手术复
位，其余选择非手术复位，手术组１２８例，非手术组３４例。复位质量和Ｘ线片随访均按Ｍａｔｔａ标准评定，异位骨化
采用Ｂｒｏｏｋｅｒ分级法评估。结果　１６２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２４～３２个月，平均２８个月。手术组１２４例
（９６．９％）复位愈合满意，非手术组３２例（９４．１％）复位愈合满意，２组骨折复位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根据Ｍａｔｔａ评定标准：手术组优良率为８０．５％；非手术组优良率为５５．９％，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异位骨化和创伤性关节炎发生率非手术组高于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在感
染、股骨头坏死或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等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髋臼后壁骨折患者采用
Ｘ线片、ＣＴ扫描等检查能获得较好的早期诊断。严格按照受伤分型尽快进行早期治疗，无论手术还是非手术治
疗，都能达到较好的复位满意度。但由于非手术组后期功能恢复的优良率明显低于手术组且并发症的发生率较

高，因此选择手术治疗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手术；非手术；髋臼后壁骨折；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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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髋骨由坐骨、耻骨和髂骨三部分组成，在其外侧面
有一大而深的窝被称为髋臼，它与股骨头共同组成髋

关节。髋臼是髋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髋关节处

负重较大且活动度大，因此此处特别容易发生损伤。

髋臼骨折属于关节内骨折，多是由于间接暴力或挤压

暴力引起，近年来，随着交通事故、工伤的发生率增加

而日益增多。髋臼骨折的分类属于简单骨折，以后壁

骨折居多，因髋臼后壁较薄，一旦发生高能量骨折，常

伴有邻近关节面塌陷、股骨头后脱位、关节软骨损伤、

后壁骨折块的严重粉碎及关节内游离骨块［１］，甚至坐

骨神经损伤，致使手术复位内固定困难，若处理不及时

或处理不当，常导致股骨头持久脱位及髋关节骨性关

节炎的发生，最终影响髋关节的功能，导致永久性残

疾［２］。髋臼后壁骨折治疗分手术及非手术治疗，针对

不同的治疗方法我院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对

作者单位：３２１０００浙江省金华市文荣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胡杰挺，Ｅｍａｉｌ：ｈｕｊｉｅｔ＠１６３．ｃｏｍ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１６２例髋臼后壁骨折的患者的治疗
效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２年８月我院收治
的１６２例髋臼后壁骨折患者，其中１２８例手术治疗，称
为手术组，男性６８例，女性６０例，平均年龄（３２．６±
６．４）岁，左髋骨折７６例，右髋５２例；其中，单纯髋臼后
壁骨折４６例，后壁骨折伴股骨头脱位３２例，兼并坐骨
神经损伤２６例，闭孔神经损伤１８例，兼并其他部位损
伤６例。非手术组３４例，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４例，平均
年龄（３４．１±６．３）岁，左髋骨折１９例，右髋１５例；其
中，单纯髋臼后壁骨折１２例，后壁骨折伴股骨头脱位
８例，兼并坐骨神经损伤６例，闭孔神经损伤５例，兼
并其他部位损伤３例。２组在年龄、性别、侧别及骨折
类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１２　影像学检查　入院后均行髋关节前后位、髂骨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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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闭孔斜线 Ｘ线摄片，部分加 ＣＴ及 ＣＴ三维重建检
查。髋关节前后位Ｘ线片显示髋臼后唇线中断移位；
闭孔斜位片显示髋臼后壁骨折块或伴有股骨头后脱

位；髂骨斜位片显示前壁和后柱正常。

１３　手术治疗
１３１　手术治疗指征　手术治疗指征：①髋臼骨折移
位＞３ｍｍ；②合并股骨头骨折或脱位、半脱位；③合并
关节内游离骨块；④合并坐骨神经损伤；⑤ＣＴ显示后
壁骨折缺损＞４０％；⑥移位骨折累及臼顶；⑦无严重骨
质疏松；⑧无明显手术禁忌证［３］。

１３２　手术治疗方法　术前对股骨头后脱位者先行
常规复位，股骨髁上牵引，术前备血。闭合复位失败者

在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进行急诊手术治疗。患者取半

俯仰卧位，采用ＫＬ切口，探查坐骨神经同时尽可能显
露后外侧关节囊及髋臼后部的骨折部位，如有脱位先

复位；牵开股骨头暴露关节面及关节腔，清除关节内的

碎小骨块或软骨块，探查关节面复位情况；撬起压缩性

骨折块，然后在下方进行自体、人工骨植骨；解剖复位

骨折块及关节面，克氏针临时固定。关节面不完整、复

位后不稳定者，可用自身髂骨重建后壁，以恢复髋臼的

解剖结构，保持关节面的完整、光滑。用拉力螺钉和

（或）骨盆重建钢板进行内固定。术中被动活动髋关

节或用“Ｃ”形臂 Ｘ线评估复位情况并观察螺钉位置，
避免螺钉穿入髋臼关节面。术后根据内固定稳定程度

选择是否进行股骨髁上牵引。术后３～４ｄ开始患肢
收缩锻炼及小范围髋关节被动活动，防止血栓形成。４
周后可主动活动髋关节及扶双拐不负重行走，１０～１４
周Ｘ线片显示骨愈合后可弃拐负重行走。常规口服

吲哚美辛，预防异位骨化的发生。

１４　非手术治疗
１４１　非手术治疗的指征　①髋臼骨折异位 ＜３
ｍｍ；②关节腔内无碎骨块；③关节脱位复位后稳定无
半脱位；④ＣＴ显示后壁骨折缺损＜４０％［４］。

１４２　非手术治疗方法　股骨髁上牵引治疗，配重
１／７～１／５体重。髋关节脱位者，尽可能早期在麻醉条
件下手法复位。骨牵引２周后逐渐减重，共牵引４～６
周。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

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疗效比较　１６２例患者通过２种方法治
疗后均获得随访，平均２８个月。根据治疗后Ｘ线骨折
移位程度进行评价：手术治疗组解剖复位（移位≤１
ｍｍ）１００例，满意复位（移位２～３ｍｍ）２４例，合计１２４
例（９６．９％）复位愈合满意，不满意复位（＞３ｍｍ）４
位。非手术治疗组中解剖复位２５例，满意复位７例，
合计３２例（９４．１％）复位愈合满意，不满意复位者 ２
例。２组骨折复位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根据 Ｍａｔｔａ评定标准：手术治疗组优７９例，良
２４例，可１５例，差１０例，优良率为８０．５％；非手术治
疗组优 ９例，良 １０例，可 １０例，差 ５例，优良率为
５５．９％，２组优良率比较手术组明显高于非手术组。
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髋臼后壁骨折患者治疗疗效分析（ｎ，％）

组别 例数
复位情况

解剖复位 满意复位 不满意复位

Ｍａｔｔａ评分
优 良 可 差

手术组 １２８ １００（７８．１） ２４（１８．８） ４（３．１） ７９（６１．７） ２４（１８．８） １５（１１．７） １０（７．８）
非手术组 ３４ ２５（７３．５） ７（２０．６） ２（５．９） ９（２６．５） １０（２９．４） １０（２９．４） ５（１４．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２组并发症比较　手术组伤口达到一期愈合，３
例发生异位骨化，５例发生创伤性关节炎；２例发生术
中坐骨神经损伤，术后３个月恢复；非手术组：６例发生
异位骨化，髋屈曲活动 ＞９０°，按 Ｂｒｏｏｅｒ分级均属于Ⅰ
级；９例发生髋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口服非甾体类药物

得到控制，关节功能尚好，轻度疼痛。异位骨化和创伤

性关节炎的发生率，非手术组均明显高于手术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感染、股骨头坏死或下
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等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见表２。
表２　２组髋臼后壁骨折患者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异位骨化 髋关节骨性关节炎 感染 股骨头坏死 下肢深静脉血栓 肺栓塞 并发症的发生率（％）

手术组 １２８ ３（２．３） ５（３．９） １（０．８） ０（０） ０（０） １（０．８） ７．８
非手术组 ３４ ６（１７．６） ９（２６．５） ０（０） １（０．８） １（０．８） ０（０） ５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髋臼后壁骨折治疗方式选择　髋臼后壁骨折是
一种常见的关节内骨折。髋臼后壁骨折后，分离移位

造成后壁对股骨头的阻挡作用下降，如果处理不当，

很难获得关节面的解剖复位和关节的正常稳定性，容

易导致创伤性关节炎和关节功能障碍［４］。髋臼后壁

骨折治疗的目的是获得稳定的解剖复位，达到可以活

动、无痛的髋关节功能。如果不能恢复关节面的解剖

连续性及髋臼与股骨头的解剖对应关系，重建髋关节

的稳定性，将导致关节负重应力分布均匀，加速关节

软骨的磨损、退变和坏死，从而导致后期髋关节创伤

性关节炎的发生［５］。因此，无论采用哪种治疗方法，

恢复关节面的正常解剖位置及重建髋关节的稳定性，

·０４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对预防创伤性关节炎都有很大作用。髋臼后壁骨折

或同时伴有移位，手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移位的髋臼

后壁骨块获得解剖复位，重建后壁稳定性，为髋关节

早期活动提供有力条件，而且关节早期活动有利于关

节内软骨愈合［６］。而保守治疗没有上述的优势。目

前多数文献报道［７］，将后壁缺损 ＞４０％作为手术治疗
与非手术治疗的界限。髋关节后壁骨折的部位较深，

手术切开复位时对周围组织的破坏和损伤较大，出血

量多，风险大，多数采用合适的非手术治疗可以获得

满意的效果，而另外一些髋臼后壁骨折，应为存在严

重的髋关节不稳定及游离骨块不得不采用手术切开

复位内固定的治疗方法。本研究严格遵循手术和非

手术治疗的指征，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最大

限度地恢复髋关节的功能，在２种治疗方式中，获得复
位满意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 Ｍａｔｔａ评分分级差异
较为显著，可能是因为：虽然２组都可以复位成功，但
手术组可以打开骨折部位组织，可以清晰地看到骨折

及损伤情况，及时清除关节内的碎小骨块或软骨块，

探查关节面复位情况；对于关节面不完整、复位后不

稳定者，还可用自身髂骨重建后壁，以恢复髋臼的解

剖结构，保持关节面的完整、光滑；用拉力螺钉和（或）

骨盆重建钢板进行内固定等方法使其尽可能的恢复

其原有功能。而非手术组只是简单的复位然后牵引

治疗，对于其内部情况无法探查到，其效果只能通过

后期的功能恢复情况来评定。

３２　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髋臼后壁骨折手术的并发
症虽然不如其他类型的髋臼骨折严重，但由于髋臼骨

折创伤严重，即使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术中麻醉、术

中出血量过多、手术暴露时间过长、手术本身引起的

创伤性应激反应，仍可以危及生命。因此，在患者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如做好影像学

检查，根据骨折类型选择最佳的手术入路方式和固定

方法，准备充足的血源，选择可靠有效的复位器械和

内固定材料；术中规范外科操作技术，骨折准确复位

和固定，减少不必要的剥离，以减少异位骨化的发生；

术后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尤其是切口引流量和尿量等

各项指标，适时施行功能锻炼，增加髋部肌力，防止关

节粘连、关节重塑、促进关节软骨愈合［８１０］；使用吲哚

美辛口服预防中后期异位骨化的发生［９］。坐骨神经

损伤、闭孔神经损伤、股骨头坏死、创伤性关节炎等应

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影响髋臼后壁骨折的临床治疗

疗效的因素有很多，除了一些医生无法控制的因素，

如骨折损伤的机制、坐骨神经损伤、骨折的形态及合

并伤等，医生应该重视手术时机的选择、手术前骨折

的全面评估、手术方法、复位质量和内固定的选择，因

为这些因素是可控的，而且对患者治疗的结果有重要

影响。例如，应该根据患者骨折的部位、类型、稳定程

度以及患者的全身状况选择合适的拉力螺钉和（或）

骨盆钢板，可达到解剖复位及有效的内固定［１１１３］。

本研究发现非手术治疗组异位骨化和创伤性关

节炎发生率明显高于手术治疗组，可能是关节内炎性

渗出液或出血得不到引流，促进骨重建的局部炎症发

生，引起关节粘连重塑，同时促进间充质细胞向成骨

细胞分化，导致异位骨化的发生。手术组异位骨化的

发生可能手术时关节周围的软组织损伤的大小、骨膜

剥离程度及手术距离损伤的时间长短有关。此外非

手术治疗不能及时清除细小的骨块，引起关节内磨

损，导致创伤性关节炎发生。

综上所述，髋臼后壁骨折为关节内骨折，如果得

不到及时正确的治疗，后期会导致很多并发症发生，

因此在遵循恢复关节面的解剖连续行及髋臼负重面

与股骨头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重建髋关节的稳

定性对髋关节功能的恢复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

无论是非手术还是手术治疗，恢复并保持髋关节正常

的解剖结构及稳定性，早期进行功能锻炼，都能收到

较好的复位满意度。但由于非手术组后期功能恢复

的优良率明显低于手术组，且又不能及时引流关节腔

内的出血或渗出液，促进炎症反应发生，导致骨性关

节炎等并发症的发生概率明显高于手术组，因此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采取手术治疗，可取得较

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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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肌间隙入路单侧 ＴＬＩＦ钉棒固定治疗腰椎间盘
病变初步报告

吴建明，胡伟，袁建华，刘向阳，邹明

摘要：目的　探讨经骶棘肌间隙腰椎单侧ＴＬＩＦ治疗腰椎间盘病变的适应证、手术方法及临床疗效。方法　对亳
州市人民医院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９月期间２１例术前均有下腰痛症状且为单侧肢体麻木、疼痛的腰椎间盘
病变行上述术式治疗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统计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比较手术前、后视觉模拟评

分法（ＶＡＳ）、欧氏失能指数（ＯＤＩ）、改良Ｐｒｏｌｏ评分变化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随访分析改良 Ｐｒｏｌｏ评分优良率和
腰椎术后半年融合率。结果　术中出血（２６５．７±５９．２）ｍｌ、手术时间（１１０．３±２１．５）ｍｉｎ、住院天数（１１．３±３．２）
ｄ、术后ＶＡＳ评分（３．５±０．９）分、ＯＤＩ评分（１５．１±１．６）分、改良Ｐｒｏｌｏ评分（１４．９±２．７）分，与术前相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总优良率９０．５％，术后半年三维ＣＴ重建显示融合率达９０．９％。结论　肌间隙入
路单侧ＴＬＩＦ钉棒固定术具有创伤小、出血量小、手术和住院时间短、对侧正常结构无破坏、早期下床、功能恢复
好、融合率高的优点。但应严格掌握适应证，长期疗效还需进一步随访。

关键词：腰椎；椎体间融合术；单边钉棒固定；腰椎间盘退行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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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常以腰椎后正中入路
双侧椎弓根固定减压植骨融合术为主，虽有明确的临

床疗效，由于对椎旁肌及腰神经后支损伤较大，致使椎

旁肌缺少神经支配及形成瘢痕，患者术后发生腰背部

疼痛不适等并发症。严重时这种情况会抵消腰椎融合

术带来的临床疗效，此为“融合病”［１］。Ｗｉｌｒｓｅ等［２］提

出经多裂肌和最长肌间隙入路的方法，已在临床上收

到重视。我科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９月，腰椎间盘
病变病例共２１例，采用经多裂肌和最长肌间隙入路腰
椎管减压经椎间孔融合术（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ｌｌｕｍｂａｒｉｎｔｅｒ
ｂｏｄｙｆｕｓｉｏｎ，ＴＬＩＦ）辅助单边钉棒固定单枚融合器置入
治疗，有效地解除患者神经压迫，重建脊柱生理弧度，

稳定脊柱，取得满意疗效，报道如下。

作者单位：２３６８００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骨二科
通讯作者：胡伟，Ｅｍａｉｌ：ｂｚｙｙｈｕｗｅｉ＠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９月，我科对
２１例腰椎间盘病变行肌间隙入路单侧 ＴＬＩＦ钉棒固
定，其中男性 １３例，女性 ８例，年龄 ３１～７４岁，平均
５１．８岁。病因：腰椎间盘突出合并腰椎不稳 ８例，
Ⅰ～Ⅱ度退行性腰椎滑脱伴椎管狭窄２例；退行性腰
椎管狭窄症伴节段性不稳４例，巨大腰椎间盘突出症
２例；极外侧型腰椎间盘突出症３例；间盘源性下腰痛
２例。上述病例均只存在单侧下肢疼痛、麻木，伴或不
伴有下腰部疼痛。其中１例Ｌ２／３，２例Ｌ３／４，１３例Ｌ４／５，３
例Ｌ５／Ｓ１，２例双节段病变。所有病例均正规严格的保
守治疗，无明显效果。术前均通过常规摄腰椎正侧位、

双侧斜位片、过伸过屈动力位片（见图１），以判断腰椎
的稳定性。若腰椎椎体向前或向后滑移 ＞３ｍｍ，Ｌ５～
Ｓ１＞５ｍｍ或终板成角大于１０°则认为腰椎椎体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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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术前行腰椎间盘ＣＴ和腰椎 ＭＲＩ检查。每例均
统计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术前及术后半

年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欧氏失能指数（ＯＤＩ）、改良
Ｐｒｏｌｏ评分情况，比较其统计学差异，且计算改良 Ｐｒｏｌｏ
评分优良率和腰椎融合率。

　　注：图１Ａ、１Ｂ、１Ｃ、１Ｄ分别是术前腰椎侧位 Ｘ线、椎间盘 ＣＴ、腰椎
ＭＲＩ表现。

图１　术前影像学表现
１２　手术方法　全麻成功后，垫腰桥，取俯卧位。术
前定位：Ｃ臂Ｘ射线机透视定位，消毒前做好体表标记
（见图２）。然后常规消毒铺巾，沿标记线沿脊柱方向
做纵行切口，切开皮肤、筋膜，充分暴露相邻上下椎体

的关节突关节。再次确认责任阶段。椎弓根钉置入采

用Ｒｏｙｃａｍｉｌ法，神经根管减压应用配套的骨刀，磨钻
及咬骨钳切除一侧关节突关节，术中注意保护神经根，

不可紧贴椎弓根下壁咬除椎板，避免神经根的损伤。

切开纤维环，摘除髓核，直到前面与对侧方的纤维环，

仔细刮除上下终板，以便获得更大的融合面积，并有利

于Ｃａｇｅ的植入。椎间松质骨打压植骨，如果骨量不
够，可取自体髂骨植骨。Ｃａｇｅ一般斜行４５°放于椎间
隙中线的位置，距后缘约３ｍｍ，位于椎间隙的后１／３。
安装钛棒，椎间隙进行加压，融合器与上下椎体充分抱

紧。冲洗手术切口，留置引流，逐层关闭手术切口。

　　注：图２Ａ、２Ｂ、２Ｃ、２Ｄ分别是手术切口、术中置钉、术后即可正侧位
Ｘ片图。

图２　手术过程及Ｃ臂透视

１３　术后处理　术后一般４８ｈ内拔除引流管，抗生
素静脉滴注预防感染。术后１２ｈ后行下肢肌肉等长
收缩锻炼。３ｄ后切口疼痛缓解后配戴腰围下地活动，
活动量逐渐增大，直至３个月后正常活动。
１４　临床评价　影像学评价采用腰椎正侧位片，摄腰
椎薄层ＣＴ＋三维重建（见图３）在术后３、６、１２个月及
末次随访，了解内固定物位置情况。对行腰椎融合术

患者融合率的判断，采用如下标准：①植骨融合：融合
器周围与椎体接触或植骨与横突间见明显骨小梁形

成，动力位Ｘ线片显示腰椎无异常活动；②植骨可能
融合：融合器与椎体接触或植骨与横突间无明显骨小

梁形成，但无骨吸收，动力位 Ｘ线显示融合节段活动
度小于３°。③植骨未融合：融合器周围与椎体接触或
植骨与横突间无骨小梁形成，融合区有间隙，有骨吸收

现象，或有椎间活动度大于３°。融合节段薄层 ＣＴ扫
描，做三维重建，观察矢状位及冠状位有连续性骨小梁

通过上下终板，即认为达到椎体间骨性融合。疗效评

估采用 ＶＡＳ、ＯＤＩ和改良 Ｐｒｏｌｏ评分进行。其中 ＶＡＳ
自我疼痛感觉主观评价从轻到重（１～１０分），ＯＤＩ采
用自我功能状态的主观评价方法来评价治疗结果，其

功能量表中主要包括疼痛（疼痛严重程度、疼痛对休息

的影响）、单项功能（提物、日常活动）和个人综合功能

（日常生活能力、社交活动和旅行）３个方面的评定，共
５０分。改良Ｐｒｏｌｏ功能评分，用于腰椎术后功能评定，
包括疼痛、日常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服用药物情况，共

有４项：每项１～５分，共２０分；优，１７～２０分；良，１３～
１６分；可，９～１２分；差，４～８分。

　　注：图３Ａ、３Ｂ、３Ｃ分别是术后７个月复查腰椎正侧位Ｘ线、ＣＴ三维
重建表现。

图３　术后７个月融合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应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
包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ｘ±ｓ）表示，统计方法采用配
对ｔ检验，当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例手术患者均顺利，无一例患者有神经根牵拉
损伤及硬膜囊撕裂情况。所有病例随访时间１１～２２
个月，平均随访时间 １５．２个月。手术时间（１１０．３±
２１．５）ｍｉｎ、术中出血（２６５．７±５９．２）ｍｌ、住院天数
（１１．３±３．２）ｄ、手术前后 ＶＡＳ、ＯＤＩ评分、改良 Ｐｒｏｌｏ
评分详见表１。其中优５例，良１４例，可２例，差０例，
总优良率９０．５％。２１例患者２２个融合节段，术后６
月三维 ＣＴ重建，有 １８个节段融合，融合率 ９０．９％。
术后所有患者均未发生深部感染及切口浅表皮肤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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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１例腰椎间盘病变行肌间隙入路单侧ＴＬＩＦ钉棒固定
手术疗效情况

疗效指标 术前 术后 Ｐ值 ｔ值

ＶＡＳ（分） ９．１±０．８ ３．５±０．９ ＜０．０５ ２４．０３
ＯＤＩ（分） ４２．１±４．０ １５．１±１．６ ＜０．０５ ２６．４２
Ｐｒｏｌｏ（分） ４．９±０．８ １４．９±２．７ ＜０．０５ －１６．８５

３　讨　论
３１　经多裂肌和最长肌间隙入路的解剖基础　多裂
肌的起止点分别为上节段的棘突、下节段的横突，并呈

斜形走行。可分为表层肌束和深层肌束。表层肌束一

般较长，覆盖节段，可以控制腰椎的活动方向。深层肌

束分布于相邻椎体，可以掌控腰椎节段旋转运动，减少

节段间的剪切应力［３］。传统大面积剥离破坏了多裂肌

深面的支配神经，常致椎旁肌肉去神经化，传统的后正

中入路切除脊柱后方运动复合体导致后柱破坏，出现

腰椎背伸力量减弱和迟发性脊柱失稳；术后疤痕的粘

连常改变正常生理特性，脊柱肌肉力量减低，术后出现

顽固性腰背疼痛。广泛的剥离常破坏融合区的血液供

应，影响融合效果。同时，后柱结构稳定性的破坏，使

得融合节段相邻椎体应力加大，导致相邻节段退变速

度加快［４］。

ＶｉａｌｌｅＲ等［５］对５０具尸体解剖证实：多裂肌与最
长肌的间隙与后正中线两侧约４ｃｍ处的小动静脉存
在恒定的位置，该间隙正在小动静脉所构成的矢状平

面内。此间隙在 Ｌ５～Ｓ１之间的位置较恒定，易于发
现，在Ｌ４横突水平以上逐渐消失。因此可将上述动静
脉视为肌间隙定位的参考点。我们在术中清晰显露此

血管，进行止血，从而减少手术出血量。而我们术中注

意到多裂肌和最长肌之间有一层较薄的脂肪，可作为

两肌之间的分界线，也证明多裂肌和最长肌间隙入路

具有解剖学可行性。我们采用ＳｕｋＫＳ等［６］于１９６８年
提出的经多裂肌和最长肌间隙的手术入路，不剥离或

切断肌肉组织，对肌肉的损伤较轻，术后疼痛轻，恢复

快。

３２　ＴＬＩＦ单侧椎弓根螺钉固定的优点　传统的后路
腰椎融合术具有手术入路简单，损伤小，易于被临床医

师掌握等优点，但缺点显而易见，术中需牵开硬膜囊，

近而显露椎间隙，进行减压，术后易导致硬脊膜瘢痕粘

连，常出现腰部顽固性疼痛等远期并发症［７］。

ＷｈｉｔｅｃｌｏｕｄＴＳ等［８］研究经椎间孔进行椎间融合，即

ＴＬＩＦ。我们的研究证实单侧经多裂肌和最长肌间隙入
路可减少对椎旁肌肉的剥离，保留肌肉韧带复合体结

构，直接到达关节突关节，可顺利完成神经根减压、椎

弓根螺钉固定、椎间盘处理和植骨。根据脊柱的生物

力学特点，目前认为最理想的状态为，前路植骨、恢复

椎间隙的高度，后路固定，减少椎体前方植骨后的应

力，起到分担前方应力的作用［９］。经椎间孔减压融合

能减轻术中神经及硬膜囊的牵拉，且单侧固定较双侧

固定手术时间短，减少术中出血。我们在置钉时选用

非固定轴椎弓根钉，分散椎弓根螺钉的应力，可以保留

固定节段的微动，增加植骨融合率，避免假关节形成，

减少断钉、断棒几率。研究证明，单侧固定在融合率方

面与双侧椎弓根固定效果相当，但是单侧有手术时间

及住院时间短、费用低等优点［１０］。

３３　肌间隙入路单侧ＴＬＩＦ钉棒固定术适应证　据我
们的手术体会认为该术式适用于［１１１２］：①真性脊柱滑
脱，伴有单侧神经根症状者；②单侧退变所致侧隐窝狭
窄或合并间盘膨出、突出者，尤其椎间隙狭窄严重，节

段间不稳者；③间盘源性下腰痛，经正规保守治疗仍无
法缓解者；④腰间盘突出单侧复发者；⑤腰椎后凸畸形
合并椎管狭窄，而且一侧下腰痛较重者；⑥一侧腰椎减
压或融合术后失败需二次手术者。尤其特别适用于不

需对椎管进行探查，避免对硬膜囊的干扰牵拉，而需要

完成椎体融合及内固定的患者。

总之，我们的研究证实经肌间隙单侧ＴＬＩＦ辅助单
边钉棒固定治疗腰椎间盘病变手术入路简便，置钉、减

压、融合等操作方便，适应证较广，术后症状缓解、融合

情况较好，减缓椎旁肌的退变、降低术后腰背痛症状的

发生率，极大地改善了腰椎间盘病变手术的临床疗效。

从我们初步的研究看，手术方式取得很好的临床效果，

而且易于掌握，但是仍待长期的随访以获得更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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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３１８４７．

［７］　陈晓陇．椎旁肌间隙入路与传统后正中入路在胸腰椎后路手术中
的应用比较［Ｊ］．中国脊柱脊髓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１０）：９２５９３０．

［８］　ＷｈｉｔｅｃｌｏｕｄＴＳ，ＲｏｅｓｃｈＷＷ，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ｉＪ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ａｍｉ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ｆｕ
ｓ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ｎｔｅｒｂｏｄｙ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ｕｍｂａｒｓｐｉｎｅ：ａ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Ｓｐｉｎ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０１，１４（２）：１００１０３．

［９］　陈宣煌．小切口椎旁肌间隙入路和传统开放式入路腰椎后路融合
术的比较［Ｊ］．脊柱外科杂志，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０１１０４．

［１０］　史君．单双侧椎弓根钉内固定结合椎间融合术治疗腰椎退行性
疾病的疗效比较［Ｊ］．中国矫形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７）：６５１６５７．

［１１］　梁博伟．多裂肌间隙入路单侧椎弓根螺钉固定治疗特殊类型腰
椎间盘突出症［Ｊ］．中国矫形外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７）：５８９５９３．

［１２］　黎庆初．多裂肌间隙入路微创手术治疗腰椎滑脱症［Ｊ］．中国脊
柱脊髓杂志，２０１１，２１（４）：３０３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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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髋臼后壁骨折临床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贾献荣，赵育威，吴苏琪，叶佳，许硕贵

摘要：目的　通过归纳患者的临床病历，总结影响髋臼后壁骨折（ＰＷＦＡ）手术效果的相关危险因素，为ＰＷＦＡ的
诊治及不良反应预后提供临床参考依据。方法　选择金华文荣医院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月收治的８２例髋臼
后壁骨折患者，对其采用手术切开复位内固定的方法进行治疗，复位满意后采取重建钢板进行内固定。根据

Ｍａｔｔａ评分确定术后疗效，并对可能与之相关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之后，再采用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确定影响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经过治疗，８２例患者当中，Ｍａｔｔａ评分优为３４
例，占４１．５％，良１６例，占１９．５％，可２２例，占２６．７％，差１０例，占１２．３％。患者髋臼后壁骨折临床优良率为
６１．０％，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４５岁、受伤后到手术的时间＞２周、复位不满意、合并髋关节脱位、合并其他伤、
骨折粉碎程度＞２块均为影响 ＰＷＦＡ术后效果的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伤后至手术的时间
（Ｐ＝０．００１，ＯＲ＝１．０５７），骨折粉碎程度（Ｐ＝０．０２６，ＯＲ＝１．７６６），复位质量（Ｐ＝０．０３３，ＯＲ＝１．９３８）是影响髋臼
后壁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通过分析影响 ＰＷＦＡ手术效果的危险因素，得出伤后至手术时间、骨折粉碎
程度及复位质量是影响手术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选择合适的时机尽早手术，复位精准及牢固的内固定，可

显著提高临床优良率，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髋臼后壁骨折；相关因素；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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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ｉｏｒｗａｌ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ｉｎｊｕｒｙｔ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ｎｕ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ｗａｌ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ｕｍ；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髋臼后壁骨折（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ｗａｌ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ｅ
ｔａｂｕｌｕｍ，ＰＷＦＡ），常为强大暴力所致，随着社会的进
步，交通运输、工业、建筑业等不断发展，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在髋臼骨折中所占比例最高［１］。ＰＷＦＡ常并发
髋关节后脱位、邻近关节面的塌陷、关节软骨损伤等，

严重时可导致骨化肌炎、坐骨神经的损伤、股骨头坏死

等较为严重的临床并发症［２］。目前治疗 ＰＷＦＡ的主
要方法为手术切开复位内固定，但由于髋臼骨折的解

剖位置较为复杂，周围神经血管环绕，解剖复位难度较

大，且由于高能量所致粉碎严重，为内固定增加较大困

难，术后疗效及满意度不尽如人意［３］。我院选取２００９
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月收治的ＰＷＦＡ患者８２例，根据患
者病历对影响术后效果的相关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

以期为ＰＷＦＡ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３２１０００浙江省金华文荣医院骨科（贾献荣，赵育威，
吴苏琪，叶佳）；２００４３３上海市长海医院骨科（许硕
贵）

通讯作者：贾献荣，Ｅｍａｉｌ：ｊｘｒｊｊｙ０２５３＠１２６．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２年４月
收治的ＰＷＦＡ患者８２例，其中男性７１例，女性１１例，
年龄１６～７１岁，平均（３６．５±７．２）岁。其中开放性骨
折为２例，闭合性８０例。左髋骨折３４例，右髋骨折４８
例。患者骨折原因分析为，高处坠伤及摔伤１０例（占
１２．２％），车祸 ６８例（占 ８２．９％），砸伤 ４例（占
４．９％）。所有患者均进行手术治疗，受伤至手术的时
间为１～４３ｄ，平均（９．２±２．６）ｄ。合并髋关节后脱位
为６６例，合并股骨头骨折为５６例，合并股骨头骨折为
１７例，合并其他部位损伤为４９例。
１２　行ＰＷＦＡ手术标准　后壁骨折移位超过３ｍｍ；
后壁缺损不少于４０％；合并股骨头脱位或者半脱位；
关节内发现存在游离的骨块；伴有坐骨神经损伤。

１３　诊疗方法　８２例患者进行常规 Ｘ线片、ＣＴ及摄
骨盆正位的影像学检查。７１例患者进行全身麻醉，１１
例患者进行椎管内麻醉。患者取侧卧伸髋屈膝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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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采用Ｋｏｃｈ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ｂｅｃｋ（ＫＬ）入路。其中４例患
者行大转子截骨术。术中单一骨折块为 ４１例（占
５０．０％），两块骨折块为２４例（占２９．３％），多块骨折
块为１７例（占２０．７％）。当暴露后壁骨折处，首先进
行骨折端血肿的清理。清理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对软

组织的损伤。取出关节内骨折碎块及圆韧带残端，要

注意检查髋臼关节面是否压缩，对于压缩骨块要撬拨

复位后在下方植入异体骨。若关节面不完整，导致复

位不稳定的患者可以采用自体髂骨进行重建后壁。若

为单一骨块，复位满意后，采用克氏针进行临时的固

定。对下肢进行牵引，当确认复位满意时，采用拉力螺

钉固定。选用重建钢板进行内固定。若髋臼后壁有多

块骨块，用克氏针临时固定，游离或陈旧的骨折块取出

并逐个复位，但对关节缘的骨折原则上不进行游离。

骨折复位完成后进行内固定。

１４　术后及随访　根据患者的情况采用克氏针、拉力
螺钉或采用钢板及螺钉固定。手术时间为 ７０～２８８
ｍｉｎ，平均（１４３±３８）ｍｉｎ。术中平均出血量为（８５６±
１４６）ｍｌ。术后常规性使用抗菌药物预防术后伤口感
染。应用低分子肝素防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当患者

术后疼痛减轻时，开始髋关节的运动功能康复训练。

术后６～８周部分负重，１０～１４周根据患者骨折粉碎
的分级、内固定的稳定程度及患者恢复情况进行完全

负重。所有患者在术后接受随访，复查 Ｘ片及 ＶＲＴ，
进行髋关节功能评分。采用 Ｍａｔｔａ评分进行临床优良
率的评价。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单因素分析，将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单因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ＰＷＦＡ术后的疗效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８２例
患者的Ｍａｔｔａ评分如下：优为３４例（占４１．５％），良１６
例（占 １９．５％），可 ２２例（占 ２６．７％），差 １０例（占
１２．３％）。临床优良率为６１．０％。
２２　影响ＰＷＦＡ术后效果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 ＰＷ
ＦＡ术后效果的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４５岁、受伤后
到手术的时间晚于 ２周、复位不满意、合并髋关节脱
位、合并其他伤、骨折粉碎程度大均为影响ＰＷＦＡ术后
效果的因素。见表１。
２３　影响手术效果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对
于影响手术效果的单因素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
回归分析结果可见，伤后至手术的时间、骨折粉碎的程

度及复位质量为影响手术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

２。

３　讨　论
　　髋臼后壁骨折为临床常见的骨折类型，临床上属
于关节内的骨折，在髋臼骨折分型当中，属于较为简单

的一类。髋关节的稳定性的维持主要是依赖于髋臼后

壁的阻挡作用。当髋臼后壁阻挡股骨头作用降低时，

将会出现髋关节不稳的情况。为了保证关节的完整

性，解剖复位为最为理想的结果。解剖复位对于完整

的大块骨折相对容易，而对粉碎性骨折则较为困难，因

此，此类情况临床治疗中需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游离

其相连的关节囊、软组织，这样可以保护血液的供应，

提供骨生长、愈合的生物学环境［４］。需要根据软组织、

关节囊的走形方向准确判断骨折的部位，必要时，需要

根据股骨头为模板进行判断。研究表明，复位的质量

为影响预后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髋臼后壁骨折获得

解剖复位后，仅仅用一块保护钢板进行固定是不合理

的。因为髋关节互动的时候，骨块容易松动吸收，使得

固定失效。较为合理的方法为折块间要采用可吸收拉

力螺钉进行固定［５］。可吸收螺钉具有性价比高、可吸

收、不干扰影像学检查、不用另行取出的优点，对于骨

折块少于３块时，后壁骨折较为容易采用拉力螺钉固
定。但由于该病常为高能量损伤所致，所以多块的、粉

碎性的骨折也颇为常见，而这种情况单独采用拉力螺

钉固定难度太大，可以采用弹性钢板配合拉力螺钉进

行固定，会达到更为理想的固定效果［６７］。解剖复位虽

然强调复位的稳定度，但因为是开放手术，对患者伤害

较大。有些患者的预后不良也与手术的刺激及并发症

有一定的关系，而微创治疗由于刺激小，会避免大范围

损伤并减少术后并发症，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和潜力，尚

待我们进一步研究［８９］。

表１　影响ＰＷＦＡ术后效果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类别 例数
疗效

优良 可差 优良率（％）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４５岁 ６４ ５８ ６ ９０．６ ４．６５ ＜０．０５
＞４５岁 １８ １２ ６ ６６．７

性别 男 ６１ ４８ １３ ７８．７ ０．０１ ＞０．０５
女 ２１ １６ ５ ７６．２

伤后到手术时间 ≤２周 ６５ ５５ １０ ８４．６ ６．１６ ＜０．０５
＞２周 １７ ９ ８ ５２．９

复位质量 解剖复位 ４４ ３３ １１ ７５．０ １３．７７ ＜０．０５
满意复位 ２８ ２２ ６ ７８．６
不满意复位 １０ ４ ６ ４０．０

髋关节脱位 有 ２５ １１ １４ ４４．０ ９．７７ ＜０．０５
无 ５７ ４５ １２ ７８．９

合并伤 有 ６８ ３８ ３０ ５５．９ ４．３３ ＜０．０５
无 １４ １２ ２ ８５．７

骨折粉碎程度 ≤２块 ３７ ２８ ９ ７５．７ ５．２３ ＜０．０５
＞２块 ４５ ２３ ２２ ５１．１

表２　影响手术效果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因素 β ＳＥ Ｐ值 ＯＲ值

伤后至手术的时间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１．０５７
骨折粉碎的程度 ０．５１３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６ １．７６６
复位质量 ０．７１２ ０．２８８ ０．０３３ １．９３８

　　本研究８２例患者中，临床优良率为６１．０％。与
其他文献报道的相似［４］。其诊断与治疗看似较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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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其实临床疗效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导致临

床上髋臼后壁骨折手术疗效较差的原因多种多样。虽

然研究中已经明确表明，复位质量是影响髋臼后壁骨

折临床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但仅仅明确这一点，尚无

法满足临床的实际需求。本研究首先通过探讨影响其

疗效的相关因素，根据有统计学意义的单因素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探讨其危险因素。
研究中发现年龄 ＞４５岁的患者其术后优良率较

低，可能因年龄大的患者骨质疏松、缺钙等引起，高年

龄的患者由于较为疏松的骨质及骨性关节病的发病率

较低年龄高，有可能导致内固定较为松动，使得复位丢

失，且由于长时间的缺钙，骨损伤后自身的修复能力较

低，上述原因均可能对临床疗效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影

响患者的预后，因此提示，对于年龄超过４５岁的患者，
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重视对钙的摄入。此外，年龄大的

患者还可能伴有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性疾病，

从而使得患者的机体抵抗力及对外界致病菌的防御能

力不足，导致预后不良，且容易出现伤口感染、深部组

织感染血肿甚至复位丢失。

伤后至手术的时间为影响术后效果的独立危险因

素，其原因可能为伤后未及时进行手术可能会导致骨

折线消失、血肿机化纤维化、断面吸收、形成骨痂等，均

为骨折的解剖复位增加较大难度，使得复位质量下降，

从而导致临床效果及优良率降低。因此，提示伤后要

尽早手术，不得拖延而错过最佳手术时机。临床中我

们认为最佳手术时间为伤后３～７ｄ，由于在这个时间
段，患者全身的情况基本稳定，血肿形成，但尚未机化，

且患者的骨痂尚未形成，且这个时间段，在手术过程

中，出血量会比别明显减少，此外，由于３～７ｄ患者的
肌肉相对松弛，局部的水肿消退，这有利于骨折部位的

显露、提高复位效果及内固定的效果［１０１１］。

本研究发现，复位质量是影响髋臼后壁骨折临床

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骨折

复位的准确性直接决定了临床疗效及患者预后，如果

复位时，有残留的台阶或间隙，很可能使患者的关节局

部压力增大，从而导致患者出现创伤性关节炎等并发

症，且髋臼后壁骨折是髋关节面遭受损坏，属于关节内

骨折。降低预后不良的关键因素即为解剖复位恢复髋

关节面的光滑程度，但这对于一些较严重的后壁骨折

比较困难，有些患者容易二次复发，这也是预后不良的

重要因素［１２］。有学者［１３］认为，越早接受手术，则患者

获得满意解剖复位的可能性也越大，反之亦然，在伤后

１４ｄ内即接受复位手术效果要明显优于伤后１４ｄ之
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目前，临床常用的
判定髋臼后壁骨折复位的手段是进行Ｘ线的平片、ＣＴ
平扫、三维 ＣＴ重建，从而客观、直接地反应关节面的

损伤状况。但是由于髋臼的形态较为复杂，且呈三维

立体式，骨折移位常发生在不同的平面，因此，对于较

大块的骨折，需要进行加压固定法，对于边缘压缩的骨

折要采用植骨支撑，撬起复位等方式。骨折粉碎的程

度是影响髋臼后壁骨折临床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粉

碎程度越高，复位的难度越大，复位效果及内固定的效

果越差，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

综上所述，术前进行详尽检查，全面了解移位、塌

陷，选择合适的时机尽早手术、复位精准及牢固的内固

定可提高临床优良率，此外，对于有些患者出现合并脱

位、关节内出现游离骨块及边缘嵌压性骨折的患者，还

要进行个体化的针对性治疗，以免影响患者的预后。

当后脱位持续时间较长时，不但可能影响股骨头部位

的血液供应，而且还会伤及坐骨神经，应采取及时的手

法复位或手术治疗。患者术后应进行合理的锻炼，促

进髋关节功能恢复，此外，及时的随诊和复查，发现问

题立刻解决，可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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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与开腹结肠癌根治术的近期疗效对比研究
陶锋，叶民峰，吕杰青，许国权

摘要：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腹腔镜与开腹手术对结肠癌患者的疗效和并发症，最终确定最佳根治结肠癌的手术
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收治的７２例结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行腹腔镜
根治术（腹腔镜组）患者３４例，开腹手术（开腹术组）患者３８例，对比２组患者的术中相关指标、术后相关指标及
术后并发症情况。结果　腹腔镜组患者手术时间为（１８９．０±１３．１）ｍｉｎ长于开腹术组患者的（１６６．０±１５．９）ｍｉｎ
（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患者的切口长度短于开腹术组患者（Ｐ＜０．０５），其术中出血量少于开腹术组患者（Ｐ＜
０．０５），而淋巴结个数多于开腹术组患者（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患者肛门排气时间、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镇
痛时间、术后吗啡用量、术后住院天数均优于开腹术组患者（Ｐ＜０．０５），但腹腔镜组患者的总住院费用略高于开
腹术组患者（Ｐ＜０．０５）；术后随访９～３９个月，平均随访（３０．１±１０．７）个月，无失访病例，腹腔镜组患者术后粘连
性肠梗阻发生率为５．８％（２／３４），显著性低于开腹术组患者的２３．７％（９／３８）（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患者切口感染
发生率为５．８％（２／３４），显著性低于开腹术组患者的２６．３％（１０／３８）（Ｐ＜０．０５）；吻合口瘘、吻合口出血、肺部感
染２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３２．４％（１１／３４），显著性低于开
腹术组患者的６３．２％（２４／３８）（Ｐ＜０．０５）。结论　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辅助结肠癌根治术虽然手术时间相对
较长且价格相对较昂贵，但术中出血少，且术后康复迅速，并发症发生率低，所以临床上应结合患者的病情和经济

情况选择合适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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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肠癌作为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好发于
４０～５０岁年龄段，发病率较高位于胃肠道肿瘤的第３
位，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其发病有年轻化和增加

的趋势［１］。目前对其的治疗主要采取化疗或放疗与根

治术相结合的方式，术式主要有传统开腹手术（Ｏｐｅ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Ｐ）和腹腔镜手术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浙江大学绍兴医
院）胃肠外科

通讯作者：陶锋，Ｅｍａｉｌ：ｔｆ＿ｚｊｓｘ＠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ＬＡＰ）。随着腹腔镜技术在腹部外科手术中的广泛应
用，使结肠癌的手术治疗取得了全新突破，目前腹腔镜

结肠癌根治术已成为消化道肿瘤外科最成熟的手术方

式之一。但目前对于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在安全性、

肿瘤根治性和术后并发症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本研

究对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我院收治的７２例结肠
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腹腔镜

与开腹手术进行结肠癌根治术的疗效及术后并发症情

况进行对比分析，现详细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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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
月我院收治的 ７２例结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
入选标准：所有患者均经病理检查和肠镜检查确诊；未

接受过化疗；癌细胞未远处转移且非复发病例。排除

标准：手术禁忌症患者；既往腹部手术史、消化道大出

血或急性肠梗阻行急诊手术患者；ＤｕｋｅｓＤ期及其他
脏器转移者。腹腔镜根治术（腹腔镜组）患者３４例，
其中男性 ２２例，女性 １２例，年龄 ３６～７６岁，平均
（５３．１±４．６）岁，肿瘤部位：横结肠癌５例，左半结肠癌
１３例，右半结肠癌１６例，术后Ｄｕｋｅｓ分期：Ａ期５例，Ｂ
期１５例，Ｃ期１４例；开腹手术（开腹术组）患者３８例，
其中男性 ２５例，女性 １３例，年龄 ３７～７５岁，平均
（５２．９±３．８）岁，肿瘤部位：横结肠癌７例，左半结肠癌
１４例，右半结肠癌１７例，术后Ｄｕｋｅｓ分期：Ａ期６例，Ｂ
期１７例，Ｃ期１５例；２组患者在性别比例、年龄、肿瘤
部位及分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均常规准备肠道，采取
复合麻醉的方法，取肿瘤对侧卧位，横结肠患者取仰卧

位。开腹手术组：采用常规手术方式，具体参考《外科

学》，同时术后参照国际抗癌联盟标准（２００７年版）进
行病理分期［２］。腹腔镜组：分别于患者左、右上腹穿刺

５ｍｍ，脐下两侧腹部穿刺１０ｍｍ，建立 ＣＯ２气腹，然后
经脐旁Ｔｒｏｃａｒ孔放置腹腔镜，探查腹腔情况同时确定
病灶位置，根据病灶位置设定２～３个操作孔及辅助操
作孔，手术遵循无瘤的原则，游离结肠系膜、结扎血管

并清扫淋巴结，距肿瘤最近腹壁合适位置作长约５～６
ｃｍ的纵行切口，拉出游离肠道和系膜至体外，切除并
吻合肠段，最后纳回腹腔冲洗腹腔并置引流管，确定无

出血后缝合切口。常规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术后注意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发热寒战等症状同时

密切观察引流液的情况，特别留意肠梗阻和术后肠吻

合口出血等并发症。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手术相关指标：切口长度、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清扫淋巴结数；②术后相关指标：肛门
排气时间、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镇痛时间、术后

吗啡用量、术后住院天数、住院费用；③术后并发症发
生情况（包括粘连性肠梗阻、吻合口瘘、吻合口出血、切

口感染、肺部感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处理资
料，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术中相关指标比较　腹腔镜组患者切
口长度（６．６±２．３）ｃｍ显著性短于开腹术组患者的
（１４．３±３．２）ｃｍ（Ｐ＜０．０５），但腹腔镜组患者手术时间
（１８９±１３．１）ｍｉｎ显著性长于开腹术组患者的（１６６±
１５．９）ｍｉｎ（Ｐ＜０．０５），腹腔镜组的术中出血量及清扫
淋巴结个数均优于开腹术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均＜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１。
２２　术后相关指标比较　腹腔镜组患者肛门排气时
间、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镇痛时间、术后吗啡用

量、术后住院天数均优于开腹术组患者（Ｐ均＜０．０５），
但腹腔镜组患者的总住院费用略高于开腹术组患者

（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２。
表１　２组肠癌根治术患者术中相关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切口长度

（ｃｍ）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清扫淋巴结个数

（枚）

开腹术组 ３８ １４．３±３．２ １６６±１５．９ ２１１．１±１３．７ １１．７±１．４ａ

腹腔镜组 ３４ ６．６±２．３ａ１８９±１３．１ａ１６９．８±１５．６ａ １３．２±２．２

　　注：与开腹术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相关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肛门排气

时间（ｈ）
术后肠功能恢复

时间（ｈ）
术后镇痛

时间（ｈ）
术后吗啡

用量（ｍｇ）
术后住院

天数（ｄ）
住院费用（元）

腹腔镜组 ３４ ６６．２±１２．８ａ ６３．２±３２．１ａ １７．３±８．２ａ １０．３±３．２ａ ８．３±１．２ａ ２８１２２．５±１０４５．３ａ

开腹术组 ３８ ９０．１±１３．９ ９６．４±３３．９ ３２．２±１８．１ １８．２±５．１ １１．４±１．３ ２２５７８．３±１４２１．１

　　注：与开腹术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术后随访９～３９个月，平
均随访（３０．１±１０．７）个月，无失访病例。腹腔镜组患
者术后粘连性肠梗阻发生率为５．８％，显著低于开腹术
组患者的２３．７％（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患者切口感染
发生率为５．８％，显著低于开腹术组患者的２６．３％（Ｐ

＜０．０５）；吻合口瘘、吻合口出血、肺部感染２组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患者术后并发
症总发生率为 ３２．４％，显著低于开腹术组患者的
６３．２％（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３。

表３　２组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粘连性肠梗阻 吻合口瘘 吻合口出血 切口感染 肺部感染 并发症总发生率

腹腔镜组 ３４ ２（５．８） ２（５．８）ａ ３（８．８） ２（５．８）ａ ２（５．８） １１（３２．４）
开腹术组 ３８ ９（２３．７） ２（５．３） ３（７．９） １０（２６．３） ２（５．３） ２４（６３．２）

　　注：与开腹术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结肠癌作为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原
因主要有高脂肪饮食、纤维素摄入不足及遗传性等因

素。主要临床表现有腹胀、腹痛及粘液便或脓血便等。

目前结肠癌的治疗方法主要强调手术为主、辅以化疗

等的综合治疗方案。总的手术原则为：尽量根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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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植物神经，保存性功能、排尿功能和排便功能，提

高生存质量［３］。常用的外科术式有开腹手术和腹腔镜

术，尤其是腹腔镜术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就开始应用于结
肠外科［４］，其技术日益完善并逐渐发展成为结肠癌常

规开腹手术的可替代术式［１］。且与开腹手术相比具有

手术切口小、住院时间短、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快及生

活质量明显提高等优点；虽然刚开始人们对腹腔镜术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存在疑虑，但近年来随着腹腔镜术

在治疗结肠癌的广泛应用，其逐渐被广大医生和患者

所认可并接受［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我院收治的７２例结肠癌根
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行腹腔镜根治术（腹腔镜

组）患者３４例，开腹手术（开腹术组）患者３８例，结果
显示腹腔镜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切口长度、清扫淋巴

结个数均优于开腹术组患者（Ｐ均 ＜０．０５），腹腔镜组
失血量相对较少可能原因为：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

切口小，减少了切开过程的出血；术野更清晰；对周围

组织的损伤减少到最低程度；配合超声止血刀的使用。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术后镇痛时

间、术后吗啡用量、术后住院天数均优于开腹术组患者

（Ｐ均＜０．０５），说明腹腔镜手术出血量的相对减少在
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手术的风险，还可通过微创减少

患者的应激反应和创伤，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术后的

恢复时间，这也与文献报道一致［６－７］。但腹腔镜组患

者的手术时间长于开腹术组（Ｐ＜０．０５），但相信随着
腹腔镜设备及手术器械的不断人性化和简易化，医生

手术操作的逐渐熟练同时加强与手术室护士的配合，

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大大地缩短手术的时间，同时确保

手术高质量的顺利完成。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３２．４％，与文献报道的
腹腔镜结肠癌手术后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１％ ～
３８％［８］相一致；其显著性低于开腹术组患者的６３．２％
（Ｐ＜０．０５），高于国外文献报道的开腹结直肠癌手术
后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为３０．０％ ～４０．２％，可能与本研
究例数较少有关系。而且其中腹腔镜组患者术后粘连

性肠梗阻发生率为５．８％，显著低于开腹术组患者的
２３．７％（Ｐ＜０．０５），这与文献报道一致［２］，这可能与腹

腔镜手术组切口小、损伤少、避免了肠道的长时间体外

裸露，及术后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快等因素有关。腹腔

镜组患者切口感染发生率为５．８％，显著低于开腹术组
患者的２６．３％（Ｐ＜０．０５），这可能因为开腹术组前期
未注意保护切口，发生切口感染，后期改用蓝碟切口保

护器封闭切口效果好，几乎无切口感染发生；吻合口

瘘、吻合口出血、肺部感染２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腹腔镜手术由于其特殊的手术条件，有
些不同的并发症，如较长时间的气腹手术会使深静脉

血栓形成（多见于下肢）和肺栓塞的危险性增大，气腹

针或穿刺套管导致肠管和组织损伤，术中术后出血、肠

漏、皮下气肿等。其中最重要的并发症为切口或穿刺

孔肿瘤种植转移。手术时注意妥善固定套管，尽量减

少其进出切口的次数，避免操作器械直接接触、挤压肿

瘤，用标本袋取标本并保护好切口，能有效地预防切口

的种植。本研究中腹腔镜组术后未出现上述并发症。

相对传统开腹结肠癌手术，腹腔镜结肠癌根治术

作为一项医疗技术的突破，在国内已开展１０余年，其
临床安全性和可靠性均得到了证实。国内早期文献研

究主要为短期疗效方面［９１０］，近年来远期疗效方面的

报道也逐渐增多，且目前大部分学者均认为不论从近

期疗效还是从远期疗效上看，腹腔镜手术均有着满意

的治疗效果［１１］。相对于传统的开腹手术腹腔镜术虽

然操作难度较大，且要求医生有丰富的操作经验，但其

有着独特的优势如术中出血量少、切口小、术后愈合快

等，只要加强医生的培训及与手术室护士密切配合，就

可以成功地完成该手术［１２］。手术时应重点掌握以下

几点：①首先腹腔镜下探查肿瘤位置及大小范围，以确
定需要游离的范围；②游离过程中保证术野清晰的同
时应明确判定明显地解剖标志，不损伤结肠周围的血

管及器官如性腺、输尿管、十二指肠等；③根据手术制
定切除结肠的范围确定游离腹膜、网膜的范围；④切口
长度及位置的选择应结合淋巴结清扫及肠系膜血管结

扎处理；⑤掌握中转开腹的相关指征，开腹后需探查以
确保游离过程中没有造成其他损伤［２］。

综上所述，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辅助结肠癌根

治术虽然手术时间相对较长且价格相对较昂贵，但术

中出血少，且术后康复迅速，并发症发生率低［１３］，总体

上我们认为腹腔镜术治疗结肠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

值得肯定的，所以临床上应结合患者的病情和经济情

况选择合适的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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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关节镜下关节清理加灌洗治疗慢性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的疗效分析
沈文革，吕永强，祁峰，张明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关节镜下关节清理加灌洗治疗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０５年１０
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收治的慢性膝关节骨关节炎患者８２例，采用选择性、有限化关节镜
下关节清理加灌洗治疗。手术包括退变软骨修整成形，修整关节面切除增生肥厚的滑膜组织，取出游离体，修整

或切除退变的半月板，髁间窝成形等。所有患者均门诊定期复查随访，采用膝关节综合评分表、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系统
２种方式评估临床疗效。结果　８２例患者得到６～２４个月的术后随访，平均随访１５．８个月。按膝关节综合评分
表进行评分，术后１个月、６个月、２４个月优良率分别为８４．１５％（６９／８２例）、８６．２１％（５０／５８例）、７６．６７％（２３／３０
例）；按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系统进行评分，术前、术后１个月、６个月、２４个月评分分别为（４４．５１±３．６２）分、（８８．３４±
４．２２）分、（８４．９０±７．１３）分、（８０．６４±６．７５）分，术后１、６、２４个月评分分别与术前相比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　关节镜下关节清理同时加灌洗治疗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明
显改善膝关节功能，具有良好疗效。

关键词：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关节镜；关节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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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ＯＡ）是中老
年人常见的慢性进展性疾病，以关节软骨退行性变伴

骨赘增生、骨质硬化等为特点，目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其发病率也日益升高。目前根据其严重程度有

多种治疗方法，包括理疗、外用及口服药物等保守疗法

和关节镜下或切开清理、人工膝关节置换等手术疗法。

自１９７４年 Ｏ．ｃｏｎｎｏｒ首先提出镜下清理术，其用于临
床已经几十年的时间，而近十年对于关节镜下关节清

理手术适用范围及其效果等的争论愈发激烈，目前对

于关节镜下关节清理治疗膝关节 ＯＡ的适应症、疗效
等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１］。本研究通过收集多例采

用关节镜下关节清理加灌洗治疗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患者的病例资料，对其疗效分析，现报道如下。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４０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骨科
通讯作者：祁峰，Ｅｍａｉｌ：ｎｂｑｉｆｅ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关节镜下关节清理加灌
洗治疗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共８２例，其中男性
４０例，年龄４１～６８岁，平均５２．４５岁；女性４２例，年龄
３８～６６岁，平均５０．６９岁；左膝３４例，右膝４３例，双膝
５例；病程１～２０年，平均６．４年。临床表现为膝关节
反复疼痛、肿胀，活动受限，尤以负重、下蹲起立时症状

明显加重；关节交锁、反复积液，运动时伴有摩擦音等。

Ｘ线示：关节缘唇样骨赘增生、关节间隙变窄等关节退
行性改变及关节内游离体等表现；ＭＲＩ示：半月板退
变、关节积液等表现。所有患者在进行关节镜下关节

清理加灌洗治疗前均经过半年以上正规保守治疗无效

或效果甚微。ＯＡ诊断标准参照１９８６年美国风湿学会
推荐的骨性关节炎诊断标准。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分４期：Ⅰ期（ＯＡ前期），可发现存在骨赘，膝关节间
隙有变窄可疑者；Ⅱ期（ＯＡ早期），骨赘明显，关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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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出现轻度狭窄者；Ⅲ期（ＯＡ进展期），骨赘量中等，
关节间隙中度狭窄，软骨下骨骨质呈轻度硬化，且范围

较小者；Ⅳ期（ＯＡ晚期），骨赘大量形成，甚至波及至
关节软骨面，关节间隙明显狭窄，骨质硬化较重，膝关

节肥大或显著畸形者。所有患者均符合纳入、排除标

准条件，且愿意参加实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

准：①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骨关节炎的诊断依据。②
患者年龄在３５～７０岁之间。③无严重心脑血管、糖尿
病及肝、肾等重要器官病变。④关节 ＯＡ临床分期为
早、中期患者。排除标准：①患者年龄在３５岁以下或
７０岁以上者。②膝关节及其周围皮肤软组织条件未
达标者。③合并有膝关节骨折、骨结核、骨肿瘤、类风
湿、痛风等患者。④重心脑血管、糖尿病及肝肾等重要
器官病变者。⑤娠或哺乳期妇女及过敏患者。⑥关节
ＯＡ临床分期为晚期患者。
１２　手术方法　所有手术均由同一组医师进行，其中
术者为高年资主治医师。常规术前检查排除禁忌后，

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持续硬膜外麻醉或者全麻、平卧位，

常规消毒、铺单，膝前内、外侧常规入路镜检，镜下全面

检查膝关节各结构，观察确定病变的部位、性质及程

度，确定手术方法。关节镜检查８２例患者（８７膝）中
共８１例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软骨退变，镜下可见髌股
关节面等处软骨出现软化、纤维化、硬化剥脱等；共７５
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滑膜炎性改变，镜下可见广泛

的滑膜增生；共 ７例患者存在游离体，镜下可见髌上
囊、髁间窝等处大小不一的游离体；共６２例患者存在
不同程度的半月板退变，镜下可见部分半月板撕裂，游

离缘毛刷样改变；部分患者还有韧带损伤、骨赘增生等

表现。手术根据术前影像学检查和术中镜下所见进行

相应有选择性的关节镜下清理术，手术包括退变软骨

修整成形，清理不稳定的软骨瓣，修整关节面；滑膜刨

刀按照一定的顺序切除增生肥厚的滑膜组织；尽量彻

底取出游离体，注意增生滑膜下隐藏游离体；修整或切

除退变的半月板；髁间窝成形等。清理过程中及完成

后持续大量生理盐水灌洗关节腔，单膝灌洗总量为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ｍｌ，少许患者予以反复冲洗一次，放置引
流管一根，进器械口常规缝合１～２针，手术结束。术
后２４～４８ｈ内引流量小于５０ｍｌ予以拔除引流管，患
膝弹力绷带包扎７２ｈ，同时予以患肢抬高、冷敷、抗炎
等相关对症支持治疗。术后逐步进行功能恢复锻炼，

负重时间根据具体情况３～６周不等。
１３　术后随访　术后嘱患者采用门诊定期复查随访，
采用膝关节综合评分表和 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系统对术后疗
效进行评价。８２例患者得到６～２４个月的术后随访，
平均随访１５．８个月。
１４　评价标准　所有患者均采用膝关节综合评分
表［２］、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系统两种评估方式。膝关节综合评
分表评估，优：疼痛等症状完全消失，肿胀消退，膝关节

功能正常，活动正常；良：偶有疼痛，膝关节功能正常，

不影响日常生活；可：膝关节功能改善，日常活动仍有

疼痛但不影响生活；差：膝关节疼痛、肿胀，膝关节功能

无改善。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ｘ±ｓ）表示，以 ｔ检验及方差分析方法进行
统计学分析，手术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所有患者术后均无感染、化脓性关节炎、深静脉栓
塞（ＤＶＴ）等并发症发生，８例患者术后存在不同程度
的关节肿胀，采取穿刺抽取积液加压包扎后均痊愈。

所有患者在遵循功能康复锻炼基础上关节功能基本恢

复，均达到或接近术前的生活状态以及运动状态。所

有患者均采用膝关节综合评分表、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系统２
种方式评估疗效。

２１　膝关节综合评分表　患者门诊随访中分别于术
后１个月、６个月、２４个月采用膝关节综合评分表评
估，现将术后优良率改变见表１。

表１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关节镜下清理术后膝关节
综合评分情况（例）

评分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２４个月

优 ２９ １８ ８
良 ４０ ３２ １５
可 １１ ７ ７
差 ２ １ ０
总计 ８２ ５８ ３０
优良率（％） ８４．１５ ８６．２１ ７６．６７

２２　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系统　患者门诊随访中分别于术后
１个月、６个月、２４个月采用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系统评估，并
分别与术前评分采用配对ｔ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术
前、术后１个月、６个月、２４个月 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分别为
（４４．５１±３．６２）分、（８８．３４±４．２２）分、（８４．９０±７．１３）
分、（８０．６４±６．７５）分，结果显示术后１个月、６个月、
２４个月Ｌｙｓｈｏｌｍ评分均较术前有明显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关节镜下关节清理加灌洗
治疗可明显改善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症状及膝关节

功能。

３　讨　论
　　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关节
病，以关节肿痛、关节功能障碍、活动受限为主要表现，

其病理基础主要就是关节软骨的退行性变。关节软骨

表面发生软化灶随之出现裂隙，进而表面剥脱糜烂，引

起软骨下骨质暴露等，然后软骨下骨质承受压力和磨

损的最大部位发生象牙样变质、增厚，软骨边缘附着处

可形成骨赘［３］，软骨下胶原纤维等外漏、软骨碎屑刺激

引起滑膜炎，而滑膜炎产生的各种炎性因子及关节内

环境的改变又可加重软骨损害和炎症反应，形成恶性

循环。关节退变等引起滑膜炎可导致关节疼痛［４］，疼

痛的发病机制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关节内各组织损

伤造成的机械性因素对滑膜、韧带、关节囊的神经末梢

造成直接刺激引起的，其二是由各种炎性致痛物质刺

激神经末梢引起。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发展到后期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故应引起重视，早期诊断、早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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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如治疗恰当，大多数患者预后比较良好［５］。Ｘ线是
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常用的辅助检查手段，医生也

习惯把Ｘ线表现作为骨性关节炎的评判依据，但是 Ｘ
线的表现往往与患者的症状不太一致。从关节的生物

学角度来讲，膝关节骨赘及关节间隙的 Ｘ线变化主要
对关节内应力的综合状态造成影响，难以全面准确的

反应关节退变及功能情况［６］。因此，Ｘ线分级不能完
全用以评估软骨退变程度和判断预后。同时，软骨退

行性变虽然为骨性关节炎的病理基础，但不是疼痛及

功能障碍的全部病因，而关节镜下检查不仅能发现骨

性关节炎的关节内结构软骨病变，也可发现滑膜炎、游

离体、半月板磨损等多种病变，更能全面地解释复杂的

临床变现，对骨性关节炎的准确诊断及病情的评估都

有重要意义［７］。

目前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治疗方法多样，包括

多种保守治疗手段和关节镜下清理术、膝关节置换术

等手术治疗手段［８］。２００８年，美国矫形外科学会
（ＡＡＯＳ）汇总了循证医学证据和专家意见形成了治疗
指南，推荐关节清理术用于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治疗。

大量的研究表明，５０％ ～８０％的骨性关节炎患者经关
节清理术后病情缓解，并可维持１～５年［９］。而关节镜

下灌洗治疗可以很好地调节膝关节腔内的渗透压，补

充钾、钠、镁等电解质以增加软骨营养等［１０］，还可以将

关节内磨损碎屑、炎性因子和一些微小的游离体等冲

出关节腔以减轻炎性反应［１１］，切断慢性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的恶性循环，对其治疗有肯定的疗效，因此关节镜

术中和术后的关节腔灌洗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灌洗

治疗的操作较为简单，但术中还需注意防止出现冲洗

液外渗的并发症。膝关节镜手术中生理盐水灌洗，有

可能外渗至小腿肌间隔内引起小腿肿胀，若及时得当

处理一般不会造成不良后果。但若外渗至阴囊、腹股

沟区或引起筋膜间隔综合征者等有可能出现严重后

果，因此手术时需提高注意力，时刻注意下肢肿胀情

况，如有异常应及时塞住并直达关节内，以防孔周外

渗。当然冲洗液外渗仅仅是关节镜手术其中一种并发

症，还需要注意防止关节内正常组织、神经、血管的损

伤，关节内器械断裂等等，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膝骨性关节病患者关节镜术后的康复锻炼十分重

要，倘若不结合积极合理的康复治疗，不仅会影响关节

原有的伤病的治疗效果，还会合并关节粘连、僵硬、挛

缩和肌萎缩等，甚至可能加重原有症状和关节功能障

碍，因此，术后应开展积极的康复治疗。另外，虽然通

过本实验研究我们发现关节镜下关节清理加灌洗治疗

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具有良好的疗效，但是并非所

有的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都适宜行关节镜下关

节清理［１２］。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有多种治疗方法，

关节镜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严格掌握关

节镜手术的适应证。关节镜下关节清理加灌洗治疗在

治疗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

是如本实验已得到证明的有着不错的疗效，二是关节

镜可以使患者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去缓解骨性关节炎的

疼痛，从而推迟或者避免行膝关节置换术。而当使用

非甾体抗炎药、局部注射皮质醇激素、理疗等相关保守

治疗有效，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疼痛，改善症状的时候，

是以更小的代价去推迟或者避免行膝关节置换术，是

不符合关节镜手术指征的。因此本实验在行关节镜手

术前所有患者均经过半年以上正规保守治疗无效或效

果甚微。而对于晚期的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特别

是年龄大于６５岁者的患者、关节广泛破坏等的患者，
仍考虑以全膝关节置换为首选，行关节镜治疗不会有

很好的效果［１３］。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可滥用关节镜

这一治疗手段去治疗慢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只要严

格掌握适应证，是值得临床推广和运用的［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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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偏头痛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变化
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汪国胜，刘彬，张蕾，马争飞，钟平

摘要：目的　探讨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ｏｌａｓｅ，ＮＳＥ）在偏头痛患者中的变化及影响因素。方
法　选择宿州市立医院神经科门诊就诊的偏头痛患者５９例（患者组）及健康体检中心正常人３３例（对照组）。
患者组根据偏头痛发作时程分为发作期和发作间期。根据先兆分为有先兆偏头痛（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ｗｉｔｈａｕｒａ，ＭｗＡ）组和
无先兆偏头痛（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ｕｒａ，ＭｗｏＡ）组。在偏头痛患者发作期及发作间期均行血清 ＮＳＥ测定，对照组只
行一次血清ＮＳＥ测定。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对患者资料进行ｔ检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和对照组相比，偏头
痛患者发作期及发作间期ＮＳＥ水平均显著升高（ｔ＝７．１９６，Ｐ＜０．０１；ｔ＝３．９０７，Ｐ＜０．０１）；与发作间期相比，发作
期血清ＮＳＥ显著升高（ｔ＝１３．２２０，Ｐ＜０．０１）；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血清ＮＳＥ的影响因素均是持续时间（ｈ）和
发作频率（次／月）；伴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与不伴有先兆的偏头痛患者相比血清 ＮＳ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ｔ＝
０．１５７，Ｐ＝０．８７６；ｔ＝０．１４０，Ｐ＝０．８８９）。结论　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可能伴有神经元损伤，神经元损伤程度
与头痛持续时间及头痛发作频率相关。

关键词：发作频率；持续时间；偏头痛；神经元损伤；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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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ｉｃｔ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ｉｃｔ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ｔｅｓｔ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ｂｙｔｈ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ａｃｋａｇｅＳＰＳＳ１６．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ＮＳ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ｂｏｔｈｔｈｅｉｃｔ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ｉｃｔ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７．１９６，Ｐ＜０．０１；ｔ＝３．９０７，Ｐ＜０．０１）；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ＮＳ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ｉｃｔ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ｃｔ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ｔ＝１３．２２０，Ｐ＜０．０１）；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ＮＳ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ｂｏｔｈｉｃｔ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ｉｃｔ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ｈｏｕｒ）ａｎｄａｔｔａｃｋ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ａｙｓ／ｍｏｎｔｈ）；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ｒｕｍＮＳＥ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ｗＡａｎｄＭｗｏ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ａｔｔａｃｋ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ｉｎｆｒｅ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ｔ＝０．１５７，Ｐ＝０．８７６；ｔ＝０．１４０，Ｐ＝０．８８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ｍｉｇｈｔｂ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ｃｔ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ｉｃｔ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ｈｅ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ｄａｍ
ａｇｅ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ａｔｔａｃ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ａｔｔａｃｋ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ｏｌａｓｅ（ＮＳＥ）

　　偏头痛是临床常见的原发性头痛，可分为有先兆
的偏头痛和无先兆的偏头痛。其临床特点是：反复性、

发作性，多为偏侧，头痛持续４～７２ｈ，搏动样头痛，同
时多伴有自主神经症状，如恶心、呕吐等症状，在头痛

发作前常有视物模糊、闪光、偏盲、偏侧面部麻木、言语

困难、偏侧肢体麻木或轻偏瘫等先兆表现。西欧和北

美成年人偏头痛的患病率男性为 ５％ ～９％，女性为
１２％～２５％［１］。过去一直认为偏头痛是一种良性疾

病，其发病是一个良性过程，但是有研究发现偏头痛患

者头颅磁共振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
经常出现亚临床病灶［２］，而且偏头痛患者亚临床病灶

的危险性与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没有相关性［３］。有学

者通过磁共振波谱分析（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宿州临
床学院）神经内科

通讯作者：钟平，Ｅｍａｉｌ：Ｄｒ．ｚ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ＭＲＳ）研究发现偏头痛患者顶叶、枕叶、丘脑、小脑存在
代谢产物的改变［４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偏头痛组：选自２０１３年１—６月在宿
州市立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偏头痛患者６５例，失访６
例，纳入５９例，其中男性２１例，女性３８例，年龄１３～
６０岁，平均年龄（３５．６１±１４．６３）岁。对照组：选自
２０１３年１—６月在宿州市立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正常人
３３例，男性１６例，女性１７例，年龄１８～５９岁，平均年
龄（３８．７６±１２．０３）岁。该试验经宿州市立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偏头痛诊

断标准：参照国际头痛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ｏ
ｃｉｅｔｙ，ＩＨＳ）２００４年制定的诊断及分类标准［６］。偏头痛

组纳入标准：①符合以上偏头痛的诊断标准；②年龄
１３～６０岁，性别不限，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上（含初中）；
③全面查体正常；④未预防性服用β受体阻滞剂、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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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郁药、钙通道阻滞剂、抗癫病药；⑤取得患者及其
家属或监护人知情同意，检查合作程度良好。排除标

准：①全身多系统创伤史；②脑卒中史；③高血压、糖尿
病病史；④除偏头痛以外的其它神经系统疾病史；⑤溶
血史；⑥心血管疾病史；⑦精神疾病史；⑧合并其它类
型的头痛，如紧张性头痛、丛集性头痛；⑨手术史；⑩在
实验过程中主动要求退出本研究；瑏瑡引起血清 ＮＳＥ增
高的其他因素。

１２　头痛发作频率及头痛持续时间的统计方法　记
忆等诸多因素可能导致患者所回忆资料的不准确性，

所以我们询问并记录偏头痛患者最近３个月（病程不
足３个月者，以病程为准）的头痛发作次数，取其均值
为头痛发作频率（次／月），头痛持续时间也采用同样
的方法。

１３　血液标本的收集、保存及处理　①偏头痛发作期
血清标本的采集：所有偏头痛患者均未服用任何药物，

在偏头痛急性发作期采集肘静脉血液５ｍｌ；②偏头痛
发作间期血清标本的采集：给予患者口服芬必得０．３ｇ
每１２ｈ一次治疗，偏头痛停止发作４８ｈ以后及时采集
肘静脉血液５ｍｌ，如果在采集发作间期血清标本之前
再次出现偏头痛发作，则弃用已经采集的发作期血清

标本，重新按照上述规则采集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

期血清标本；③对照组血清标本的采集：只采集一次，
采集晨８：００的肘静脉血液５ｍｌ；④所有标本均未发生
溶血，所有标本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血清与红
细胞分离，置于ＥＰ管中，ＥＰ管置于 －８０℃冰箱冰冻
保存待测。所有血液标本在同一批次检验完毕，以减

少检验误差。

１４　ＮＳＥ的测定　严格按照说明书，采用罗氏全自动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进行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

ＮＳＥ浓度。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计量资料数据以（ｘ±ｓ）表示，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各组观察值
进行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后，年龄比较、偏头痛组与

对照组、ＭｗＡ组与ＭｗｏＡ组之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偏头痛发作期与发作间期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血清 ＮＳＥ的影响因素
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逐步法），以 Ｐ≤０．０５为选入
变量的标准，以Ｐ＞０．１０为剔除变量的标准，检验水准
取α＝０．０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情况　共纳入９２例，偏头痛组５９例，
其中ＭｗＡ１７例、ＭｗｏＡ４２例，对照组３３例，年龄及性
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一般临床资料见
表１。
２２　偏头痛组与对照组及偏头痛发作期与发作间期
血清ＮＳＥ比较　对照组血清 ＮＳＥ浓度为（９．５１±３．
２３）ｎｇ／ｍｌ，偏头痛组发作期血清ＮＳＥ浓度为（１６．０５±
４．６３）ｎｇ／ｍｌ，偏头痛组发作间期血清ＮＳＥ浓度为（１２．
７２±４．０５）ｎｇ／ｍｌ。偏头痛组发作期及发作间期血清

ＮＳＥ较正常对照组升高（ｔ＝７．１９６，Ｐ＜０．０１；ｔ＝３．
９０７，Ｐ＜０．０１），偏头痛组发作期血清ＮＳＥ较发作间期
升高（ｔ＝１３．２２０，Ｐ＜０．０１），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
２３　ＭｗＡ组与 ＭｗｏＡ组血清 ＮＳＥ比较　ＭｗＡ组发
作期血清ＮＳＥ浓度为（１６．２０±５．１４）ｎｇ／ｍｌ，ＭｗＡ组发
作间期血清 ＮＳＥ浓度为（１２．６０±４．６８）ｎｇ／ｍｌ，ＭｗｏＡ
组发作期血清 ＮＳＥ浓度为（１５．９９±４．４７）ｎｇ／ｍｌ，
ＭｗｏＡ组发作间期血清ＮＳＥ浓度为（１２．７６±３．８３）ｎｇ／
ｍｌ。在发作期，ＭｗＡ组与ＭｗｏＡ组血清ＮＳＥ相比差异
没有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５７，Ｐ＝０．８７６）；在发作间期，
ＭｗＡ组与ＭｗｏＡ组血清 ＮＳＥ相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ｔ＝０．１４０，Ｐ＝０．８８９＞０．０５）。
２４　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血清 ＮＳＥ的影响因
素　影响因素均是持续时间（ｈ）和发作频率（次／月），
Ｐ均＜０．０１，见表２、表３。偏头痛发作期血清 ＮＳＥ的
回归方程检验：Ｆ＝１９．７１６，Ｐ＜０．０１；偏头痛发作间期
血清ＮＳＥ的回归方程检验：Ｆ＝１３．２９５，Ｐ＜０．０１。

表１　偏头痛组与对照组的一般临床资料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性别

（男／女）
病程

（年）

发作频率

（次／月）
持续时间

（ｈ）
偏头痛组 ５９ ３５．６１±１４．６３ ２１／３８ ６．３１±７．２０ ４．０６±３．７９ １７．９５±２１．６０
对照组 ３３ ３８．７６±１２．０３ １６／１７
统计值 ｔ＝１．０５２ χ２＝１．４６３
Ｐ值 ０．２９５ ０．２２６

表２　偏头痛患者发作期血清ＮＳＥ的逐步回归

变量 偏回归系数（Ｂ）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Ｂ的９５％ＣＩ

常数项 １２．３８８ ０．７７１ １６．０７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８４４～１３．９３２
持续时间（ｈ）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２ ４．８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４～０．１５２
发作频率（次／月） ０．４２６ ０．１２６ ３．３８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４～０．６７８

表３　偏头痛患者发作间期血清ＮＳＥ的逐步回归

变量 偏回归系数（Ｂ）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Ｂ的９５％ＣＩ

常数项 ９．７９７ ０．７２５ １３．５１１ ０．０００ ８．３４５～１１．２５０
持续时间（ｈ）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１ ３．５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３～０．１１６
发作频率（次／月） ０．３９２ ０．１１８ ３．３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５～０．６２９

３　讨　论
　　偏头痛是一种反复发作性疾病，其发病率高。偏
头痛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给家庭、社会带来沉重

的经济负担。至今偏头痛的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明确，

其中，神经元损伤与偏头痛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

ＮＳＥ是神经元损伤的标志物，ＮＳＥ在脑内占脑全
部可溶性蛋白的１．５％，因灰质中神经元富集，而有高
浓度ＮＳＥ，周围神经亦含有ＮＳＥ，但是其含量只有中枢
神经元的１％ ～１０％。在神经内分泌组织及细胞如垂
体、松果体、甲状腺、血小板、红细胞中也有一定量的 γ
亚基存在，ＮＳＥ与之有部分交叉免疫活性［７］。在本研

究中，我们通过对偏头痛组及对照组进行全面细致的

体格检查、详细的询问病史及辅助检查排除了可能影

响血清ＮＳＥ的其他因素。
本研究发现和对照组相比，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

间期血清ＮＳＥ水平升高。偏头痛发作期较发作间期
血清ＮＳＥ水平升高。有研究认为偏头痛患者血浆基
质金属蛋白酶９（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９，ＭＭＰ９）水
平升高，这提示在偏头痛发作过程中可能存在血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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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破坏［８］，这可能会导致血清 ＮＳＥ水平升高。但是
ＫａｐｕｒａｌＭ等［９］研究发现，由甘露醇导致的医源性血脑

屏障破坏患者血清 ＮＳＥ水平没有显著改变。我们推
断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血清 ＮＳＥ水平升高可能
是由于神经元损伤导致，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可

能伴有神经元损伤。皮层扩散性抑制是一种持续的短

暂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去极化波，被广泛认为是偏头

痛先兆发作的电生理基础及启动偏头痛发作的基

础［１０］。皮层扩散性抑制可引起一过性脑灌注增

加［１１］，继而引起长时间的脑血流量减少及血管阻力的

增加，在此过程中，由于缺血缺氧神经元可能受到损

伤。因此，我们推断有先兆偏头痛与无先兆偏头痛相

比血清ＮＳＥ水平应该增加，但是本研究结果未发现两
者血清ＮＳＥ水平有显著性差异。我们分析可能是由
于样本量小及病例来源是以医院为基础所致。对此结

果，我们建议谨慎的接受。

多重线性回归是进行多因素分析的重要工具之

一，可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在众多因素中找出真正

有意义的因素。本研究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

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血清 ＮＳＥ水平的影响因素
均是持续时间（ｈ）和发作频率（次／月）。本研究发现，
平均头痛持续时间（１７．９５±２１．６０）ｈ、平均头痛发作
频率（４．０６±３．７９）次／月。文献报道［１２］偏头痛患者的

年平均发作频率为 １８．４±４７．４，平均发作持续时间
（１６．４±２０．６）ｈ。本研究的平均发作持续时间与文献
报道基本一致，但是平均发作频率较文献报道高，我们

分析认为可能与基因及环境因素不同有关。研究发

现，偏头痛发作频率可以作为判断偏头痛预后的一个

指标，ＢｈｏｉＳＫ等［１３］对 １３５例偏头痛患者研究发现，
３１．９％的偏头痛患代谢综合征，１１．１％的偏头痛患胰
岛素抵抗，两者均与头痛发作持续时间相关。我们推

断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神经元损伤与持续时间

（ｈ）和发作频率（次／月）相关，头痛持续时间越长及头
痛发作越频繁偏头痛发生神经元损伤的程度越严重。

本研究结果与 ＹｉｌｍａｚＮ等［１４］的研究既有相同之

处又有矛盾之处，与ＴｅｅｐｋｅｒＭ等［１５］的研究结果相反。

ＴｅｅｐｋｅｒＭ等［１５］对２１名偏头痛患者（１５名有先兆偏
头痛患者，６名无先兆偏头痛患者）研究发现，偏头痛
发作期及发作间期血清ＮＳＥ水平轻微下降。ＹｉｌｍａｚＮ
等［１４］对４１名无先兆偏头痛患者研究发现，偏头痛发
作期血清ＮＳＥ升高且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发作间
期血清ＮＳＥ升高，但与对照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发作期血清 ＮＳＥ水平与发作间期相比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由于目前关于偏头痛血清 ＮＳＥ水平的研究
较少，造成这种差异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我们推测可

能与以下原因有关：ＹｉｌｍａｚＮ等［１４］研究发现，偏头痛

发作期血清ＮＳＥ（１１．１６±１０．６１）ｎｇ／ｍｌ，发作间期血
清ＮＳＥ（１１．１３±１３．０５）ｎｇ／ｍｌ为，可见其标准差比本
研究大，这可能是其发作期与发作间期及发作间期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原因；ＹｉｌｍａｚＮ
等［１４］的研究对象为 ＭｗｏＡ，且仅有５例伴有亚临床病
变，这可能是其所测得血清 ＮＳＥ水平较本研究低的原
因；ＴｅｅｐｋｅｒＭ等［１５］仅对２１名偏头痛患者进行研究，
样本量较小，这可能是导致其与本研究结果相反的原

因，而且许多学者通过影像学方法研究发现，偏头痛患

者颅内多处存在代谢产物的改变［４５］，所以我们认为偏

头痛血清ＮＳＥ水平应该升高，而不是降低。
综上所述，偏头痛患者发作期、发作间期血清ＮＳＥ

水平升高，这说明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可能伴有

神经元损伤。我们研究发现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

血清ＮＳＥ水平均与头痛持续时间及头痛发作频率相
关，说明偏头痛发作期及发作间期神经元损伤程度可

能与头痛持续时间及头痛发作频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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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晶状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除治疗晶状体脱位
孙根柱，杨艳风

摘要：目的　探讨晶状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除治疗晶状体脱位的术后效果及并发症的处理。方法　对３４例（３４
眼）晶状体脱位患者分别行晶状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除手术（观察组）和单纯行晶状体摘出手术（对照组），观察

２组患者的术后视力及并发症，分析两种术式的临床效果，采用ｔ检验方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
果　３４例晶状体脱位患者中，１８例（１８眼）采用晶状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除手术，患者术后６个月视力提高者１５
例，未提高者３例，其中１１例术后葡萄膜炎反应经双氯芬酸钠眼水、典必殊眼水及托吡卡胺眼水等治疗后１０ｄ
左右症状消失，５例眼压升高者经（０．２％卡替洛尔眼水）治疗２周左右眼压控制在正常范围，２例视网膜脱离患
者经再次手术，并术后随访半年，未见并发症发生；另外１６例（１６眼）单纯行晶状体摘出手术，患者术后６个月矫
正视力提高者６例，未提高者１０例，其中６例发生视网膜脱离行玻璃体切除术视力未能提高，６例眼压升高患者
经药物治疗未能好转，经小梁切除术仍有２例未能控制眼压，４例术后葡萄膜炎反应经双氯芬酸钠眼水、典必殊
眼水及托吡卡胺眼水治疗后２周左右症状消失，２组术后视力恢复效果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晶状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除治疗晶状体脱位，更有利于患者术后视力恢复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晶状体脱位；晶状体摘除；玻璃体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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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１８ｃａｓ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ｌｅｎ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ｅｒ
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１６ｃａｓ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ｔｅｓｔｗ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ｌｌｂ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ｆｔｈｅｐｖａｌｕｅ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０５．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ｏｆ１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ｎｏ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１１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ｕｖｅｉｔ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１０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Ｄｉｃｌｏｆｅｎａｃｓｏｄｉｕｍｅｙｅｗａｔｅｒ，ＴｏｂｒａＤｅｘｅｙ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ｍｉｄｅｅｙｅｄｒｏｐｓ；５ｃａ
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２ｗｅｅｋ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０．２％ ｃａｒｔｅｏｌｏｌｅｙｅｄｒｏｐｓ；２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
ｗｉｔｈｒｅｔｉｎａｌ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ｄｉｄｎｏｔｆｉ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ｏｆ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１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ｎｏ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４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ｕｖｅｉｔ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Ｄｉｃｌｏｆｅｎａｃｓｏｄｉｕｍｅｙｅ
ｗａｔｅｒ，ＴｏｂｒａＤｅｘｅｙ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ｍｉｄｅｅｙｅｄｒｏｐｓ；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ｒｅｔｉｎａｌ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ｉｔｒｅｏｕｓ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ｌｌｆａｉｌｅｄｂ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ｔｒａｂｅｃｕｌｅｃｔｏｍｙｗ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ｌｙ４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ｌｅｎ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ｎｓ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ｃｕｉｔｙａｎｄ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ｅｎｓ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Ｖｉ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晶状体脱位是眼科临床常见病，晶状体脱位常发
生在眼外伤、各种白内障手术以及先天性疾病（如马凡

综合征）。晶状体位置异常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

合并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视网膜脱离、角膜混浊

等严重并发症［１］。晶状体脱位的并发症处理较为棘

手，效果不理想。近年来我院收治３４例晶状体脱位患
者，其中１８例行晶状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除治疗，收
到较好的临床效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我院收治
晶状体脱位患者３４例（３４眼），采用晶状体摘出联合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眼科
通讯作者：孙根柱，Ｅｍａｉｌ：ｓｇｚ６２６５＠１６３．ｃｏｍ

玻璃体切除手术者（观察组）１８例，其中男性１５例，女
性３例，年龄２１～７８岁。行单纯晶状体摘出手术者
（对照组）１６例，其中男性１３例，女性３例，年龄２５～
７４岁。３４例晶状体脱位患者中，眼外伤患者３０例（闭
合性眼球外伤１２例及开放性眼球外伤１８例），其中眼
压升高者１８例，瞳孔区不同程度玻璃体疝 １２例，３０
例眼外伤患者囊膜均不同程度破裂及玻璃体积血；另

外４例为白内障术中后囊破裂晶体脱入玻璃体腔或视
网膜，其中１例糖尿病（血糖控制正常范围）。２组发
病原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从发病到就诊
入院时间为１ｄ～２个月。
１２　术前准备　术前完善各种检查，如患者视力（矫
正视力）、眼压，检眼镜、眼科 Ａ／Ｂ超了解玻璃体及视
网膜情况，测量眼轴、视野、视网膜电生理、人工晶体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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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计算（如伤眼无法测量，即以健眼作参考）检查；

术前３０ｍｉｎ予复方托吡卡胺眼水充分扩瞳，手术当日
少量饮食，预防手术中发生呕吐现象［２］，术前３０ｍｉｎ
给予肌肉注射苯巴比妥那注射液１００ｍｇ及阿托品０．５
ｍｇ。
１３　手术方法　手术应用美国 Ａｌｃｏｎ公司生产的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ｏｔｉｏｎ玻璃体切割超声乳化一体机。观察组采
用标准三通道经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１０例外
伤性晶状体脱位，部分皮质脱入前房或玻璃体腔，手术

采用玻璃体切割头低速、高负压切除晶状体核及皮质，

其中９例一期行后房型人工晶体悬吊术，１例未植入
人工晶体；４例年龄在５５～６５岁的患者手术采用玻璃
体切割头切除晶体皮质，用玻切头负压吸引晶体核并

照明光纤配合脱入前房行超声乳化粉碎后吸出，其中

２例一期行后房型人工晶体悬吊术，２例后房型人工晶
体植入睫状沟；其他４例玻璃体切割头切除晶体皮质，
用玻切头负压吸引晶体核并照明光纤配合脱入前房，

角膜缘作切口，直接用晶体圈套器娩出晶体核，３例一
期行后房型人工晶体悬吊术，１例未植入人工晶体，其
中２例晶状体脱入视网膜表面引起视网膜增殖，行视
网膜激光光凝。２例术后无晶体眼者，术后半年二期
行人工晶体睫状沟固定术。１６例对照组患者均采用
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术，仅１例一期人工晶体植入
睫状沟，其余均未一期植入人工晶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采用
配对样本ｔ检验方法，Ｈ０：患者手术前后视力无明显
差异，Ｈ１：患者手术前后视力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拒
绝Ｈ０接受Ｈ１，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观察组１８例晶状体脱位均顺利摘出，术前并发症
得到有效处理，手术后随访半年，术后矫正视力较前提

高者１５眼（８３．３％），不变者３眼（１６．７％），术前术后
视力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视力恢复
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晶状体脱位患者术前与术后６个月
矫正视力对比（ｎ，％）

视力 术前眼数 术后眼数

光感～手动 ６（３３．３） ２（１１．１）
指数／眼前 ４（２２．２） １（５．８）
０．０２～０．０５ ４（２２．２） ３（１６．７）
０．０６～０．２５ ３（１６．６） ５（２７．７）
０．３～０．６ １（５．７） ５（２７．７）
＞０．６ ０（０） ２（１１．１）

　　对照组１６例单纯行晶状体摘出，患者术后６个月
矫正视力提高者 ６例（３７．５％），未提高者 １０例
（６２．５％），２组术后视力恢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术后进行常规裂隙灯检查、检眼镜、眼科 Ｂ超、眼
压，部分行视野及视网膜电生理检查，主要观察角膜、

眼内炎症、玻璃体腔及视网膜情况，其中散瞳裂隙灯显

微镜下前置镜眼底检查，是一种不需要特殊设备和不

接触患者眼球进行的全眼底检查技术，可排除明显的

眼底病变［３］。观察组患者１１例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
葡萄膜炎反应，予皮质类固醇局部注射、滴眼及适当扩

瞳等治疗后，１０ｄ左右症状消失。５例术后１周出现
眼压升高（２５～３６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予
０．２％卡替洛尔眼水滴眼及醋甲唑胺口服后，２周左右
眼压控制在正常范围，无一例行青光眼滤过手术。１
例外伤患者术后１周发生视网膜脱离，检眼镜发现下
方巨大裂孔，予再次玻璃体切除术，术中发现下方锯齿

缘离断伤口，经巩膜外冷冻和玻璃体腔硅油填充；１例
外伤患者术后两月发生视网膜脱离，上方见一小圆孔，

裂孔处视网膜变性、增殖，予再次玻璃体切除术，视网

膜激光光凝和玻璃体腔硅油填充，２例视网膜脱离患
者术后随访半年，未见眼压升高、玻璃体积血或视网膜

再次脱离。有研究认为硅油填充术后半年行硅油取出

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提高视力的方

法［４］。对照组中６例发生视网膜脱离行玻璃体切除术
视力未能提高，６例眼压升高患者经药物治疗未能好
转，经小梁切除术仍有２例未能控制眼压，４例术后葡
萄膜炎反应，经双氯芬酸钠眼水、典必殊眼水及托吡卡

胺眼水治疗后２周左右症状消失。

３　讨　论
　　如果患者在出生后因外伤、某些疾病、先天因素等
原因导致晶状体位置异常，我们称之为晶状体脱位［５］。

外伤性晶状体脱位居首。外伤性晶状体脱位分为两大

类，一类为闭合伤口，常合并前房积血、玻璃体积血、房

角钝挫伤、眼底疾病等，其次是开放性伤口，常合并角

巩膜穿通伤、眼内容物脱出等并发症［６］。正常情况下，

晶状体悬韧带悬挂于睫状体上，如果晶状体悬韧带部

分或全部破裂或缺损，可使悬挂力减弱导致晶状体的

位置异常。外伤性晶状体脱位常伴有外伤性白内障形

成，白内障术中后囊破裂晶体核落入玻璃体腔的情况

在初学者很常见，甚至在经验丰富的术者也时常发生。

ＳｏｌｉｍａｎｍａｈｄｙＭ等［７］对白内障术中脱位于玻璃体腔

中的晶状体核／碎核立即采用扁平部玻璃体切割联合
玻璃体腔内超声乳化治疗，术后最佳矫正视力在手动

－１．０之间，４２％最终视力达０．５以上，避免了许多并
发症的发生。在不使用重水的情况下直接在玻璃体腔

内超声乳化摘除晶状体，减少了重水本身对视网膜的

毒副作用和手术费用，发挥了超声乳化仪高负压、低能

量、冷超声的特点，避免了超声粉碎手柄负压低、能量

大、选择参数少、费时长，易导致黄斑水肿、视网膜损伤

的缺点，临床疗效较为满意［８］。晶状体脱位可产生严

重的屈光不正，常发生一些严重并发症，如葡萄膜炎、

继发性青光眼（对于药物治疗难以控制的青光眼患者

长时间的高眼压，无疑会造成视功能的永久性损

害［９］）、玻璃体积血、视网膜脱离、角膜混浊等，其中视

网膜脱离是眼球钝挫伤合并晶状体脱位以及白内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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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囊膜破裂的常见并发症，其原因是玻璃体基底部撕

脱及视网膜裂孔形成，对眼球结构和视功能扰乱较大，

导致不同程度的视功能损害。晶状体脱位是因先天或

后天因素造成的晶状体不在正常位置，大范围脱位的

患者其治疗主要以手术为主，但是不同术式的效果差

异较大，安全性也有明显的差异［１０］。外伤性晶状体脱

位合并外伤性白内障、玻璃体积血多需联合手术治疗，

而白内障术中后囊破裂晶体核脱入玻璃体腔则必须行

玻璃体切除手术治疗。本文研究得出相似结论：晶状

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除治疗晶状体脱位，优于单纯晶

状体摘出手术。玻璃体切割手术的应用较好地解决了

传统手术中一些并发症，而且在伴有视网膜脱离、玻璃

体混浊及玻璃体积血时可同时处理，多种手术一次完

成，为广大患者解决了多次手术费用问题并得到了较

好的治疗。玻璃体切除手术治疗晶状体脱位的优

点［１１］：①通过玻璃体切割可以解除晶状体与周围组织
的粘连，使晶状体游离，便于晶状体的娩出或切除；导

光纤维直视下，清楚地看到晶状体在玻璃体腔的位置，

便于手术进行；②手术可同时处理玻璃体视网膜病变，
如玻璃体混浊、积血、疝、增生机化和视网膜裂孔、变

性、脱离等，减少眼内手术的次数和不良反应；③若并
发葡萄膜炎，可同时清除致炎因子和炎症介质，促进葡

萄膜炎的恢复。另外，继发性青光眼患者，眼压升高的

主要因素可能与瞳孔阻滞、周边虹膜广泛前粘连有

关［１２］，有些可能是由于玻璃体疝、炎症刺激引起，通过

玻璃体切割可以解除玻璃体疝，清除炎性介质，使青光

眼患者无需抗青光眼手术，眼压便降为正常。本文１８
例晶状体脱位患者采用晶状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除治

疗后，术后视力明显提高并减少并发症。

对于外伤性晶状体脱位合并玻璃体积血，无明显

并发症的情况下，选择在伤后１０～１４ｄ左右行手术治
疗，这时玻璃体已发生后脱离，术中出血较少，玻璃体

较易完全切除，术后并发症少，如果出现视网膜脱离则

需马上手术。对于白内障术中后囊破裂晶体核脱入玻

璃体腔的患者，因晶体核脱入视网膜表面可引起视网

膜变性、增殖，可导致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等并发症的发

生，笔者主张立即行玻璃体切割术，并一期人工晶体植

入。对于外伤性晶状体脱位，是否一期植入人工晶体

要根据视网膜情况而定，条件允许可植入睫状沟缝线

固定型人工晶体或使用张力环植入人工晶体。一期联

合人工晶体植入优点［１３］：①矫正玻璃体切除术后的无
晶状体眼，尽早恢复术眼视力；②在玻璃体切除术时眼
内灌注的存在，使眼压较好维持，易于植入或固定人工

晶体；③避免了多次手术的痛苦及可能出现的手术并
发症，适当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能获得早期视力恢

复；④对于白内障术中后囊破裂晶体核脱入玻璃体腔
或视网膜的患者，避免了医疗纠纷的发生。

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时间要在患者病情稳定

３～６个月后，一般矫正视力在０．３以上，对眼外伤后

单眼无晶体眼患者恢复双眼单视功能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二期人工晶体植入较一期人工晶体植入难度较

大，无玻璃体支撑眼务必插入灌注维持眼压，并根据术

中眼压高低随时调整灌注量，可在睫状体平坦部或角

膜缘放置灌注装置。缝线位置一定要准确，选择对角

线，否则人工晶体会出现偏斜。缝线固定的人工晶体，

由于存在缝线引至眼外的因素，埋藏不严密时患者有

异物感，而且误拆除后还可导致人工晶体脱位，缝线结

的处理也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当，可引起眼内炎，一

般埋藏在板层巩膜内最为安全。

综上所述，晶状体摘出联合玻璃体切割治疗晶状

体脱位，优于其他单一术式，有利于患者早期恢复视力

及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晶状体脱位的远期并发症较为

复杂，由于临床病例较少，本文缺少大样本研究，我们

将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进展，进一步研究晶状体脱位

的远期并发症及治疗效果，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好的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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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２５７例成年猝死患者临床分析
童玉翠，李永亮，胡志峰，李娟

摘要：目的　分析成年成年猝死患者的病因和猝死时间，为预防成年患者猝死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对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马鞍山市十七冶医院院２５７例成年猝死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设定
三餐就餐时间：早餐时间６：３０—８：３０，中餐时间１１：００—１３：００，晚餐时间１８：３０—２０：３０；根据猝死时间是否在就
餐时间内分２组，并根据不同就餐时间分３组，组间进行比较；猝死年龄以６０岁为界分２组，２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２５７例猝死患者６０岁以上（大于６０岁者）１８３例（７１．２１％）；小
于等于４０岁者１５例（５．８４％）；有冠心病者１２４例（４８．２４％），有糖尿病者８８例（３４．２４％），有高血压者７５例
（２９．１８％）；有脑卒中者６１例（２３．７４％），不明原因者５２例（２０．２３％），有慢性阻塞性肺病者２６例（１０．１２％），有
癫痫者１０例（３．８９％）；小于等于４０岁者（总１５例）以不明原因死亡者１１例；６０岁以上组猝死１８３例，其中猝死
时间为就餐时间８９例（４８．０８％），６０岁以下组猝死７４例，猝死时间为就餐时间２９例（３９．１９％），２组间χ２检验，
χ２＝１４．７７，Ｐ＜０．０１。结论　成年猝死患者以６０岁以上多见，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者多见；年青猝死者以不
明原因死亡者多见；年老患者猝死时间以就餐时间多见，故就餐可能是猝死的诱发因素之一。

关键词：成年患者；猝死；进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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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ｄｅａｔｈｓｉｎｙｏｕｎｇａｄｕｌｔｓ．Ｍｏｓｔ
ｓｕｄｄｅｎｄｅａｔｈｔｉｍｅｗａｓｍ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ｄｕｌ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ｄｄｅｎｄｅａｔｈ；Ｍｅ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随着社会进步，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猝死（ｓｕｄ
ｄｅｎｄｅａｔｈｏｒｓｕｄｄｅｎ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ｅａｔｈ）虽然多见
于老年患者，但已逐渐逼近中青年患者。猝死是指无

法预料的突然死亡，是自然发生，非暴力和非中毒的出

乎意料的突然死亡，从患者出现症状到死亡，世界卫生

组织规定为 ６ｈ，也有认为是 １ｈ或者 ２４ｈ内死亡
者［１２］。猝死的发生率占死亡率的１．０％ ～３．６％［３］，

患者猝死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很短，且出乎预料，故医

务人员抢救难度大；而对患者家庭精神打击更大，故为

了寻找猝死的可能诱发因素，对我院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
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急诊科和住院成年猝死患者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
日我院急诊科诊治的猝死成年患者（包括院外猝死）

和住院期间猝死成年患者共２５７例（其中男性１５３例，
女性１０４例），急诊科２３３例（其中男性１４０例，女性

作者单位：２４３０００安徽省马鞍山市十七冶医院神经内科（童玉
翠）；康复科（李永亮，李娟）；急诊科（胡志峰）

通讯作者：李永亮，Ｅｍａｉｌ：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９３例），住院部２４例（其中男性１３例，女性１１例），年
龄在２１～９２岁，平均（６６．５８±１６．９６）岁，除外创伤、溺
水、电击伤、自杀、明确癌症所致的猝死，除外未成年猝

死者。

１２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５７例成年猝死患者临
床资料特点，观察患者的性别、年龄、猝死时间、是否有

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卒中、癫痫、肾功能不全、慢

性阻塞性肺病等疾病；分别以猝死患者年龄 ４０岁和
６０岁为界分组，分析成年猝死患者的猝死年龄分布特
点；并以６０岁为界（≤６０岁者为一组，＞６０岁者为另
一组）分成２组，行２组间率的比较；设定就餐时间的
三餐时间分别为早餐时间 ６：３０—８：３０，中餐时间
１１：００—１３：００，晚餐时间１８：３０—２０：３０；余时间为非就
餐时间，对猝死时间为就餐时间的具体三餐时间内发

生率的进行比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正态分布资料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猝死患者的一般情况　２５７例成年猝死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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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１５３例（５９．５３％），女性１０４例（４０．４７％），比例
为 １．４７∶１，以男性多见；６０岁以上共 １８３例
（７１．２１％），４０～６０岁者５９例（２２．９６％），≤４０岁者
１５例（５．８４％），以６０岁以上患者多见。具体见表１。

表１　２５７例成年猝死患者性别、年龄分布（ｎ，％）

性别 例数
猝死年龄

≤４０岁 ４０～６０岁 ＞６０岁
男 １５３ ９（５．８８） ４２（２７．４５） １０２（６６．６７）
女 １０４ ６（５．７７） １７（１６．３５） ８１（７７．８８）
合计 １５（５．８４） ５９（２２．９６） １８３（７１．２０）

２２　猝死的病因分析　猝死患者中冠心病 １２４例

（４８．２４％，其中急性心肌梗死 ８例），糖尿病 ８８例
（３４．２４％），高血压 ７５例（２９．１８％），脑卒中 ６１例
（２３．７４％），不明原因者５２例（２０．２３％），慢性阻塞性
肺病２６例（１０．１２％），癫痫１０例（３．８９％），肾功能不
全１２例（４．６７％），主动脉夹层１例，其中部分患者有
一种疾病，部分患者有多种疾病。猝死患者以有冠心

病、糖尿病、高血压者多见，最常见的为冠心病；不明原

因猝死者５２例中４０岁以下者１１例，而４０岁以下猝
死者共１５例，不明原因死亡猝死占７３．３３％，故中青
年患者以不明原因猝死多见。具体见表２。

表２　２５７例成年猝死患者年龄和既往疾病分布

猝死年龄
既往疾病

冠心病 糖尿病 高血压 脑卒中 慢性阻塞性肺病 癫痫 肾功能不全 主动脉夹层 不明原因

≤４０岁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１
４０～６０岁 ３７ ３１ ２７ １１ ４ ３ ３ ０ １４
＞６０岁 ８６ ５７ ４８ ４９ ２２ ６ ９ ０ ２７
合计 １２４ ８８ ７５ ６１ ２６ １０ １２ １ ５２

２３　猝死与患者就餐时间的关系　设定就餐时间：早
餐时间６：３０—８：３０，中餐时间１１：００—１３：００，晚餐时
间１８：３０—２０：３０；非就餐时间：就餐时间以外的时间；
猝死时间为就餐时间者共１１８例（４５．９１％）；以６０岁
以上患者多见（占７５．４２％）。具体见表３。
表３　２５７例成年猝死患者就餐时间与猝死年龄分布（ｎ，％）

就餐时间
猝死年龄

≤４０岁 ４０～６０岁 ＞６０岁
是 ４（３．３９） ２５（２１．１９） ８９（７５．４２）
否 １１（７．９１） ３４（２４．４６） ９４（６７．６３）
合计 １５（５．８４） ５９（２２．９６） １８３（７１．２０）

　　以６０岁为界分２组，行２组间猝死时间为就餐时
间之间率的比较，χ２＝１４．７７，Ｐ＜０．０１，可见６０岁以上
组猝死时间以就餐时间为多；而成年猝死患者猝死时

间为就餐时间的三餐之间比较，猝死时间为早餐时间

５５人（４６．６１％），其中６０岁以上者４８例，６０岁以下者
７例；猝死时间为中餐时间２９人，６０岁以上者１９人，
６０岁以下者１０人；猝死时间为晚餐时间３４人，６０岁
以上者２２人，６０岁以下者１２人；故以 ６０岁以上者早
餐时间猝死多见（５３．９３％），具体见表４和表５。

表４　２组间猝死时间为就餐时间的率的比较

就餐时间
猝死年龄

≤６０岁组 ＞６０岁组
合计

是 ２９（３９．１９％） ８９（４８．０８％） １１８
否 ４５ ９４ １３９
合计 ７４ １８３ ２５７

表５　猝死患者年龄与就餐时间比较（ｎ，％）

猝死年龄
猝死时间

早餐时间 中餐时间 晚餐时间

≤６０岁 ７（２４．１４） １０（３４．４８） １２（４１．３８）
＞６０岁 ４８（５３．９３） １９（２１．３５） ２２（２４．７２）
合计 ５５（４６．６１） ２９（２４．５８） ３４（２８．８１）

３　讨　论
　　本组资料显示：２５７例成年猝死患者中６０岁以上
者１８３例，猝死以６０岁以上患者多见（占７１．２１％）；
猝死患者中有冠心病１２４例（４８．２４％，急性心肌梗死８

例），糖尿病 ８８例（３４．２４％），高血压病 ７５例（２９．
１８％），故以合并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者多见，尤
其多见于有冠心病患者，与国内外有关研究一致［４７］，

中青年猝死患者以不明原因猝死多见；２５７例成年猝
死患者中男性１５３例，女性１０４例，比例为１．４７∶１，多
见于男性，与有关研究一致［８１１］。

猝死多见于６０岁以上者，多见于相对年老者的可
能原因：一方面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老化和各个

脏器功能相对减退，承受疾病的打击能力下降有关，尤

其是对心脑血管痉挛、闭塞打击的承受能力下降；另一

方面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也多见于年老者，

可能逐步对患者各脏器有所损害，从而诱发猝死。有

研究认为冠心病、高血压和糖尿病是心源性猝死的最

主要的基础疾病［８，１２１３］，冠心病可引起恶性心律失常、

射血分数下降致心功能泵衰竭、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

从而直接导致猝死［１０，１３］；高血压病和糖尿病患者可能

是长期高血压、高血糖对血管的影响，引起动脉粥样硬

化，尤其是影响供应心肌的血管冠状动脉，从而引起恶

性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等致心源性猝死；供

应脑部的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可能会出现脑卒中，严重

者导致脑水肿脑疝而致脑源性猝死，或者脑部生命中

枢部位的严重卒中而直接致死；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

降低血压是预防猝死的因素之一［１４］。

而青年患者猝死以不明原因多见，可能与病史无

法采集有关［９］，也与患者家属不同意进行尸体解剖病

理病因检查有关。国内急诊科猝死患者病理病因检查

的研究发现冠心病占 ５３．２％［９］，且最年轻猝死者 ２４
岁，故冠心病也逐步逼近青年患者；而国外研究认为冠

状动脉先天发育异常是年轻患者猝死的一个原因［１５］；

也可能与中青年患者休息时间相对较少有关，一方面

中青年患者工作、生活压力大，另一方面中青年患者夜

生活相对较多，如应酬、夜店、上网玩游戏等花费时间

较多，从而休息时间较少；此外，国外一项研究２４１例
猝死患者（１７～９０岁）中抽烟占２０．７％［１０］，故青年患

者的抽烟、饮酒、不健康的饮食、体育运动较少等不良

生活习惯也可能与猝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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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患者性别的差异研究都认为男性多见［８１１］，

具体的机制不明，而国外心源性猝死的研究认为女性

不容易出现心室功能障碍和冠脉疾病，从而女性心源

性猝死患者比男性少，但具体机制不明。

本组资料显示猝死患者中，６０岁以上猝死者猝死
时间以就餐时间多见，且以早餐就餐时间多见，就餐很

可能是诱发患者猝死的原因之一；而青年猝死患者猝

死时间就餐时间相对少见，可能与中青年患者各脏器

调节功能相对较好有关；年老者就餐时间猝死的可能

机理：①患者就餐后，胃肠道的血液供应相对较未就餐
时增多，心脑等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相对变少，可能诱

发心肌梗塞、脑梗死，或者诱发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

等而直接导致猝死；②患者就餐后迷走神经兴奋，促进
胃肠蠕动，利于胃肠道消化、吸收食物，故心肌的兴奋

性相对可能会下降而易诱发猝死；③患者就餐后胃部
扩张，尤其是饱餐后，胃部扩张可直接对心脏有挤压作

用，影响心脏功能而诱发猝死；④进食后食物特殊动力
作用，产热的同时，患者血糖、血压升高可能诱发猝死；

⑤饱餐后不适当的剧烈活动，或者情绪激动，从而增加
心肌耗氧量，诱发恶性心律失常或者心脏骤停而猝死。

猝死时间以早餐时间多见，与有关研究一致［５］，可能与

早晨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心肌收缩力增加和心肌耗氧

量增加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有关；也有

可能早餐未进食，尤其是使用降糖药物的患者出现低

血糖诱发猝死。也有可能与饮食结构有关，国外有研

究认为地中海民族的膳食结构能降低妇女猝死的发病

率［１４］，膳食结构主要是蔬菜、谷物和不饱和脂肪酸的

食物为主，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完善科研

设计进一步研究。

本组资料显示猝死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病２６例，
肾功能不全１２例，癫痫者１０例。慢性阻塞性肺病可
引起肺功能不全、肺源性心脏病从而心功能不全、慢性

长期缺氧致全身脏器功能减退可能导致猝死；肾功能

不全致猝死可能原因［１６］：尿毒症晚期所致的尿毒症心

肌病，电解质紊乱，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都可间接直接

导致猝死；也有认为尿毒症患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致

相关的猝死；国外癫痫猝死的研究较多认为可能原

因［１７］：①癫痫发作控制不佳；②围发作期的心、脑电图
改变有关；③相关的遗传代谢疾病有关；④外部环境和
其他因素共同所致。

基础疾病和就餐是患者猝死的影响因素，而生活

压力、工作劳累程度、生活习惯、膳食结构、抽烟史、饮

酒史、是否体育锻炼以及情绪波动等也可能是患者猝

死的影响因素，但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这方面的资料

采集不全，最后统计分析时无可比性，这方面的研究有

待于今后更好的完善科研设计来进一步研究；国外有

关研究认为猝死有家族遗传性或者与特定基因有

关［１８１９］，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于今后完善科研设计进

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成年猝死患者以６０岁以上者多见，以
合并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基础病者多见，且猝死

时间以就餐时间多见，尤其是早餐就餐时间。故预防

猝死不仅仅要防治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

疾病，同时要注意健康就餐，即少食多餐，忌暴饮暴食，

且进食后短时间内不要做剧烈运动，更有利于预防猝

死发生。青年患者猝死以不明原因死亡为主，且猝死

也逐渐逼近青年人，故青年人要规律生活，适当体育锻

炼，避免过度烟酒等来预防猝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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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患者血浆乳酸水平轻度升高与病死率相关性研究
翁云龙

摘要：目的　既往的研究表明，乳酸水平高于２ｍｍｏｌ／Ｌ与预后不良相关，但目前还不清楚当乳酸水平在正常范
围内升高对预后的影响。本研究拟比较存活组与死亡组乳酸水平的差异，从而明确乳酸相对增高与死亡率的关

系，同时寻找提示预后不良的最佳乳酸值。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研究对象为１０７例脓毒症患者，所有患者入
院时血乳酸水平均波动在０．５～２．０ｍｍｏｌ／Ｌ范围。首先根据患者住院期间临床结局将患者分为存活与死亡２
组，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明确两者乳酸水平是否有统计学差异。用 ＲＯＣ曲线寻找预测患者死亡率的最佳乳酸
值，进一步根据该值将患者分为高、低乳酸血症２组，再比较２组患者死亡率是否有统计学差异。结果　１０７例
患者中３２例死亡７５例存活。存活组患者血浆乳酸平均值为（０．８３４７±０．２３１０）ｍｍｏｌ／Ｌ，而死亡组为（１．２１８８±
０．３８８１），ｔ＝１４．３７７，Ｐ＜０．００１，乳酸水平大于１．１５ｍｍｏｌ／Ｌ时预测患者死亡率的敏感性为 ５９．４％，特异性为
９０．７％（ＡＵＣ＝０．７９，Ｐ＜０．００１，９５％ＣＩ＝０．６８７～０．８９３）。高乳酸血症组患者２６例，死亡１９例，低乳酸血症患者
８１例，死亡１３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结论　入院时患者乳酸水平即使轻度升高（１．１６～２．００
ｍｍｏｌ／Ｌ）也与脓毒症患者死亡率增高相关。当乳酸水平大于１．１５ｍｍｏｌ／Ｌ时提示患者预后不良。
关键词：脓毒症；乳酸；病死率；ＲＯ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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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１４．３７７，Ｐ＜０．００１）．Ｌａｃｔａｔｅｏｆ１．１５ｍｍｏｌ／Ｌ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ｔｈｅ
ｂｅｓｔｃｕｔｏｆｆ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ｏｈｏｒｔ（ＡＵＣ＝０．７９，Ｐ＜０．００１，９５％ＣＩ＝０．６８７０．８９３）．２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ｙｐｅｒ
ｌａｃｔａｔｅ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１９ｃａｓｅｓｄｅａｄ，８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ｌｏｗｅｒｌａｃｔａｔｅｇｒｏｕｐ，１３ｃａｓｅｓｄｉ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ｙｐｅｒｌａｃｔａｔｅｍｉａ（ｌａｃｔａｔｅｏｆ１．１６－２．００ｍｍｏｌ／Ｌ）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２４ｈｏｕｒｓ
ｏｆＩＣＵ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ＩＣＵ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ｓｅｐ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ｐｓｉｓ；Ｌａｃｔａｔ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ＯＣｃｕｒｖｅ

　　目前已经证实高乳酸血症（＞２ｍｍｏｌ／Ｌ）与危重
症患者的死亡相关［１２］。脓毒症相关指南建议当乳酸

＞４ｍｍｏｌ／Ｌ时要给与积极液体复苏治疗［３］。然而患

者入院时乳酸轻度升高对患者预后的影响还不甚清

楚。本回顾性研究通过比较乳酸水平介于０．５～２．０
ｍｍｏｌ／Ｌ危重患者之间的病死率，试图寻找预警患者死
亡的最佳乳酸水平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比较２００８年
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入住我院的１０７例脓毒症患者，其
中男性６３例，女性４４例，平均年龄（５５．２８±１８．０２）
岁。入选标准：①年龄 ＞１８周岁，需要机械通气的患
者；②入院 ２４ｈ内乳酸水平在 ０．５～２．０ｍｍｏｌ／Ｌ之
间。排除标准如下：①年龄 ＞８５周岁；②年龄 ＜１８周
岁；③存在不可逆性疾病，如脑死亡、肿瘤晚期及血液

作者单位：２３７００５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系统恶性肿瘤者、严重肝硬化、肾功能衰竭；④发病距
离入院时间 ＞１２ｈ。主要观察指标为住院期间病死
率。

１２　乳酸收集及实验方法　入院２４ｈ内动脉采血经
ｉＳＴＡＴ血气分析仪行乳酸检测，如果２４ｈ内检测次数
超过一次，则取最大值为统计变量。首先根据患者预

后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及存活组２组，比较２组患者入
院时各变量是否有统计学差异，如果２组患者乳酸水
平存在显著差异，则根据ＲＯＣ曲线计算预测患者病死
率的最佳乳酸值。再根据计算值将患者分为高乳酸血

症组及低乳酸血症组，比较２组患者病死率的差异。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统计软件包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计数
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间资
料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试验前后资料采用配对 ｔ检
验。用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计算预测患者病死率的

最佳乳酸值，取最大约登值对应的乳酸值为最佳预测

值。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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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１０７例脓毒症患者入选，其中男性６３例，女性４４
例，平均年龄（５５．２８±１８．０２）岁，住院期间死亡３２人，
病死率２９．９％。死亡组患者与存活组比较，入院时年
龄、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及平均动脉压、单位时间内血管活性
剂药物使用剂量均无显著差异，但两组患者乳酸水平

有统计学差异（见表１）。ＲＯＣ曲线显示当约登值为
０．５时最大，对应的乳酸水平为１．１５ｍｍｏｌ／Ｌ，其预测
病死率的敏感性为 ５９．４％，特异性为 ９０．７％（见图
１）。以乳酸水平≥１．１５ｍｍｏｌ／Ｌ将患者分为高水平组
低水平２组，２组患者年龄及平均动脉压之间无显著
差异，但入院时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及单位时间血管活性药
物使用剂量方面，高水平组均显著高于低水平组（见表

２）。低乳酸组患者８１例，存活６８例，死亡１３例，高乳

酸组患者２６例，死亡１９例，２组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０１）。

图１　预测患者死亡率的ＲＯＣ曲线

表１　存活组与死亡组入院时各项参数比较

组别 年龄（岁）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平均动脉压（ｍｍＨｇ）去甲肾上腺素用量［μｇ／（ｍ·ｋｇ）］入院时乳酸水平（ｍｍｏｌ／Ｌ）

存活组 ５５．４４±１７．６０ ２１．２４０±４．４４１ ７４．４５０±１７．６４２ ０．２８０７±０．１３８０ ０．８３４７±０．２３１０
死亡组 ５４．９１±１９．３０ ２３．２２０±４．８９７ ７０．１９０±１５．２６２ ０．３０３１±０．１４４８ １．２１８８±０．３８８１
ｔ值 ０．４６４ ０．２０６ ３．１０２ ０．２２７ １４．３７７
Ｐ值 ０．８８９ ０．０５４ ０．２３７ ０．４４９ ＜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Ｊｏｈａｎｎ于１８４３年第一次描述了休克发生后患者
体内的乳酸水平会增高，并且证实组织缺氧时导致乳

酸升高的主要原因。危重症患者血乳酸升高的比例非

常高，其主要原因为心肺疾病［４］、低氧血症以及休克［５］

等原因所致的氧输送降低所致。目前国际公认的乳酸

参考值范围为（１．０±０．５）ｍｍｏｌ／Ｌ，因此高乳酸血症被
定为血浆乳酸水平大于２ｍｍｏｌ／Ｌ。研究已经证实乳酸
水平大于２ｍｍｏｌ／Ｌ与预后不佳相关［１２，６］，随后脓毒症

相关指南均推荐当乳酸水平大于４ｍｍｏｌ／Ｌ时应该给
与液体复苏［６］，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即使患

者乳酸水平在正常范围内（我院参考值范围为０．５～

１．６ｍｍｏｌ／Ｌ），患者病死率差别也非常大，据此我们推
测轻度水平的乳酸升高也会导致患者病死率增加。早

期研究显示２４％～３４％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患者血乳
酸水平在参考值范围［７８］，但文献未对这一部分患者的

病死率做进一步比较，随后 Ｒｉｓｈｕ等对危重症患者的
研究结果显示，在入院２４ｈ内，有４７．５％的患者血乳
酸水平低于２ｍｍｏｌ／Ｌ，而亚组分析显示，如果以１．３５
ｍｍｏｌ／Ｌ为界，相对乳酸增高组的病死率显著高于低乳
酸血症组［９］。这点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似，在本研究

中如果脓毒症患者入院时血浆乳酸水平大于 １．１５
ｍｍｏｌ／Ｌ，能非常准确的预测患者的病死率，同时乳酸增
高为预测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２　高乳酸水平组与低水平乳酸组各组变量之间的比较

组别 年龄（岁）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平均动脉压（ｍｍＨｇ）去甲肾上腺素用量［μｇ／（ｍ·ｋｇ）］入院时乳酸水平（ｍｍｏｌ／Ｌ）

低水平组 ５５．４３±１７．１３８ ２１．３１０±４．４４６ ７３．０７０±１６．９９０ ０．２６３６±０．１３４２ ０．８０２５±０．２０３１
高水平组 ５４．８１±２０．８９８ ２３．４６０±４．９７４ ７３．５００±１７．３９７ ０．３６１５±０．１３２９ １．４０７７±０．２３８２
ｔ值 ２．９９９ ０．９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３ ２．３７１
Ｐ值 ０．８７９ ０．０３９ ０．９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目前认为脓毒症有以下两方面可能的机制会导致
血浆乳酸水平升高，一是脓毒症休克发生时毛细血管

通透性增高，大量液体潴留于组织间隙，从而导致重要

脏器的有效灌注减少，导致器官相对性缺血，细胞供氧

不足，线粒体内丙酮酸和 ＮＡＤＨ的氧化分解过程受抑
制，从而导致丙酮酸和 ＮＡＤＨ在细胞质基质中大量积
累，加快了乳酸的生成，如果患者同时伴发有急性肺损

伤会导致患者氧合状态恶化，进一步加重组织缺氧。

另一个原因是发热及高代谢导致细胞内 ＡＴＰ的消耗，
无氧酵解增加，从而产生大量的丙酮酸。结果，丙酮酸

和ＮＡＤＨ在细胞质基质中大量积累，导致细胞内产生
较多的乳酸，所以传统上认为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乳

酸水平越高，提示脏器低灌注状态越严重。有研究［１０］

显示对于脓毒症患者而言，血浆乳酸升高程度与患者

的病死率呈正相关，乳酸水平小于２ｍｍｏｌ／Ｌ组患者病
死率为１５％，２．１～３．９ｍｍｏｌ／Ｌ组病死率为２５％，而当
乳酸水平大于４ｍｍｏｌ／Ｌ时患者的病死率升高至３８％，
各组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所以入院时乳酸水平常被

用来评估患者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同时也被用来预测

患者的临床预后。虽然脓毒症的相关指南推荐乳酸水

平大于４ｍｍｏｌ／Ｌ时开始给与积极的液体复苏，但早期
的研究显示２４％～３４％的严重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患
者入院时乳酸在正常水平［７８］，这点与我们临床观察基

本相似。导致这一原因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疾病尚处于早期，此时虽然患者有脓毒症的表现，

但组织灌注尚良好。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肝脏对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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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除能力代偿性升高，血乳酸增高会激活肝脏和骨

骼肌细胞中的糖异生途径，将大量的乳酸转变成葡萄

糖，所以此时虽然乳酸在正常范围内，但是患者脏器已

经处于比较严重的缺血缺氧状态。我们的研究表明乳

酸轻度升高与脓毒症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相关，预警

患者可能死亡的值为１．１５ｍｍｏｌ／Ｌ。这一结果的意义
在于在早期识别严重脓毒症患者，然而目前对于相对

乳酸增高的患者是否需要特别治疗，比如使用更强力

的抗生素、侵入性液体复苏等还不是很清楚。脓毒症

指南的早期目标导向性治疗将平均动脉压大于 ６５
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以及乳酸小于４ｍｍｏｌ／Ｌ
的患者排除在需要早期干预的范围之外，所有对相对

乳酸增高患者是否需要早期干预，如果采取早期干预

是否能改善患者预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究根据患者入院时乳酸水平将患者分为高乳

酸血症组（≥１．１５ｍｍｏｌ／Ｌ）及低乳酸血症组（＜１．１５
ｍｍｏｌ／Ｌ）后比较，２组患者在年龄及平均动脉压方面无
统计学差异，但是高乳酸血症组单位时间去甲肾上腺

素使用量明显高于低乳酸血症组，同时高乳酸血症组

患者病死率也明显增加，这一结果有两方面意义，一是

高乳酸血症组患者有比较低的平均动脉压，从而需要

更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来干预，但这个干预的后果

是虽然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指标似乎正常，但组织已经

处于比较严重的缺氧状态，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的治

疗不应该是血管活性药物的大剂量使用，而应该是积

极的液体复苏，保证组织灌注。另一方面儿茶酚药物

本身可提高骨骼肌 Ｎａ＋ＫＡＴＰ酶活性，从而加速糖酵
解；线粒体功能障碍、乳酸清除障碍则可导致乳酸蓄

积，这种在非缺氧状态中的高乳酸血症已经得到实验

和临床研究的证实［１０］。另外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高

乳酸血症组患者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也高于低乳酸血症组，
这点也提示高乳酸血症组患者病情要更加严重，此时

虽然平均动脉压正常，但是该组患者微循环障碍更加

突出，由此我们推断，针对该组患者如果给与更加积极

的液体复苏，而不是单纯的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来维持

血压可能能改善患者的预后，遗憾的是因为本研究为

回顾性分析，无法对治疗做出干预，故而无法得出相关

结论，这一点有待于大样本前瞻性研究来证实。

我们的研究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我

们只收集了入院时这一个时间点的乳酸值，而没有分

析患者整个住院期间乳酸的动态变化，例如我们还不

清楚相对高乳酸血症组患者的血浆乳酸水平在随后的

治疗过程中是否同样也高于另外一组，从而不能做出

全面的分析；因为是回顾性研究，我们无法对干预措施

是否影响乳酸的动态趋势做出评价。虽然有以上的缺

点，但我们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入院时乳酸水平相对

增高（１．１６～２．００ｍｍｏｌ／Ｌ）是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的
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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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髁状突骨折内固定手术与保守治疗效果比较
刘刚，张朝奎

摘要：目的　比较小型钛板内固定手术与保守方法在成人髁突骨折治疗中的临床效果，评价这两种治疗方法选
择的可靠性及愈后结果。方法　通过对安徽省淮北市矿工总医院口腔颌面外科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收治的２１例成
人髁状突骨折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将２１例不同类型的髁突骨折病例采取随机分类的方法分为对照组、实验组
２组。对照组中１０例患者采用上下颌牙弓夹板结扎固位，骨折侧后牙区放置颌垫的方法。术后１周内调节颌间
弹力牵引，以最大程度地恢复伤前咬合关系，并使骨断端最大面积达到复位，术后制动牵引的时间３～５周不等；
实验组中１１例患者采用小型钛板内固定及髁突摘除的手术治疗，治疗程序遵循术中及术后１周保持制动，恢复
并保持伤前咬合关系，然后去除弹力牵引，开放口腔，尽可能使口腔功能得以发挥。结果　对照组与实验组的病
例分别于术后的３个月，半年复查。通过临床及Ｘ光摄片检查，结合开口度、开口型、咬合关系、咀嚼力、面型等５
个方面的指标综合评估，愈后结果提示对照组和实验组病例的有效率均在９０％以上。结论　治疗前，首先依据
外伤力作用的大小和方向对成人髁突骨折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然后结合影像学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并对骨折

类型进行临床分类。术前再针对骨折分类结果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就能获得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

关键词：髁突骨折；内固定手术；保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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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ｄｙｌ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下颌骨位于面部的下１／３，部位较突出，易受到意
外伤害而致骨折［１］，其中髁突骨折是其好发部位之一，

约占下颌骨骨折的 ２０％ ～３０％［２］。本文回顾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具有完整病例资料的２１例２３侧髁
突骨折患者的术后随访结果，按开口度、开口型、咬合

关系、咀嚼力、面型等５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内
固定手术和保守治疗的临床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安徽省
淮北矿工总院口腔科共收治２１例髁突骨折患者，其中
男性１８例，女性３例；年龄１８～６３岁。单侧髁突骨折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淮北矿工总医院口腔科
通讯作者：刘刚，Ｅｍａｉｌ：１１７０７３１６７０＠ｑｑ．ｃｏｍ

１９例，双侧髁突骨折２例，共计２３侧髁状突骨折。
１２　临床分类　２３侧髁突骨折病例按不同标准进行
分类。按骨折线位置高低分类：低位（髁颈下骨折）５
侧，中位（髁颈部骨折）７侧，高位（囊内骨折）１１侧；按
骨折后治疗时间分类：陈旧性骨折（骨折后治疗时间超

过２周，但少于６周）６侧，新鲜骨折（骨折后治疗时间
在２周内）１７侧；按骨折线的方向分类：斜形骨折（骨
折面与下颌支矢状面成角度）１６侧，水平骨折（骨折线
垂直于下颌支矢状面）６侧，矢状骨折１侧；按髁突移
位程度分类：有移位 １８侧，无明显移位 ２侧，脱位 ３
侧。

１３　治疗方法　２１例２３侧髁突骨折的患者中，１０侧
采用上下颌牙弓夹板联合后牙牙合垫加颌间牵引和颅

颌牵引的保守治疗，１２侧采用以小型钛板内固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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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术治疗，但骨折复位内固定前，首先采取简单颌间

牵引的方法恢复咬合关系，然后施行内固定手术，仅有

１例患者施行单纯的髁突切除术。内固定入路的选择
有２种方法：一是单纯耳屏前切口行钛板复位固定的
患者８例，二是在耳屏前切口的基础上辅以下颌后、颌
下切口切开复位钛板固位者４例（钛板来源于上海双
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型号２．０７ｍｍ），每处骨折使
用两块微型钛板，钛板放置在垂直骨折线的位置后再

作内固定。髁突摘除１例，髁突摘除采用后牙颌垫加
颌间牵引治疗２周后，要求患者大张口训练，预防术后
关节强直。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指标、治疗结果及疗效评价标准的判定　主
要是通过术后随访、临床检查结合 Ｘ线片检查来获
得。内容主要包括：与术前评估的疗效对比是否一致，

开口度＞３ｃｍ，开口型偏斜 ＜２ｍｍ，面型对称与否，咬
合关系，关节弹响，关节疼痛及咀嚼能力等方面进行评

价［３］；Ｘ线片检查髁突骨折术后的愈合情况以及髁突
位置和移位情况。

表１　保守治疗组和手术治疗组髁状突骨折患者各项指标比较

治疗方式 例数 开口偏斜 面型偏斜 开口度（ｍｍ）咀嚼（良好） 咬合（良好）

保守 １０ １１．６％ ２．７％ ３４．５±２．５ ９３．５％ ９４．２％
手术 １３ １２．４％ ３．１％ ３８．５±１．５ ９１．６％ ９１％

２２　治疗结果　手术患者可在肿胀消退后适当热敷，
以促进局部的血循环；１周后去除颌间牵引，行小开口
功能锻炼，旨在促进骨折愈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保

守治疗患者伤侧磨牙区放置颌垫，颌间牵引制动４～６
周，第１周调整橡皮牵引至伤前的牙合关系，尔后制
动，旨在减少复位后的骨折断端的异常活动，后期可酌

情辅以局部理疗。治疗后３个月随访，测评２１例患者
的各项指标，Ｘ线片检查显示骨折断端复位良好，骨痂
形成，６个月后骨折线消失，恢复的咬合关系行使正常
功能。除１例于囊内摘除左侧髁状突的患者仅表现为
轻度错颌畸形和开口左偏外，其余患者治疗有效率在

９０％以上。

３　讨　论
　　由于髁状突的特殊解剖位置和固定材料性能的限
制，手术操作的难度较大。且近年来髁状突骨折发生

的绝对数和发生率均有升高趋势［４］，因此目前对髁状

突骨折的治疗有两方面的关注：①保守治疗，其优点是
创伤小，对小儿的关节发育影响较小，但其缺点是愈合

周期长，关节强直的发生率较高。②手术治疗，优点是
能较好地使骨折复位，愈合周期短，关节强直的发生率

低，但其缺点是有第二次创伤，对幼儿的髁突发育产生

影响。本组１例水平型骨折，５例刚进入成年期的患
者，其髁状突骨折均为单线型骨折，不伴有明显的骨折

片移位和关节囊内出血，经保守治疗后取得满意的临

床效果。对于生长期的髁状突发生骨折由于其骨质韧

性较强，可塑性较大，保守治疗多可达到目的［５６］。

手术进路：髁突骨折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但对

于髁突骨折的治疗却没有统一的规范。由此体现出个

体化治疗方法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坚硬内固定

材料、器械及技术在口腔颌面部骨折中的广泛应用［７］，

有学者建议对位于髁颈及髁颈以下部位伴有明显骨折

移位的病例应采取手术治疗，以便达到恢复髁突的解

剖位置为目的。本组８例高位移位和脱位类型的骨折
为耳屏前进路，其优势首先为切口视野较大，能充分显

露骨折断端，对脱位的髁突最容易取出复位固定；其

次，有利于关节盘的复位固定，尤其是矢状骨折，为预

防创伤性关节强直创造条件；再者，可直视下手术操

作，有利于小型钛板的内固定；同时，术中解剖层次清

楚，显露外耳道软骨、颞浅动脉、耳前肌三个标志性的

解剖结构有利于减少手术对面神经的颞面干及其分支

造成的损伤，不过，此入路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破坏性，

因为术中对关节囊及附着韧带正常结构的破坏，易于

损伤术区的面神经颞支，所以对于髁突低位骨折的病

例尽量避免使用。当翻开皮瓣后，深层切开尽量避免

使用电刀，同时选择横切口入路打开关节囊，是避免面

神经损伤的有效途径。本组８侧病例，仅１侧因术中
过度牵拉导致颞支损伤而出现术后麻痹症状，但近６
个月完全恢复；在本组的病例中，４侧病例选择了耳屏
前切口辅以下颌后、颌下切口切开的手术入路，适合髁

突及颈部以下斜行骨折的复杂病例。此入路有利于显

示骨折区下颌骨升支外侧面的全貌，同时可直接使用

持骨钳或小头卵圆钳等器械钳夹骨折错位的下颌升

支，并用力向骨折方向牵引而使其最大程度的复位。

复位过程中应去除肌纤维张力，为脱位骨折的正确复

位固定创造条件，然后植入小型钛板固定骨折段及升

支后缘，以恢复骨折的解剖结构。由于本手术比较复

杂，且下颌后方是面神经总干及分支的必经之路，因此

术中要高度警惕，避免易损伤面神经总干及下颌缘支。

对成人髁突骨折治疗的经验，本治疗组与许多学

者的观点相一致，即对有明显移位或脱位导致咬合关

系错乱的病例应采用手术治疗，这样更有利于其功能

和外形的恢复［８］，而且术后能即刻或较早地进行下颌

运动，避免或缩短了颌间固定时间，这对下颌生理功能

的重建和预防关节强直等并发症非常有益。不过，本

组病例有１例斜行不规则骨折并伴有粉碎状骨折块的
病例，其骨折线的上端在高位，而骨折线的另一端在低

位，骨折的方向有明显不确定性，因此术中进行骨折复

位的难度就相当大。治疗组在不影响关节头位置的情

况下，通过术中摘除粉碎性骨折的小骨片，将大骨折片

尽量和骨折断端广泛接触后内固定，达到了较为理想

·７６２１·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的临床效果。

表中对两者术后效果的评定都较为满意，但具体

过程是有区别的，如保守治疗患者的愈合早期开口度

偏小，这就要求在解除颌间牵引后进行较长时间和较

大外力的强迫开口。髁突骨折的治疗必须遵循恢复伤

前咬合关系这一原则。接受保守治疗的患者是采用上

下颌结扎固定牙弓夹板、患侧后牙区附加牙合垫行颌

间弹力牵引的方式来恢复伤前的咬合关系。通常在术

后的１周内调节弹力牵引，使骨折区下颌髁突复位，以
保持骨折区上下断端最大面积的接触，进一步解除骨

折造成的牙合绞锁，借助关节囊和关节韧带的自行复

位能力而使骨折断端获得完全端对端或部分端对端的

愈合方式来达到治疗的目的［９］。该方法操作简便，无

手术并发症，不增加手术损伤，并能恢复伤前的咬合关

系。因此，保守治疗适用于髁突无移位和稍有移位的

患者，尤其是儿童，即使儿童骨折出现明显移位并咬合

错乱者，但该方法仍然可能出现错 畸形，下颌运动不

对称，咀嚼功能不良和疼痛，甚至产生颞下颌关节强直

等并发症［１０１１］。

手术治疗较保守治疗具有更好的达到解剖复位、

恢复髁突关节功能及牙颌生理功能的特点，具有较早

地进行口腔饮食营养和加强口腔卫生的优势，但也有

其不足。一是颞下颌关节结构复杂且有损伤血管和神

经而引起术后并发症的可能；另是术中损伤了关节结

构，破坏了髁突周围血供的来源，从而可引起术后骨坏

死、颞颌关节紊乱病和关节强直等并发症。尤其提到

的是少年、儿童的髁突骨折，处于生长活跃的髁状突中

心，可能会因不当的手术创伤而破坏髁突的正常发育，

引起远期面容畸形等严重并发症，所以手术治疗应在

保守治疗不能取得理想效果的情况下应用，而对于儿

童髁突骨折应以保守治疗为主［１２１３］。

总之，髁状突骨折治疗方法的选择是临床医生必

须谨慎对待的棘手难题。鉴于手术和保守治疗各自的

优缺点，要求个性化的区别处理很重要。随着手术的

改进，对髁状突严重移位或脱位的病例来说，手术治疗

乃是最佳选择，且术后并发症也已逐渐降低，但所引发

部分患者的颞颌关节综合征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１４］。

因此系统研究髁突骨折的发病及治疗过程，进一步揭

示其并发症产生的机制，有效地采取预防性和干预性

手段控制并发症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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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桥与冠状动脉硬化及其危险因素的关系研究
钱志刚，汪蛟龙，叶平，李枫

摘要：目的　分析冠状动脉心肌桥冠脉造影结果，研究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及其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危险因素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３６８２例冠状动脉造影检出的２８２例心肌桥的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根据冠
状动脉造影结果是否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分为２组：不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桥组（单纯心肌桥组）
１３２例；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桥组１５０例。对比２组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结果　３６８２例冠状动脉造影
检出心肌桥２８２例，男性１８９例，女性９３例。心肌桥检出率７．６５％。男性心肌桥检出率为７．７４％，女性心肌桥检
出率为７．５０％，男女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８０例为前降支肌桥。单纯心肌桥组与合并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心肌桥组患者性别、肥胖、高血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桥组，高龄、

吸烟史、家族史、高血脂、高血糖是其危险因素；与单纯心肌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冠状动
脉心肌桥好发于前降支。高龄、吸烟、家族史、高血脂、高血糖与冠脉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而性别、

肥胖、高血压与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关系不显著。

关键词：心肌桥；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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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ｏｎＭＢｉｎｇｅｒｄｅｒ，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人冠状动脉的主要分支一般走行于心外膜下的脂
肪组织中，但部分人冠脉某一段可被浅层心肌纤维束

所覆盖，该心肌纤维化束即被称为“肌桥（ＭＢ）”，而被
覆盖的冠状动脉称为“壁冠状动脉”［１］。壁冠状动脉

于心脏收缩期受心肌桥不同程度压迫，产生间歇、短暂

狭窄，甚至管腔闭塞，但又于舒张期恢复。１９６０年，
Ｐｏｓｔｓｍａｎｎ和Ｗｉｇ首先描述了活体血管造影下的肌桥，
主要通过血管造影中看到“收缩期狭窄挤奶效应（ｍｉｌ
ｋ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来辨认，其临床意义一直争论不休［２３］。

本文通过回顾性研究，分析心肌桥发生率、部位及其与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ＣＡＳ）及其危险因素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本院行
冠状动脉造影（ＣＡＧ）３６８２例患者，男性２４４２例，女性

作者单位：２３２００１安徽省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钱志刚，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１９６９＠ｓｏｈｕ．ｃｏｍ

１２４０例。共检出心肌桥２８２例，男性１８９例，女性９３
例，年龄２８～８７岁，平均（６０．８±９．７）岁。
１２　检查方法　冠状动脉造影采用Ｊｕｄｋｉｎ法：对于左
侧冠状动脉造影，采用了右前斜 ＋足位、左前斜 ＋足
位、后前位＋足位、后前位＋头位、右前斜＋头位、左前
斜＋头位６个不同的投影位置。对于右侧冠状动脉造
影则常规采用了左前斜位、后前位 ＋头位和右前斜位
３个投影位置。心肌桥诊断：在冠状动脉造影中，应该
至少存在一个投照体位下出现冠状动脉中某一段在心

脏舒张期内径为正常，收缩期却发生管腔的狭窄，并出

现血流的减少，甚至发生完全性闭塞。舒张期血管无

论管腔还是血流情况均较收缩期有所恢复，呈现出“挤

奶现象”。病变可疑时冠状动脉内注射硝酸甘油１００～
２００μｇ以排除冠脉痉挛因素，同时可增加心肌桥受压
程度进一步显现心肌桥［４］。

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是否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狭窄将心肌桥患者分成２组：不合并冠状动脉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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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组（单纯 ＭＢ组）１３２例，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组（合并 ＣＡＳ的 ＭＢ组）１５０例。单纯心肌桥：经冠状
动脉造影证实仅存在心肌桥，而冠状动脉无粥样硬化

狭窄或狭窄＜５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经冠状
动脉造影证实冠状动脉主要分支血管内粥样硬化病变

狭窄程度≥５０％。统计分析２组患者的肌桥部位及性
别、年龄、吸烟、家族史、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

胖等心血管危险因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χ２检验。
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检验比较计数资料之间的组间差
别。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并计算风险比
值比（ＯＲ，Ｏｄｄｒａｔｉｏ），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３６８２例冠状动脉造影患者，检出心

肌桥２８２例，检出率７．６５％；男性１８９例，女性９３例。
男性心肌桥检出率为 ７．７４％，女性心肌桥检出率为
７．５０％。男女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８０例心肌桥发生于前降支中段或远段，发生于右冠
状动脉、回旋支各１例，均为单发心肌桥。单纯心肌桥
组１３２例，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桥组 １５０例。
单纯心肌桥组中，男性 ８７例，女性 ４５例，平均年龄
（５７．８５±１０．２０）岁，大于 ６５岁老年人 ４２例
（３１．８％）；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桥组中，男性
１０２例，女性４８例，平均年龄（６６．２５±９．０５）岁，大于
６５岁老年人８１例（５４．０％）。２组性别比例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纯心肌桥组年龄偏小，
而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桥组大于６５岁老年人
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单纯心肌桥组与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桥
组危险因素比较　详见表１。

表１　心肌桥患者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的关系（ｎ，％）

组别 例数 吸烟 家族史 肥胖 糖尿病 血脂异常 高血压 老年

单纯ＭＢ组 １３２ ３０（２２．７２） ４（０．０３） ５１（３８．６４） １４（１０．６１） ５６（４２．４２） ４２（３１．８２） ４２（３１．８２）
合并ＣＡＳ的ＭＢ组 １５０ ６９（４６．００）ａ １６（１０．７０）ａ ７０（４６．６７） ４６（３０．６７）ａ ８７（５８．００）ａ ５２（３４．６７） ８１（５４．００）ａ

　　注：与单纯ＭＢ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一般认为，心肌桥是一种先天性动脉解剖异常畸
形，在尸解中发现率为 ５％ ～１２％，以男性为多，占
８５％～８９％，常见部位为前降支中段或远段，小部分位
于右冠、回旋支或对角支，多认为是一种良性病变。因

心肌桥收缩期壁冠状动脉受压迫，而且一直持续到舒

张期，所以会出现心绞痛症状及心电图的改变，特别是

情绪激动或运动时。正常冠状动脉储备常大于３．０，而
心肌桥存在时冠脉储备常可降至２．０～２．２。因此近年
来，心肌桥已被认为与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和猝死有

关。心肌桥检出率的差异也与样本量的大小和入选人

群不同及检查方法有关，冠状动脉造影对心肌桥的检

出率为０．５％～３３．０％［５］。

本组资料显示，冠状动脉造影心肌桥检出率为

７．６５％，心肌桥多位于前降支，与尸检发现一致，但与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等［６］报道冠状动脉造影检出率不一致，与

国内报道一致［７］。可能系选择冠脉造影对象标准等因

素不同所致。本研究中，男性１８９例，占６３．０％，与尸
解中发现率不一致，与文献报告冠状动脉造影检出率

一致，性别比例差异可能与地区差异、人种族差异及冠

状动脉造影适应症中男性多于女性有关［５］。

国内学者郑志敏等曾设计了心肌桥模型，证实了

Ｎｏｂｌｅ分级越高，血管内局部高速分流所致的壁面切应
力越大，使动脉内皮渗透性越大，冠状动脉受损程度越

重，内皮细胞从基膜上脱落，血小板聚集于裸露的基

膜，从而导致硬化斑块甚至血栓形成。心肌桥的存在

导致了局部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

冠脉舒张储备功能损害，这种改变为动脉粥样硬化的

其他危险因素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病理生理基础。病

理研究已证实，心肌桥近端冠状动脉内皮细胞多呈扁

平状或多边形，表面呈虫蚀样缺损，容易发生动脉硬

化。心肌桥壁冠状动脉的收缩期狭窄可能是心肌桥近

端冠状动脉狭窄的影响因素之一。还有研究认为，心

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与心肌桥的厚度及长度有

关。目前仍无足够证据证明心肌桥是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的独立危险因子，但是心肌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

易化了其他危险因素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过

程［８，１３］。

本研究提示：单纯 ＭＢ组平均年龄小于合并 ＣＡＳ
的Ｍ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合并 ＣＡＳ的 ＭＢ
组＞６５岁老年人明显多于单纯ＭＢ组，因此，老年是心
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９］。已证实吸烟、

家族史、糖尿病、高血压、肥胖、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

硬化的危险因素。本研究提示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组吸烟率、糖尿病、高血脂、家族史比率均明显

高于单纯心肌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本组研究未发现２组肥胖和高血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与国内郑楠等的研究不一致［１０］。有研

究发现单纯心肌桥组舒张压增高比例高于心肌桥合并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组。而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组收

缩压增高、脉压差增大患者可能多于单纯心肌桥

组［１１１２］。可能与单纯心肌桥组患者较心肌桥合并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组比较年龄较小有关。后者老年患者较

多，大动脉硬化，弹性下降，脉压差增大；而前者中青年

较多，交感神经系统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活

性高于老年人，大动脉阻力较高，舒张压升高为主。笔

者将对脉压差增大作为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危险因素作进一步研究。

总之，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心肌桥及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的金标准，特别对于心肌桥合并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与心肌桥的关系可能更具有临床意义。

高龄、吸烟史、家族史、高血脂、高血糖是冠状动脉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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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的危险因素，更是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的危险因素［１３］；但是高血压和肥胖虽然是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的危险因素，是否也为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还不十分确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患者抗血小板及他汀类药物应用已具有足够的循证医

学证据，单纯心肌桥及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桥

患者抗血小板及他汀类药物治疗是否获益尚无临床研

究报告。笔者认为，对于心肌桥及其与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的关系、心肌桥的治疗方法的选择，还需要大规模

的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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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２３页）
治疗后患者的症状改善优于单独应用美多芭组，说明

根治Ｈｐ感染可提高治疗ＰＤ的疗效。
Ｊａｍｅｓ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于１８１７年首次描述了帕金森病

的临床特征，至今已近２个世纪，然而人类对 ＰＤ的病
因及发病机制仍不明确，因此对该病的治疗方法的探

索和研究受到很大程度地制约。作为已知的人类感染

率最高的慢性感染之一，Ｈｐ感染可能与这一疾病的发
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对于环境、遗传、衰老、应

激等诸多发病因素而言，感染是个易于干预的致病环

节。如果这一方法能在临床中被医务工作者所接受，

可能会使更多的ＰＤ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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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论著·

胃癌根治术后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开始时间研究
闫雨龙，李家生

摘要：目的　探讨胃癌术后对患者进行早期肠内营养（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Ｎ）支持的开始时间。方法　选取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间外科收治的胃癌手术患者７９例，随机分成实验组（术后１２ｈ组，ｎ＝４０）和对照组（术后
４８ｈ组，ｎ＝３９），通过手术中留置的鼻肠管，分别于术后１２ｈ、４８ｈ给予患者肠内营养支持。手术后常规监测患者
生命体征，观察并记录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情况和术后７ｄ的生化指标（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糖等），对２
组患者住院时间进行比较。结果　术后患者恢复顺利，实验组较对照组肠蠕动恢复时间提前，首次排气时间提前
（Ｐ＜０．０５），虽然主诉腹胀隐痛的人数增加（Ｐ＜０．０５），但腹部不适症状大多较轻微并可耐受，给予解痉等即可处
理。实验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７ｄ肝功能、肾功能、血常
规、血糖等生化指标，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胃癌术后１２ｈ对患者开始实施早期肠内营养支
持可促进机体胃肠道功能恢复，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且对重要脏器功能与营养指标无不良影响，不会影响机体正

常生理活动，安全可行。

关键词：胃癌；早期；术后；肠内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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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１２ｈ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ｎ＝４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８ｈａｆ
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ｎ＝３９）．ＴｈｅＥＮｗａｓｓｔａｒｔｅｄｂｙｎａｓ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ｔｕｂｅｉｎ１２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ｉｎ４８ｈ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ｖ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ｃｏｕｎｔ，ｌ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ｓ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ｆｏｒ７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ａｙｓ．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ｏｆ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ｂｏｗｅ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ｑｕｉｃｋｌ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ｌａｔｕｓｔｉｍｅ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ｄｉ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ｗａｓ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ｄｉｓ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ｗｅｒｅｍｏｓｔｌｙｍｉｌｄａｎｄｗｅｌｌ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ｎｖｕｌｓａ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ｉ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ｃｏｕｎｔ，ｌ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７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ａｙ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ａｔｓｔａｒｔｓｉｎ１２ｈｏｕ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ａｄｉ
ｃａｌ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ｔ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ｎｄｈａｓｎｏ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ｖｉ
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ｂｏｄｙ’ｓｎｏｒｍ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ｏｉｔｗａ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ｓｔｏｍａｃｈ；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Ｎ）

　　随着环境污染，饮食结构发生改变，胃肠道肿瘤的
发病率逐渐升高，已成为常见病、多发病，病死率高，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手术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但手

术对患者器官代谢功能及康复影响很大，因为肠道是

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动机，是机体应激反应的主要器

官，而且胃癌手术患者，在术前就已存在不同程度的营

养不良，手术后，患者的代谢因创伤的应激状态而加

快，将导致患者机体处于负氮平衡，营养不良进一步加

重，再加上胃癌手术一般创伤大，饮食恢复晚，胃肠道

肿瘤围手术期的营养支持显得至关重要，是保证治疗

效果与减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因此术后给予营养支

持非常重要［１］。传统观念认为只有胃肠功能恢复后才

可对患者进行肠内营养（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Ｎ），所以对
大部分胃癌患者术后早期仅单纯进行肠外营养

作者单位：２３１２００安徽省肥西县人民医院外科
通讯作者：闫雨龙，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ｙｕｌｏｎｇｆｘ＠ｓｉｎａ．ｃｏｍ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ＰＮ）支持，但经肠外营养途径并不
能提供患者全部需要的营养，长期的肠外营养，会导致

小肠绒毛萎缩和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发生细菌与内

毒素易位，增加了肠源性感染的发病率［２］。故早期对

胃肠道术后的患者进行肠内营养支持非常重要［３］。其

中肠内营养支持途径包括口服、管饲（鼻空肠管、鼻胃

管）和胃肠造口术等。选择合理的肠内营养支持途径

是提供良好营养支持和防治并发症的重要保证。国内

外研究证明肠内营养能够维护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完整

性，保护肠相关淋巴结组织和免疫功能，减轻胃肠道黏

膜的萎缩，促进伤口愈合，减少肠道细菌易位，降低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大量的动物

实验和临床观察表明：术后胃肠道麻痹主要发生在胃

和结肠，至于术前功能正常的小肠，其肠蠕动的恢复仅

需几个小时，术后１２ｈ左右就可吸收营养物质，因而
实施术后早期应用肠内营养在理论上是可行的［４］。胃

肠道术后和重症患者早期应用肠内营养已成为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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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共识，不仅提供了机体营养素、恢复了改善肠道

功能、减少了并发症，而且减少了医疗费用等［５］，但支

持开始的时间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选取７９例
胃癌根治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于术后１２ｈ和４８ｈ
给予肠内营养支持，观察其疗效，探讨胃癌术后对患者

进行早期肠内营养支持的开始时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间
我科收治的胃癌手术患者７９例，男性５１例、女性２８
例；年龄３０～８０岁，平均（５４．９±１３．４）岁，分成２组，
即实验组（术后１２ｈ组，ｎ＝４０）和对照组（术后４８ｈ
组，ｎ＝３９），分别于术后１２ｈ和４８ｈ给予肠内营养支
持。各组患者均进行术前体检筛查，排除重要脏器疾

病和恶病质；性别、年龄以及手术类别２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患者均在全麻方式下进行根治性或姑息

性手术，并一期吻合完成消化道重建。术中均放置鼻

肠管（前端放置至幽门以下 ２０ｃｍ或吻合口远侧 ２０
ｃｍ左右），确切固定。
１２　营养支持方法　２组患者分别于手术后１２ｈ、４８
ｈ（对照组）通过鼻肠管给予肠内营养制剂（百普力肠
内营养混悬液，５００ｍｌ／瓶，营养泵持续泵入），开始速
度３０～５０ｍｌ／ｈ，逐渐调整至患者能够耐受的速度，总
量１０００ｍｌ／ｄ，连续５ｄ，机体所需不足部分由静脉途径
按２０ｋＣａｌ／（ｋｇ·ｄ）给予补充。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常规监测患者术后生命体征３ｄ
（心电监护、脉搏、血压、血氧饱和度等）；②胃肠道功
能恢复情况：记录各组患者术后３ｄ内首次肛门排气
和肠蠕动恢复的时间，以及主诉腹胀隐痛腹部不适的

人数；③检测相关代谢指标：术后７ｄ的生化指标（肝
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糖等）。④分别记录２组患者
术后住院时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相
关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胃肠道功能恢复情况　全部患者手术后恢复过
程顺利，２组患者胃瘫、吻合口瘘和感染等并发症发生
率无差异，无病例死亡。实验组较对照组首次肛门排

气时间提前、肠蠕动恢复时间提早（Ｐ＜０．０５），主诉腹
胀隐痛等不适的患者增加（Ｐ＜０．０５），但不适症状大
多较轻且能耐受，给予解痉等即可处理。术后住院时

间实验组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胃癌手术患者腹胀、首次肛门排气时间及

肠蠕动恢复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腹胀不适

发生率（％）
肠蠕动

恢复时间（ｈ）
首次肛门

排气时间（ｈ）
住院

时间（ｈ）
实验组　　 ４０ ２０（５０．０） ５６．３０±６．６５ ３５．５１±３．８２ １０．３２±３．２
对照组　　 ３９ ３（７．７） ６８．４５±５．７５ ５２．２０±４．７２ １２．９８±４．１
ｔ值／χ２值 １７．１ａ １３．１ ２０．６ ５．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ａ为χ２值。

２２　相关代谢指标　术后７ｄ生化指标：肝功能、肾
功能、血常规、血糖等，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４。
表２　２组胃癌手术患者肝功能比较

组别 例数
谷丙转氨酶

（Ｕ／Ｌ）
谷草转氨酶

（Ｕ／Ｌ）
白蛋白

（ｇ／Ｌ）
实验组 ４０ ３２．２±４．３ ３４．０±３．０ ３６．６±３．９
对照组 ３９ ３２．７±３．６ ３４．５±３．５ ３６．９±２．０
ｔ值 ０．４７ ０．６０ ０．２３
Ｐ值 ０．６５ ０．５６ ０．８２

表３　２组胃癌手术患者肾功能、电解质比较

组别 例数
尿素

（ｍｍｏｌ／Ｌ）
血肌酐

（μｍｏｌ／Ｌ）
血钾

（ｍｍｏｌ／Ｌ）
血钠

（ｍｍｏｌ／Ｌ）
实验组 ４０ ５．３±０．７ ８０．９±１３．６ ４．２±０．４ １４０．０±４．３
对照组 ３９ ５．４±０．５ ８２．１±９．５ ４．４±０．６ １４１．１±２．１
ｔ值 １．９ ０．６ １．９ １．４
Ｐ值 ０．０８ ０．５５ ０．０８ ０．１９

表４　２组胃癌手术患者血常规及血糖比较

组别 例数
红细胞

（×１０１２／Ｌ）
白细胞

（×１０９／Ｌ）
血红蛋白

（ｇ／Ｌ）
血小板

（×１０９／Ｌ）
血糖

（ｍｍｏｌ／Ｌ）
实验组 ４０ ４．５±０．５ ６．６±１．７ １３０．０±１１．３１２５．０±１５．５ ４．５±０．４
对照组 ３９ ４．６±０．４ ６．７±１．９ １３３．０±１３．５１３０．０±１６．８ ４．７±０．５
ｔ值 ０．８８ ０．９８ １．０７ １．１２ １．４６
Ｐ值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４６

３　讨　论
　　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常有嗳气、返酸、进
食后饱胀不适、黑便等消化道症状，多伴有进行性体重

下降和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易出现恶液质，手术切除

是目前治疗胃癌的主要手段，但手术治疗使患者分解

代谢增加、氮丢失、水电解质紊乱，加上术后禁食，持续

胃肠减压等，使营养不良的发生进一步加重，影响术后

创伤愈合、蛋白质代谢和机体的免疫，增加了感染、伤

口愈合不良、胃肠吻合口瘘、肺功能障碍等并发症，而

营养支持可直接或间接地改善这些情况，降低并发症，

提高手术成功率。胃癌术后经肠外营养并不能提供患

者需要的全部营养，长期的肠外营养，会导致小肠黏

膜、肠绒毛和微绒毛萎缩，隐窝浓度降低，肠黏膜屏障

功能受损，发生内毒素和细菌易位，增加了肠源性感染

的发病率［２］。而且胆囊收缩素及胃肠道激素分泌下

降，肝脏淤胆易致肝功能损伤［６］。肠内营养与肠外营

养相比并发症少，从营养物质的最佳供给途径考虑，肠

内营养是最安全、有效和价廉的营养支持方式，肠道吸

收的营养成分经肠系膜静脉门静脉首先抵达肝，有利

于肝内营养物质的合成和代谢调节，维护肠黏膜屏障

功能的完整性和免疫功能、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但肠内营养常因实施不当，导致患者出现腹胀、腹痛、

腹泻、恶心呕吐、反流、便秘等各种喂养不耐受现象。

因而，早期应用肠内营养需注意一些基本原则，如血流

动力学稳定、肠道功能恢复、远段肠道无梗阻、以及由

慢到快、少到多、由稀到浓等循序渐进的方式供给患者

肠内营养。必要时给予胃动力药，促进胃肠蠕动以减

少恶心呕吐、腹胀的发生，或给予止泻剂改善腹泻症

状，以及适当添加膳食纤维和补充水分改善便秘症状，

若便秘未缓解可口服缓泻剂或开塞露灌肠，以减少患

者的喂养不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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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认为，术后患者在出现肛门排气后，才给

予肠内营养支持，但这样会导致术后能量补充不及时，

随着研究深入，发现术后患者早期应用肠内营养能给

肠黏膜、肠道淋巴巨噬细胞及相关淋巴组织等免疫细

胞提供能量，抑制炎性反应，促进机体免疫功能的恢

复［７］。同时早期肠内营养能够保持肠黏膜结构和功能

的稳定，而且在补充营养的过程中通过肠内营养制剂

与肠道的直接接触，加速肠道的蠕动，刺激胃肠液的分

泌，抑制机体的高分解代谢，改善了机体营养状态，促

进免疫功能恢复，从而促进肠道排气及功能的早期恢

复，但是术后早期肠内营养实施的时机一直没有定论，

对于肠内营养术后开始的时间，以前观点认为胃肠道

手术受手术创伤和麻醉的影响，肠道功能恢复约需３ｄ
的时间。新观点认为术后胃吸收消化功能大约２４ｈ
开始恢复，术后结肠吸收消化功能大约 ７２ｈ开始恢
复，而术后小肠吸收消化功能在几小时即恢复正常，术

后胃肠道麻痹仅局限于胃和结肠，所以，有学者认为：

除非患者有胃肠功能障碍，不然肠内营养在术后几小

时便可实施，而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表明：术后

肠蠕动的恢复仅需几个小时，术后１２ｈ左右就可吸收
营养物质，因而实施术后早期应用肠内营养在理论上

是可行的，为术后早期应用肠内营养支持提供了生理

学基础［４］。李志红等［８１０］研究结果显示，胃肠道手术

患者（主要为胃癌和结直肠癌），术后进行肠内营养和

常规输液静脉营养比较，结果发现术后早期应用肠内

营养，可使肛门排气排便、肠鸣音恢复时间提前，感染

率明显降低，促进患者术后胃肠功能的恢复，因而早期

对患者进行肠内营养支持，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在血

液动力学稳定的前提下，对严重创伤或大手术者，早期

肠内营养应于术后２４ｈ内应用，而术后４８ｈ开始的不
被列为早期肠内营养。ＤａｇＡ等［１１］的１９９名结直肠外
科手术患者的对照实验显示，术后早期应用肠内营养

不仅安全有效而且能促进胃肠道功能恢复。ＤｏｉｇＧＳ
等［１２］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早期应用肠内营养不仅降
低危重患者感染的发生率，而且降低病死率。近来胃

肠道快速康复外科营养提出在结肠术后４ｈ就能开始
摄入蛋白质与能量，而高血糖的发生率并不增加［１３］。

胡秋兰等［１４］研究也表明，快速康复模式下胃癌术后早

期应用肠内营养，有利于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促进术

后康复，缩短住院时间，且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本研究在术后１２ｈ及４８ｈ分别给予肠内营养制
剂，遵循“由慢到快、由少到多、由稀到浓、控制温度”

的原则，同时观察患者出现的腹胀、腹痛等不适情况。

结果，１２ｈ组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心电监护、脉搏、血
压、血氧饱和度等）监测结果均稳定。实验组较对照组

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提前、肠蠕动恢复时间提早（Ｐ＜
０．０５），主诉腹胀隐痛等不适的患者增加（Ｐ＜０．０５），
但不适症状大多较轻且能耐受，少数给予解痉等即可

处理。术后７ｄ生化指标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
糖等，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住院时间实验组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以上结果表明胃癌术后１２ｈ实施早期肠内营养能促
进胃肠道功能恢复，缩短患者住院时间，这与黄国强的

研究结果一致［１５］。而且早期应用肠内营养不影响患

者机体正常生理活动，对营养指标及重要脏器（肝、肾

等）功能也无不良影响，故早期应用肠内营养安全可

行。临床进行早期肠内营养时，应注意从由慢到快、少

到多、由稀到浓的过程，从而使肠道逐渐适应。为了预

防或减少胃潴留出现，患者术后胃管通常需保留３ｄ
以上。

综上所述，胃癌术后 １２ｈ可对患者开始肠内营
养，而且早期应用不但可提供营养，同时可促进机体胃

肠道功能恢复，缩短患者住院时间，不会影响机体正常

生理活动，符合机体生理机能，对重要脏器功能与营养

指标无不良影响，安全有效可行，临床疗效肯定，可以

作为胃癌患者术后营养支持的首选方式，值得推广应

用。但本研究结果为阶段性研究总结，受到样本例数

的限制，尚需通过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来继续进一

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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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高血压患者循环内皮祖细胞改变与
Ａｎｇ１／Ｔｉｅ２表达的关系研究

冯晓，张邢炜，潘峰，楼洪萍，陈兆军

摘要：目的　研究Ａｎｇ１／Ｔｉｅ２在高血压患者外周血中内皮祖细胞的表达及其调控意义。方法　选择医院２０１２
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３０例为观察组，正常体检人群３０例为对照组。测定外周血中内皮祖细胞数量和增殖活性，
ＲＴＰＣＲ法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检测 Ａｎｇ１／Ｔｉｅ２表达。结果　观察组内皮祖细胞数量和增殖活性为（６．１７±
０．８９）×１０３／Ｌ和０．７８±０．２５，低于对照组（６．９４±１．１２）×１０３／Ｌ和１．１４±０．３６（Ｐ＜０．０５）。观察组内皮祖细胞
Ａｎｇ１和Ｔｉｅ２的ＯＤ值分别为１．６５±０．９７和４．３２±０．８４，均低于对照组２．３７±１．５２和５．０２±１．１８（Ｐ＜０．０５）；
观察组内皮祖细胞Ａｎｇ１和Ｔｉｅ２的蛋白表达分别为０．０６±０．０２和０．０９±０．０４，均低于对照组０．２１±０．０５和
０．２０±０．０３（Ｐ＜０．０５）。结论　高血压患者内皮祖细胞数量减少，活性减弱，且内皮祖细胞上 Ａｎｇ１／Ｔｉｅ２表达
下降，提示Ａｎｇ１／Ｔｉｅ２通路的下调可能影响内皮祖细胞的修复功能。
关键词：高血压；内皮祖细胞；Ａｎｇ１；Ｔｉｅ２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４．１　Ｒ４４６．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２７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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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Ｃ．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３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０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２０１２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ｈｅｌｅｖ
ｅｌｓｏｆＡｎｇ１／Ｔｉｅ２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６．１７±０．８９）×１０３／Ｌａｎｄ（０．７８±
０．２５），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６．９４±１．１２）×１０３／Ｌａｎｄ１．１４±０．３６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ＯＤ）ｏｆＡｎｇ１ａｎｄＴｉｅ２ｗｅｒｅ１．６５±０．９７ａｎｄ４．３２±０．８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２．３７±
１．５２ａｎｄ５．５２±１．１８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Ａｎｇ１ａｎｄＴｉｅ２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
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０．０６±０．０２ａｎｄ０．０９±０．０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０．２１±０．０５ａｎｄ０．２０±０．０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Ａｎｇ１／Ｔｉｅ２ａｌｓｏ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ｇ１／Ｔｉｅ２ｍａｙ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Ａｎｇ１；Ｔｉｅ２

　　目前我国高血压发病率逐年上升，究其病因与血
管内皮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失衡密切相关［１］。内皮祖细

胞（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ｃｅｌｌｓ）是成熟血管内皮细胞的
前体细胞，对于修复受损血管内皮，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及再狭窄具有重要意义［２］。血管生成素１、２（Ａｎｇ１、
Ａｎｇ２）及其受体酪氨酸激酶受体 Ｔｉｅ２是生理性血管
形成的信号转导通路，该通路对内皮祖细胞的迁移、分

化具有潜在的调控作用［３］。本文通过研究高血压患者

内皮祖细胞改变与Ａｎｇ１／Ｔｉｅ２表达的关系，探讨信号
通路对内皮祖细胞的调控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３０例高
血压患者为观察组，患者均为原发性高血压，收缩压≥
１４０ｍｍＨｇ或者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男女各１５例，平均年龄（５４．３５±６．５８）岁，选

基金项目：杭州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０８３３Ｂ１１）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５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通讯作者：陈兆军，Ｅｍａｉｌ：ｈｚｃｚｊ２０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择同期正常体检人群３０例为对照组，男女各半，平均
年龄（５３．６４±６．１７）岁；２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入选病例均无急性心肌梗死、心绞
痛以及溃疡、外伤、近期外科手术、肿瘤、炎症等影响内

皮祖细胞的疾病。

１２　检测方法和试剂
１２１　检测方法　早晨抽取空腹外周血４０ｍｌ，吸取
其中２００μｌ先后加入荧光标记的 ＡＣ１３３及 ＣＤ３４各
１０μｌ，分别孵育２０ｍｉｎ，溶解红细胞后２％多聚甲醛固
定，通过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并计数 ＣＤ３４和 ＡＣ１３３
双阳性细胞，即为循环内皮祖细胞数。取剩余全血用

ＦｉｃｏｌｌＰａｇｕｅ分离出单个核细胞，并用差速贴壁法纯化
内皮祖细胞，四甲基偶氮唑蓝（ＭＴＴ）法测定各组内皮
祖细胞的增殖活性。ＲＴＰＣＲ方法测定内皮祖细胞上
Ａｎｇ１和Ｔｉｅ２的 ｍＲＮＡ，置１．５％ 琼脂糖凝胶后用图
像分析系统测定Ａｎｇ１和Ｔｉｅ２基因与βａｃｔｉｎ的光密
度ＯＤ比值。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测定内皮祖细胞 Ａｎｇ１
和Ｔｉｅ２蛋白表达，分别以 Ａｎｇ１／βａｃｔｉｎ和 Ｔｉｅ２／β
ａｃｔｉｎ光密度值之比反映 Ａｎｇ１和 Ｔｉｅ２蛋白表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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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试剂和仪器　Ａｎｇ１抗体和 Ｔｉｅ２抗体（美国
Ｃｅｌ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公司）；通用型 ＲＴＰＣＲ试剂盒与引物合
成（武汉博士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ＰＣＲ仪（德国 Ｂｉ
ｏｍｅｔｒａ公司）；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大连 ＴａＫａＲａ公
司）；十二烷基硫酸钠（ＳＤＳ）（ＭＥＲＣＫ公司）；Ｃｏｎｔｒｏｌ：
βａｃｔｉｎ（５３２ｂｐ）；Ａｎｇ１基因（３１２ｂｐ）引物上游为５’
ＴＣＣＧＧＴＧＡＡＴＡＴＴＧＧＣＴＧＧＧ３’， 下 游 为 ５’
ＡＡＡＴＣＧＣＴＧＴＣＴＧＡＴＣＴＴＣＴＴＣＣＡＴ３’；Ｔｉｅ２（５１２ｂｐ）
引物上游为：５’ＡＴＧＧＡＣＴＣＴＴＴＡＧＣＣＧＧＣＴＴＡ３’，下
游为５’ＣＣＴＴＡＴＡＧＣＣＴＧＴＣＣＴＣＧＡＡ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数据资
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内皮祖细胞数量和增殖活性结果比较　观
察组内皮祖细胞数量为（６．１７±０．８９）×１０３个／Ｌ，低
于对照组（６．９４±１．１２）×１０３个／Ｌ（Ｐ＜０．０５）；观察组
内皮祖细胞增殖活性为 ０．７８±０．２５，低于对照组
１．１４±０．３６（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高血压患者和正常人群内皮祖细胞数量
和增殖活性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数量（×１０３个／Ｌ） 增殖活性（ｘ±ｓ）

对照组 ３０ ６．９４±１．１２ １．１４±０．３６
观察组 ３０ ６．１７±０．８９ａ ０．７８±０．２５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内皮祖细胞 Ａｎｇ１和 Ｔｉｅ２表达的 ＯＤ值结
果比较　观察组内皮祖细胞 Ａｎｇ１和 Ｔｉｅ２的 ＯＤ比
值分别为１．６５±０．９７和４．３２±０．８４，均低于对照组
２．３７±１．５２和５．０２±１．１８（Ｐ＜０．０５）。观察组内皮
祖细胞Ａｎｇ１和Ｔｉｅ２蛋白的条带分别与βａｃｔｉｎ蛋白
条带的光密度值之比依次为 ０．０６±０．０２和 ０．０９±
０．０４，均低于对照组０．２１±０．０５和０．２０±０．０３（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内皮祖细胞Ａｎｇ１和Ｔｉｅ２的ＯＤ值和蛋白
表达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Ａｎｇ１ＯＤ值 Ｔｉｅ２ＯＤ值 Ａｎｇ１／βａｃｔｉｎ Ｔｉｅ２／βａｃｔｉｎ

对照组 ３０ ４．３７±１．５２ ５．０２±１．１８ ０．２１±０．０５ ０．２０±０．０３
观察组 ３０ ３．６５±０．９７ａ ４．３２±０．８４ａ ０．０６±０．０２ａ ０．０９±０．０４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血管内皮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受损与心血管疾病的
危险程度呈负相关。高血流压力对血管内皮剪切力增

加，容易造成内皮细胞损伤，继而影响周细胞的稳定、

肌细胞弹力下降，引发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６］。作为

前体细胞，内皮祖细胞在血管的形成、重构及成熟过程

发挥重要作用，可促进内皮再生及血管修复［７］。实验

结果表明，观察组外周血内皮祖细胞数量和增殖活性

均低于对照组，这一现象与国内外研究一致［８１０］，推测

内皮祖细胞数量和活性的改变是导致高血压患者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障碍或修复能力降低的重要原因。然而

国内外关于内皮祖细胞的调控机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为何外周血中内皮祖细胞的数量及活性反而下降，

是否受到信号通路的调节等诸多问题仍未解决。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高血压组内皮祖细胞Ａｎｇ１
和Ｔｉｅ２的基因水平和蛋白表达较之对照组降低，与内
皮祖细胞的下调一致，表明两者必然有关联。Ａｎｇ１／
Ｔｉｅ２是近年来发现的除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之外的另
一条血管生成信号转导通路［３］。Ｔｉｅ２受体特异性表
达于内皮细胞系统，其配体 Ａｎｇ１作用于受体而使其
酪氨酸残基磷酸化［１１］，再经过磷脂酰肌醇３激酶Ａｋｔ
激酶信号转导途径激活转录因子［１２］，促进内皮祖细胞

的增殖及其各种功能的增强。受外周招募的内皮祖细

胞从骨髓中迁移至受损血管处，分化为成熟内皮细胞，

修复或替代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维持血管结构的稳

定［１１］。Ｔｉｅ２的另一个配体 Ａｎｇ２与 Ａｎｇ１具有同源
性，可竞争性地与 Ｔｉｅ２结合抑制 Ａｎｇ１的功能，引起
内皮细胞肿胀、变性，进而出现细胞坏死和凋亡，破坏

血管的稳定性［１３］。正常情况下，Ａｎｇ２与 Ａｎｇ１处于
动态平衡，相互制约。在高血流动力学基础下，内皮祖

细胞活性降低，Ａｎｇ１分泌不足，不能充分与 Ｔｉｅ２结
合进而影响内皮祖细胞功能的发挥，表现为血管内皮

细胞始终得不到充分修复，继而血管逐渐硬化，高血压

状态不可逆。另一方面，Ａｎｇ１的下调可能伴随着
Ａｎｇ２的表达上调，局部炎症加剧，如此恶性循环，血
管损伤难愈。由此可见对 Ａｎｇ１／Ｔｉｅ２的研究有助于
阐明血管内皮系统维护和损伤的机制，对高血压疾病

血管内皮损伤的评估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综上所述，内皮祖细胞与血管内皮的重构及修复

紧密联系，高血压患者外周血中内皮祖细胞数量的减

少和活性降低可能与Ａｎｇ１／Ｔｉｅ２信号调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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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机会［１２，５］。因此，宫颈癌的综合治疗越来越受到

重视。目前，ＮＣＣＮ及ＦＩＧＯ以及国内外的学者均主张
早期具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术后给予同步放化疗。早期

高危宫颈癌术同步放化疗可以降低盆腔复发率，提高

３年无瘤生存率，但术后同步放化疗的时间、方案等具
体方法各不相同［３，６７］。因此早期高危宫颈癌患者术后

同步放化疗的最佳时间以及最优化疗方案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蒋骞等［８］的研究认为，宫颈癌术后放化疗结

合的方式对宫颈癌预后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李魁秀

等［９］认为宫颈癌术后放疗是否及时是影响预后的重要

因素，认为有高危因素者术后应及时放疗。本组资料

中，７周后开始同步放化疗的 Ｃ组，其局部复发率为
２４．１％，明显高于Ａ组的６．４％及 Ｂ组的６．３％（χ２＝
６．６７２，Ｐ＝０．０３６）；Ｃ组的３年无病生存率明显低于Ａ
组与Ｂ组（χ２＝７．７７４，Ｐ＝０．０２１）。而 Ａ组与 Ｂ组的
无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００３，Ｐ＝
０．９５６）。因此认为，早期高危宫颈癌患者术后同步放
化疗开始的时间是影响其预后的重要因素，术后７周
前开始放化疗较７周后开始放化疗，其３年生存率和
局部复发率均有显著优势。早期高危宫颈癌术后的辅

助治疗是否越早越好呢？本研究将而 Ａ组与 Ｂ组进
行了比较，结果２组的３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８７．１％、
８７．２％（χ２＝０．００３，Ｐ＝０．９５６），局部复发率２组分别
为６．４％、６．３％（χ２＝０．００１，Ｐ＝１），可见Ａ组与Ｂ组，
无论是３年无病生存率还是局部复发率均无显著性差
异；因此，过早开始放化疗并没有更好的生存优势。

３２　早期高危宫颈癌术后不同时间同步放化疗的安
全性　早期高危宫颈癌术后同步放化疗虽然能降低局
部复发率，提高３年无病生存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毒副反应［７，１０］。黄曼妮等［１０］的 Ｍｅｔａ分析中４个
研究结果显示，同步放化疗的放射性膀胱炎、放射形直

肠炎、骨髓抑制的发生率以及胃肠道反应的发生率均

高于放疗组。但术后不同时间同步放化疗的毒副反应

则鲜见报道。本研究资料显示骨髓抑制的发生率３组
无明显差异，且大多为Ⅰ～Ⅱ级，可能与本研究中均于
化疗结束时给予粒细胞刺激因子支持有关。胃肠道反

应的发生率３组无明显差异，但 Ａ组中的不完全性肠

梗阻发生率则明显高于 Ｂ组及 Ｃ组（χ２＝１０．１７，Ｐ＝
０．００４）。认为是否与术后过早开始放化疗有关，术后
过早开始放化疗，此时术后的炎性水肿反应尚未完全

恢复，再加上放射损伤和化学损伤，可能会增加肠粘连

和肠梗阻的机会，因病例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早期高危宫颈癌术后及时给予同步放化疗可降低

局部复发率，提高３年无病生存率，延迟同步放化疗可
能对预后有一定影响；但术后过早开始放化疗并不能

进一步提高疗效，反而可能会增加远期肠道反应。由

于样本不够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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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防治研究·

血清 ＩＬ８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不同时期中的作用
水跃翔

摘要：目的　研究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不同时期的白介素８（ＩＬ８）、中性粒细胞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与
ＣＯＰＤ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在医院收集临床诊断为急性发作期ＣＯＰＤ的患者共１２０例，并在新入院时和经过治
疗后测定血清中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数的水平，同时测定此时正常对照组的水平，并通过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
果　血清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数在急性发作期ＣＯＰＤ患者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同时发现治疗好转
组和治疗恶化组患者血清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数的水平比健康对照组的水平高（Ｐ＜０．０５）。结论　血清中的ＩＬ８、
中性粒细胞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ＩＬ８、中性粒细胞在 ＣＯＰＤ急性加
重期有明显升高，是判断感染的重要指标，指导用药。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血清ＩＬ８；中性粒细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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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发病的
相关原因、致病机制还不十分清楚。ＣＯＰＤ是危害人
体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是一种以进行性气流阻塞为

特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ＣＯＰＤ疾病本身没有发
现存在感染性的因素，认为一些致病菌如病毒、细菌等

只是在疾病发展过程中起加重作用而非致病性的原

因。近年来，国内外 ＣＯＰ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道炎症
方面，特别是针对气道炎症中的细胞因子（如 ＩＬ８等）
作用的研究，但是疏于对于 ＣＯＰＤ预后与细胞因子的
相关性研究。本研究为从ＣＯＰＤ疾病的预后及临床复
查，探讨ＩＬ８、中性粒细胞在整个 ＣＯＰＤ疾病的气道炎
症过程中的作用和预后的相关性。从门诊住院收集的

病例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医院收集的急性发作期

ＣＯＰＤ组的１２０例患者和经过治疗后 ＣＯＰＤ好转缓解
组１０８例、疾病恶化组１２例患者抽取血清进行 ＩＬ８、
中性粒细胞水平测定，以研究 ＣＯＰＤ气道炎症中主要
细胞因子ＩＬ８、中性粒细胞的水平，以便探究 ＣＯＰＤ在
急性感染期、治疗后免疫功能的相应变化，从而为

ＣＯＰＤ防治感染提出新的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取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兰溪市人民医
院临床诊断为急性加重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ＡＥＣＯ
ＰＤ）的患者 １２０例，其中 １８例呼吸衰竭、４０例合并

作者单位：３２１１００浙江省兰溪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肺心病。收集的１２０例患者有７２例男性，４８例女性，
年龄４５～７８岁，平均约为５５．６岁，采集他们的病程最
低１０年限，最长的有４０年病史，平均发病约有２３．８
年；病例均经过临床采集的病史、门诊体检、实验室检

查和胸片Ｘ线等证实，符合 ＣＯＰＤ诊断和治疗的规范
标准［１］。同时按照近３个月内无感染性疾病收集健康
体检人员１２０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中男性８４例，女
性３６例，年龄４０～７７岁，平均约为５３．２岁。２组年
龄、性别构成比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采集血样　根据入院时的要求对急性期
ＣＯＰＤ患者门诊入院的时候收集第一次血样４ｍｌ，在
患者病情稳定好转出院时采集静脉血４ｍｌ，无菌试管
中行血清分离，分离好血清后保存于 －８０℃冰箱；同
时采集１２０例正常对照者血样。
１２２　ＩＬ８的测定　在实验室中采用 ＡＭＥＲＳＣＯ公
司提供的试剂盒，按说明书详细操作，采用ＥＬＩＳＡ抗体
双夹心法对 ＩＬ８水平进行测定，并记录相应数据备
用。

１２３　中性粒细胞的测定　采用ＥＤＴＡＫ２或ＥＤＴＡ
Ｎａ２抗凝，用贝克曼库尔特血细胞自动分析仪进行血
常规检测［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测定的数据整理分析，采用数据
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３．０或者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
分析，２组间样本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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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急性发作期 ＣＯＰＤ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的血清
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水平检测　结果发现１２０例急性发
作期ＣＯＰＤ患者组的血清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水平与１２０
例正常对照组的相比较，急性加重期数值明显升高，经

统计学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急性发作期 ＣＯＰＤ患者与 ＩＬ８、中性粒细
胞的水平具有相关性，详见表１。

表１　急性发作期ＣＯＰＤ患者和正常人群血清ＩＬ８、
中性粒细胞水平

组别 例数 ＩＬ８（ｎｇ／μｌ） 中性粒细胞（×１０９／Ｌ）

急性病例组 １２０ ３．５６７８±０．３２５２ ２．９８７０±０．５８６５
正常对照组 １２０ ２．３７６４±０．１９８７ ０．３２３０±０．１４２４

２２　经过治疗后ＣＯＰＤ好转缓解组、疾病恶化组与正
常对照组血清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水平检测　入院后急
性发作期ＣＯＰＤ患者经过积极抗感染和平喘化痰等治
疗，治疗一段时间后，有１２例患者经过治疗后病情仍
呈现恶化趋势，同时合并院内感染及其他并发症；但是

１０８例ＣＯＰＤ患者呈现好转而出院。在呼吸科对这不
论是１０８例ＣＯＰＤ患者好转还是１２例病情恶化者均
在后期检测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
较，发现经治疗后缓解好转组和治疗后恶化组的血清

ＩＬ８、中性粒细胞的水平跟入院前一样仍旧处于高水
平，经统计分析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
见表２。

表２　ＣＯＰＤ经治疗后的缓解好转组、恶化组与
正常对照组血清ＩＬ８水平检测

组别 例数 ＩＬ８（ｎｇ／μｌ） 中性粒细胞（×１０９）

缓解病例组 １０８ ３．４２５６±０．２３５４ ２．５４７８±０．４８９７
恶化病例组 １２ ６．４６７２±０．４５６２ ５．５４３２±０．８３４５
正常对照组 １２０ ２．３７６４±０．１９８７ ０．３２３０±０．１４２３７

３　讨　论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急剧增加，ＣＯＰＤ患者也
在逐年增加，国内外学者对 ＣＯＰＤ气道炎症研究也越
来越深入，ＣＯＰＤ是一种全身炎症反应性病变，中性粒
细胞的活化和聚集可能是ＣＯＰＤ炎症过程中一个重要
环节，中性粒细胞通过释放组织活性物质及细胞因子

ＩＬ８等破坏肺实质，最终导致肺气流受限。近年来发
现细胞因子白介素８（ＩＬ８）在 ＣＯＰＤ疾病的发生发展
中起到很重要作用［３］。在 ＣＯＰＤ中，ＩＬ８是一种炎性
介质，是细胞趋化因子家族中的一员［４］。ＩＬ８的作用
主要是通过中性粒细胞的激活、趋化而实现，它成为体

内最主要的内源性趋化因子。而中性粒细胞本身又是

ＩＬ８重要来源，在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中相互刺激，使两
者水平均同时上升。故ＩＬ８与中性粒细胞是ＣＯＰＤ急
性加重期的重要细胞因子和炎症细胞。最近研究表

明，ＩＬ８水平在 ＣＯＰＤ患者血、痰中呈现上升趋势，且
与在其中的中性粒细胞数目的具有正相关性，主要

ＣＯＰＤ炎症反应中起作用的细胞就是中性粒细胞［５］，

这与本研究是一致的。

ＤｉＳｔｅｆａｎｏＡ等［６］认为 ＣＯＰＤ患者的发生一直都
伴随着气管炎症反应，经过长期慢性的炎症能够激活

肺泡巨噬细胞，从而发生趋化作用，产生炎性介质如

ＩＬ８等。多项研究表明［７９］，患者的诱导痰、ＢＡＬＦ及肺
组织中前炎因子显著增高。白介素（ＩＬ）８、肿瘤坏死
因子（ＴＮＦ）、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ＭＣＰ）１、干扰素
（ＩＦＮ）７等持续升高。也有学者观察到肺疾病患者血
清中ＩＬ８水平与ＢＡＬＦ中的 ＩＬ８水平同时升高，并与
ＢＡＬＦ中的中性粒细胞数成明显正相关［１０］。本实验研

究的结果显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在入院的急性

发作期、在经过治疗缓解好转或者恶化的各不同阶段

测定血清ＩＬ８、中性粒细胞的结果显示始终处于一个
高水平状态。这说明中性粒细胞在ＣＯＰＤ气道炎症发
生发展的过程中，对 ＩＬ８的反复激活与释放，使发生、
发展局部炎症的程度加剧，造成气道重构和气流阻塞。

它们与ＣＯＰＤ病理生理改变、炎症反应、肺实质破坏等
过程密切相关。

在上述实验研究中，发现１２０例急性发作期ＣＯＰＤ
患者组的血清ＩＬ８水平、中性粒细胞数与１２０例正常
对照组的相比明显升高；入院后急性发作期 ＣＯＰＤ患
者经过积极抗感染和对症治疗等综合治疗后，治疗一

段时间后，发现经治疗后缓解好转组和治疗后恶化组

的血清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数的水平跟入院前一样仍旧
处于高水平；发现 ＣＯＰＤ患者急性发作期细胞因子
ＩＬ８水平、中性粒细胞数明显高于正常水平。这充分
表明ＩＬ８作为一种炎性细胞因子，并且是多源性和内
源性的，在ＣＯＰＤ气道炎症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ＩＬ８、中性粒细胞在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期有明显升高，是
判断感染的重要指标，两者不同水平的变化预测病情

的发展，据此也可指导临床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目前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方面大多采取抗生

素、支气管扩张剂、激素等治疗方案，仅仅局限于对症

治疗上。目前，尚未发现抑制ＩＬ８细胞因子的“靶向”
药物，因此，进一步研究 ＩＬ８的产生及其生物活性，为
研究“靶向”药物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会将成为今后研

究的一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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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Ｎｅｔｒｉｎ１在急性胎儿宫内窘迫胎盘中的表达及其意义研究
彭忠英，钟少平，刘霞，郑秀芬，沈华祥

摘要：目的　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是导致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多系胎盘及脐带因素导致胎儿缺氧所致。通
过检测晚期正常妊娠及急性胎儿宫内窘迫的胎盘表达神经轴突导向因子１（ｎｅｕｒ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ｘｏｎ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１，
Ｎｅｔｒｉｎ１）水平、相应脐带情况及患者娩出新生儿出生状况，从而探讨 Ｎｅｔｒｉｎ１在急性胎儿宫内窘迫中发病的可能
机制。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间剖宫产终止妊娠孕妇共２７例。其中１５例正常足月
妊娠孕妇为对照组，１２例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患者为研究组。检测所有入选病例胎盘中Ｎｅｔｒｉｎ１表达水平，观察２
组胎儿娩出时脐带情况，测定相应新生儿出生体重及出生后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结果　２组患者胎盘 Ｎｅｔｒｉｎ１表
达水平、新生儿出生体重及出生后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未见明显脐带异
常。１２例胎儿宫内窘迫１０例存在脐带绕颈，１例脐带螺旋。１０例脐带绕颈中３例脐带绕颈两周；７例脐带绕颈１
周，脐带绕颈１周新生儿患者中３例存在脐带水肿。但所有娩出胎盘均未见明显异常。与对照组相比，急性胎儿
宫内窘迫组脐带异常明显（Ｐ＜０．０５）。结论　Ｎｅｔｒｉｎ１在急性胎儿宫内窘迫胎盘维持功能过程中作用较小。孕
晚期急性胎儿宫内窘迫发生多因脐带因素所致。

关键词：急性胎儿宫内窘迫；胎盘；脐带；胎盘表达神经轴突导向因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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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ｕｔ１０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ｅｃｋａｎｄｏｎｅｃａｓｅｗｉｔｈ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ｓｐｉｒａｌｉｎａｌｌ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ｆｅ
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ｆｅｔｕｓｏｆｃｏｒｄａｒｏｕｎｄｎｅｃｋｔｗｏｃｉｒｃｌｅｓ，７ｆｅｔｕｓｗｉｔｈａｃｉｒｃｌｅａｒｏｕｎｄｎｅｃｋａｎｄ３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ｅｄｅｍａ
ｏｆｃｏｒｄｉｎｉ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ｏｆ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ａｔｈｉｇｈｅｒｐｏｗｅｒ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ｉｎ
ｔ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Ｎｅｔｒｉｎ１ｍａｙｂｅｐｌａｙａｓｕｂｔｌｅｒｏｌｅｉ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ｉｎｆｅｔａｌ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Ｂｕｔｔｈ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ｍａｙｉｎ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ｕｔｅ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Ｎｅｔｒｉｎ１

　　胎儿宫内窘迫（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是围生儿死亡的首
要原因，它是指胎儿在子宫内因缺氧和酸中毒危及其

健康和生命的综合症状。目前我国剖宫产指征中胎儿

宫内窘迫居首位，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显示，胎儿宫内

窘迫的发生率为２．７％～３８．５％，相差近２０倍，这与诊
断的手段和方法有很大的关系［１２］。

目前对胎儿窘迫，常从生物、物理及生化等方面，

实施产前胎儿监护，预防胎儿宫内死亡或缺氧性脑损

伤。最常用的诊断方法就是非应激试验（ＮＳＴ）。ＮＳＴ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ＫＹＢ
２０９）；浙江省嘉兴市科技局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ＡＹ１０７３
１；２０１２ＡＹ１０７３５；２０１２ＡＹ１０７３６）；嘉兴市生殖与遗
传创新团队专项基金（２０１１）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５１浙江省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嘉兴学院附属妇
儿医院）产科

通讯作者：刘霞，Ｅｍａｉｌ：ｐｅｎｇｚｙｊｘ＠１６３．ｃｏｍ

监测方法是指胎动后胎儿心率的加速，目前临床上常

采用Ｆｉｓｃｈｅｒ评分标准［３４］，当Ｆｉｓｃｈｅｒ评分为高分（８～
１０分）时，一般可判断胎儿宫内情况较好；当评分小于
３分时，需急诊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但临床上亦可见
评分介于两者之间则为“胎监可疑”，特别是予积极吸

氧、“５％葡萄糖注射液５００ｍｌ＋维生素 Ｃ针２ｇ”静滴
等处理后仍为“胎监可疑”的患者，通常都采取进一步

胎儿生物物理评分，如根据评分指标考虑“胎儿窘迫”

尽快终止妊娠，相应地亦导致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鉴于胎儿窘迫主要与有效母胎循环有关，除胎儿

及母体状态影响母胎循环外，有效母胎循环还受到胎

盘、脐带的影响，尤其是胎盘功能在期间发挥重要作

用；血管新生与孕期胎盘功能密切相关，并可能受到血

管新生因子Ｎｅｔｒｉｎ１的影响［５６］。据此我们推断，在胎

儿窘迫的发生过程中，尤其是多次（≥３次／７２ｈ）胎监
可疑患者而积极行吸氧、“５％葡萄糖注射液５０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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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Ｃ针２ｇ”静滴后胎儿宫内情况进一步恶化而
发生胎儿窘迫患者，Ｎｅｔｒｉｎ１是否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等一样，通过血管新生过程来影响胎盘功能，参与了胎

儿宫内窘迫的发生，或期间不再主要依靠血管新生因

子Ｎｅｔｒｉｎ１，而主要依靠脐带等发挥作用？为此，我们
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现汇报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３年９
月３０日在本院行剖宫产终止妊娠的孕妇２７例。所有
入选对象既往无不良妊娠史，无原发性高血压、糖尿

病、慢性肾炎等病史。其中１５例正常足月妊娠组为对
照组，１２例７２ｈ内３次或３次胎监异常患者为研究
组。２组间孕妇年龄、孕龄均无明显差异。胎盘娩出
后立即取胎盘母体面中央组织约１ｃｍ×１ｃｍ×１ｃｍ
大小４份，用ＰＢＳ缓冲液反复冲洗所选胎盘组织３次，
快速置于灭活的冻存管中迅速放置于液氮中保存。

１２　主要试剂　兔抗人 Ｎｅｔｒｉｎ１单克隆抗体购自武
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ＳＤＳＰＡＧＥ凝胶试剂盒
购自武汉谷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ＴＲＩＺＯＬ试剂购自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ＲｅｖｅｒＴｒａＡｃｅα及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ｐｌｕｓ试剂盒购自ＴＯＹＯＢＯ公司，Ｌｉｇｈｔ
ｃｙｃｌｅｒ荧光ＰＣＲ扩增仪来自Ｒｏｃｈｅ公司。其中Ｎｅｔｒｉｎ
１及βａｃｔｉｎ特异性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均由上海生工生
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Ｎｅｔｒｉｎ１、βａｃｔｉｎ特异性引物的核苷酸序列

项目　 Ｎｅｔｒｉｎ１ βａｃｔｉｎ

正义链 ５’ＴＧＧＧＧＣＧＧＴＴＧＴＣＣＴＡＴＴＴＣ３’ ５’ＧＴＴＧＣＧＴＴＡＣＡＣＣＣＴＴＴＣＴＴＧ３’
反义链 ５’ＧＣＣＴＴＧＴＴＧＣＴＴＧＧＣＧＴＧＴ３’ ５’ＣＴＧＣＴＧＴＣＡＣＣＴＴＣＡＣＣＧＴＴ３’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胎盘 Ｎｅｔｒｉｎ１ｍＲＮＡ检测　采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法检测胎盘组织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其
中扩增条件：首轮变性９５℃ ×２ｍｉｎ；变性９５℃ ×１５
ｓ、退火７２℃×３０ｓ、延伸７２℃×４５ｓ，末轮延伸７２℃
×１０ｍｉｎ，共４０个循环。
１３２　胎盘 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水平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检
测　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检测胎盘组织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
表达水平，其中凝胶每孔上样时按每孔加入２０μｇ总
蛋白质进行上样后常规经１２％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转印至
ＰＶＤＦ膜上，并相应加入一抗及二抗 ４℃孵育过夜。
其中一抗兔抗人Ｎｅｔｒｉｎ１单克隆抗体按１∶３００稀释，
一抗鼠抗人βａｃｔｉｎ单克隆抗体按１∶２００稀释。次日
分别加入１∶３０００稀释的羊抗兔及羊抗小鼠 ＩｇＧＨＲＰ
反应后，行化学发光反应，并常规处理获得各条带光密

度值。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实验数据记录采用（ｘ±ｓ）表示，行组间 ｔ检验，
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资料结果　入选本研究所有孕妇均以剖宫

产手术终止妊娠，同时相应病例临床资料如表２所示，
各组间孕妇年龄及胎儿孕龄均无明显差异。且２组间
新生儿出生体重及出生后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亦无明显
差异。

２２　２组胎盘组织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表达情况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结果显示：正常足月妊娠组及胎儿宫内窘迫组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ｍＲＮＡ为１．００±０．００及０．９７±０．００，ｗｅｓｔｅｒｎ
印迹检测２组胎盘组织标本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表达水平
为１．００±０．００及０．９５±０．００，结果表明，２组间 Ｎｅ
ｔｒｉｎ１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
中图１为２组标本中某一次胎盘组织中 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
结果检测图。

表２　入选病例一般临床资料

组别 例数
孕妇年龄

（岁）

胎儿孕龄

（ｄ）
新生儿体重

（ｇ）
Ａｐｇａｒ评分
（１ｍｉｎ）

正常足月妊娠组 １５ ２７．３３±６．１０ ２７５．７３±３０．７８ ３３５６．６７±１８２．９７ ９．６７±０．３８
胎儿宫内窘迫组 １２ ２７．５０±６．０９ ２７７．５０±７６．２７ ３３７１．６７±１８６．９８ ９．７５±０．３９
ｔ值 ０．１７ ０．６４ ０．０９ ０．３５
Ｐ值 ０．８６ ０．５３ ０．９２ ０．７３

　　注：表示一次胎盘组织检测结果，其中正常妊娠为正常足月妊娠
组，胎儿宫内窘迫一、二表示同次检测时２个胎儿宫内窘迫胎盘组织免
疫印迹图。

图１　２组胎盘组织Ｎｅｔｒｉｎ１蛋白结果检测图

３　讨　论
　　胎儿窘迫多发生在妊娠末期，主要与有效母胎循
环有关，其原因多因孕妇全身性疾病或妊娠期特发疾

病引起胎盘功能不全所致。众多研究表明，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患者常存在“胎盘浅着床”，相应导致母胎循

环障碍，期间可能受到 Ｎｅｔｒｉｎ１等血管新生相关因子
的影响［５６］。当子宫胎盘循环受到影响后，胎儿供血供

氧较差，胎儿生长受限，并且胎儿窘迫发生几率相应增

加［７８］。因此，对妊娠期特发疾病等高危患者，如妊娠

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加强胎儿宫内情况监测，能有效检

出胎儿受到缺氧损害与否，实施产前胎儿监护，预防胎

儿宫内死亡或缺氧性脑损伤。

鉴于目前的医疗环境，特别是围产医学，面临更加

严峻的执业环境，因此，临床上相应扩大了产前胎儿监

护等少数可供对胎儿进行无创性诊断的工具。在我

院，常规对所有入院孕 ３４周后孕妇实施无应激试验
（ＮＳＴ），甚至对部分孕３２周患者（如珍贵儿）亦进行了
ＮＳＴ监测。在胎心监护过程中，胎心监护图谱受到胎
儿生理睡眠周期、孕妇心情及进食与否等众多干扰因

素的影响，判断上存在一定困难。至今没有一个统一

的评判标准。同时，操作人员识别图形能力的局限性，

造成结果缺乏可重复性和科学性，影响了对胎儿宫内

健康的判断。甚至对同一份图纸，同一工作人员在得

到胎儿预后可得到两份截然不同的判断结果。再次，

医务人员为避免医疗纠纷也放宽胎儿窘迫的诊断标

准，从而导致以胎儿宫内窘迫为手术指征的剖宫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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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上升。但最终术中结果常表明单纯以 ＮＳＴ结果
判断胎儿宫内窘迫具有较高的假阳性率［９１０］。这在我

们本次研究中亦得到证实，２组新生儿出生后 １ｍｉｎ
Ａｐｇａｒ评分并无明显差异。可能与本次入选病例孕期
产检均未见明显异常，且入院后胎儿宫内窘迫患者主

要表现为急性胎儿宫内窘迫，且本院处理积极有关，但

不排除本研究中纳入样本量偏少所致。

Ｎｅｔｒｉｎ１是一种血管新生相关因子，它能够影响滋
养细胞侵袭行为改变及血管内皮细胞血管新生过程，

参与了胎盘构建过程，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妊娠期

特发性疾病发病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前期我

们研究亦证实Ｎｅｔｒｉｎ１可以调节胎盘部位血管新生等
过程来促进胎儿生长。胎儿生长过程中与胎盘供血、

供氧及充足营养物质供给有关。但胎盘 Ｎｅｔｒｉｎ１表达
下降或过低时，存在胎儿生长受限或新生儿出生体重

偏低［５，１１］。亦有研究证实，胎儿窘迫存在与胎儿生长

受限具备相同机制，均由胎儿宫内缺血缺氧及营养物

质供给缺乏等所致［１０１２］。这在我们本次研究中亦发

现，对照组未见明显脐带、胎盘异常。１２例胎儿宫内
窘迫１０例存在脐带绕颈，１例脐带螺旋。１０例脐带绕
颈中３例脐带绕颈２周；７例脐带绕颈１周，脐带绕颈
１周新生儿患者中３例存在脐带水肿。但所有娩出胎
盘均未见明显异常。据此，我们推断，本研究组中大部

分胎儿宫内窘迫可能与脐带异常有关，相应导致胎儿

急性缺氧。由于此时胎儿娩出时均已足月，胎盘早已

发育完善，相应导致临床上未见明显异常胎盘娩出，并

且两者胎盘Ｎｅｔｒｉｎ１表达未见明显差异。可见脐带因
素在胎儿急性缺氧发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

证实，脐带长度异常、脐带缠绕、脐带扭转、脐带真结、

脐带血肿及脐带附着异常等可导致胎儿急性缺

氧［１３１４］。其中严重脐带异常，如脐带附着异常合并前

置血管破裂，可导致胎儿猝死，并已在我们前期研究中

证实［１５］。脐带真结临床罕见，脐带扭转临床较为常

见，但一般不对胎儿造成较大影响；除非脐带真结拉紧

或脐带扭转严重，导致脐血管血流阻塞，相应胎儿宫内

窘迫或猝死。脐带过长或过短均可因为胎动或先露改

变导致脐带受牵、受压，影响脐带血流，导致胎儿宫内

窘迫。脐带缠绕以脐带绕颈最常见，部分脐带缠绕患

者还可合并脐带长度或管径异常，过长或过细脐带本

身可增加胎儿心脏负担，并可导致脐血管周围华通胶

组织受压水肿；尤其当胎动或先露改变影响脐带血流

造成胎儿心脏负担增加更为明显，这在本研究中亦证

实，脐带绕颈１周新生儿患者中近一半胎儿娩出时存
在脐带水肿。

本研究中证实脐带因素主要参与了胎儿急性缺

氧。亦发现孕早期调控胎盘构建过程的 Ｎｅｔｒｉｎ１及胎
盘因素在胎儿急性缺氧中未起到主要作用，但当胎盘

过小或钙化范围较大等胎盘功能下降时胎儿慢性缺

氧、胎儿宫内窘迫时，是否存在胎盘 Ｎｅｔｒｉｎ１表达水平

异常，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有关工作我们亦正在

进行中。

综上，当胎盘结构完善后，Ｎｅｔｒｉｎ１等血管因子可
能在胎盘维持功能过程中作用较小。孕晚期，孕期产

检无特殊患者非胎盘因素胎儿宫内窘迫多因脐带因素

所致，ＮＳＴ检查能够有效提示胎儿宫内情况，通过积极
处理可达到较好的新生儿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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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ｍｉ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ｌｂｕｍ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ｎｏｎｒｅａｓｓｕｒｉｎｇｆｅｔａｌ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ｔｒａｃ

ｉｎｇ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ＪＭａｔｅｒｎＦｅｔ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Ｍｅｄ，２０１３，２６（５）：５２８５３１．

［１４］　ＢｅｒｎａｄＥＳ，ＣｒａｉｎａＭ，ＴｕｄｏｒＡ，ｅｔａｌ．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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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Ｓ１００Ｂ蛋白在癫痫患儿血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阮学东，叶飞，邢海燕，蒋叶均，郦红

摘要：目的　探讨Ｓ１００Ｂ蛋白在癫痫患儿血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绍兴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２
月—２０１３年３月收治的癫痫患儿２０８例作为病例组，其中全身性发作（ＧＳＥＰ）８７例，部分性发作（ＦＳＥＰ）１２１例。
同期体检健康儿童１３５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正常儿童及癫痫患儿发作后４ｈ和２４ｈ
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结果　正常儿童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呈现偏态分布，与年龄呈负相关；癫痫组患儿发作４ｈ后
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较正常儿显著升高（Ｐ＜０．０５），且ＧＳＥＰ组水平显著高于ＦＳＥＰ组（Ｐ＜０．０５）；癫痫组患儿发
作后２４ｈ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较发作后４ｈ显著下降（Ｐ＜０．０５），高于正常儿童，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ＧＳＥＰ组与ＦＳＥＰ组间差别亦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癫痫发作早期脑损伤明显，严重程度与发
作类型密切相关，但恢复较快。血清Ｓ１００Ｂ可作为判断癫痫患儿神经损伤程度的敏感指标。
关键词：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癫痫；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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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ｐａｒ
ｔｉａｌ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Ｓ１００Ｂ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ｔｔ２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ａｔｔ１（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ｎｅｒ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ｓｅｉｚｕｒｅｓ．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Ｓ１００Ｂｌｅｖｅｌ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ｒ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ｒｕｍＳ１００Ｂｌｅｖｅｌ；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目前脑损伤常用的生化标志物有神经特异性烯醇
化酶、脑型肌酸激酶、髓鞘碱性蛋白及 Ｓ１００Ｂ蛋白，但
前三者均有其局限性［１２］。迄今为止 Ｓ１００Ｂ蛋白被国
内外学者广泛认为是最能反映脑损伤程度及预后的生

化标志物。Ｓ１００Ｂ蛋白主要分布于神经系统中的神经
胶质细胞，以脑组织中含量最丰富。脑组织损伤后，脑

脊液中升高的Ｓ１００Ｂ通过受损的血脑屏障进入血液。
外周血中 Ｓ１００Ｂ蛋白与脑脊液水平相平行［３４］。因

此，血Ｓ１００Ｂ升高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特异及灵
敏的指标，且血中检测较脑脊液测定更方便、更实用，

具可操作性。癫痫为儿科神经系统常见的疾患，不同

类型癫痫发作后及发作早期与中期神经损伤程度究竟

有何差异，正是本文探讨之处。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绍兴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３年３月小儿神经内科收治的癫痫患儿２０８例作为

基金项目：浙江省绍兴市科技局基金（２００３１６７）
作者单位：３１２０００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儿科（阮学东，叶飞，

郦红）；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邢海燕）；绍兴市妇幼

保健院儿内科（蒋叶均）

通讯作者：阮学东，Ｅｍａｉｌ：ｒｘｄ１２６＠１２６．ｃｏｍ

病例组，其中全身性发作（ＧＳＥＰ）８７例，部分性发作
（ＦＳＥＰ）１２１例，男１１２例，女９６例，平均年龄（６．１３±
５．０２）岁。同期绍兴市人民医院及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健康体检儿童１３５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７１例，女６４
例，最小０．２岁，最大１３．７岁。其中０岁 ～＜３岁组
３７例，３岁 ～＜７岁组３３例，７岁 ～＜１１岁组３４例，
１１～１４岁组３１例，平均年龄（５．０９±４．１６）岁。

纳入标准：儿童年龄０～１４周岁；病例组根据按国
际抗癫痫联盟１９８１年癫痫发作分类法结合１９８９年分
类法明确诊断者（不能明确分类病例剔除）；癫痫首次

发作者。

排除标准：①母孕期及出生史异常、围产期疾患；
②严重精神疾患；③先天重大遗传性疾患、染色体异
常；④心血管及内分泌疾患、肿瘤及血液病；⑤皮肤疾
患及肥胖儿；⑥近期有手术、骨折或脑外伤史；⑦取样
前剧烈运动史。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

经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自愿加入该临床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仪器与设备　Ａｎｔｈｏｓ２０１０酶标仪；贝克曼
ＡＵ５４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７０℃ＳＡＮＹＯ超低温冰
箱；安徽中科中佳ＫＤＣ１０４４低速离心机。
１２２　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检测　癫痫患儿分别于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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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４ｈ（２～６ｈ范围）及２４ｈ（２０～２８ｈ范围）抽血，健
康儿童查体时抽取。标本为取外周静脉血２ｍｌ，不抗
凝静置，３０ｍｉｎ内送化验室离心（１５００ｒ×１０ｍｉｎ）取上
清液存于 －７０℃冰箱中保存待检（剔除溶血标本）。
Ｓ１００Ｂ药盒向瑞典ＡＢＳａｎｇｔｅｃＭｅｄｉｃａ公司购入。实验
操作按试剂盒说明进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患儿年龄、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为计量资料，首先进行
正态分布检验，如为正态分布资料采用（ｘ±ｓ）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 ｔ检验；如为非正态分布则采
用中位数及四分位区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或趋势 χ２统
计，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回归分析计算参数间相关性，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正常儿童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分布情况　正常儿童
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呈现偏态分布，随年龄的增大其
水平逐步下降（见图１）。各年龄段儿童血清Ｓ１００Ｂ蛋
白中位数及四分位区间详见表１。
表１　各年龄组正常儿童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ｎｇ／Ｌ）

年龄段 最小值 ２５％ 中位数 ７５％ 最大值

０岁～＜３岁 ３２．９８ ７８．１１ １５３．８０ ５１０．０１ １３２１．１１
３岁～＜７岁 ２４．８７ ５６．３８ ８７．４４ １８１．２１ ５７１．７１
７岁～＜１１岁 １９．０９ ４８．０９ ８１．１９ ２０９．０２ ６６７．０８
１１～１４岁 ８．９０ １６．０１ ３１．９１ ５７．８９ ２６５．８４

２２　癫痫发作４ｈ后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　癫痫组

患儿发作４ｈ后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较正常患儿显著
升高（Ｐ＜０．０５），且 ＧＳＥＰ组显著高于 ＦＳＥＰ组（Ｐ＜
０．０５），见图 ２Ａ；癫痫组患儿发作后 ４ｈ、２４ｈ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中位数及最大、最小值见表２。

图１　各年龄组正常儿童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分布箱式图
表２　癫痫患儿发作不同时点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ｎｇ／Ｌ）

组别
４ｈ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２４ｈ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ＧＳＥＰ ６６．９０ ２９０．０８ ２５６５．４７ ２６．０１ １２３．８７ １２７８．０２
ＦＳＥＰ ４９．０９ １９３．４１ １２４３．９２ １５．８９ １１１．０１ ８５６．０８
正常组 ８．９０ ９６．４０ １３２１．１１ ８．９０ ９６．４０ １３２１．１１

２３　癫痫发作２４ｈ后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　癫痫组
患儿发作后２４ｈ与发作后４ｈ相比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
平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且与正常儿童有差别，ＧＳＥＰ
组与 ＦＳＥＰ组间亦有差别，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图２Ｂ。

　　注：图２Ａ为发作后４ｈ；图２Ｂ为发作后２４ｈ。
图２　癫痫发作不同时点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分布箱式图

３　讨　论
　　１９６５年Ｍｏｏｒｅ等人首次在牛脑组织中发现Ｓ１００Ｂ
蛋白［５］，因该蛋白在中性饱和硫酸铵中１００％溶解而
得名。它是一类分子量较小的 ＥＦ手型酸性钙结合蛋
白［６］，Ｓ１００Ｂ蛋白为一种细胞分泌型蛋白［７］。目前在

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及神经损伤中发现该蛋白的特异性

高表达。近年来的研究显示，Ｓ１００Ｂ蛋白可通过调节
细胞的增值、分化以及通过招募细胞炎性介质来发挥

细胞内外信号的调节功能［４，８］。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癫痫组患儿发作４ｈ后血
清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较正常儿显著升高（Ｐ＜０．０５），且
ＧＳＥＰ组显著高于 ＦＳＥＰ组（Ｐ＜０．０５）；显示 ＧＳＥＰ所

涉及的脑损伤较 ＦＳＥＰ更为严重。癫痫组患儿发作后
２４ｈ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较发作后 ４ｈ显著下降。
Ｓ１００Ｂ蛋白在癫痫发作早期（４ｈ）显著升高，２４ｈ后其
水平明显下降，这与ＥＰ定义（发作性的、突然的、暂时
的脑功能紊乱）吻合，提示 ＥＰ发作后脑损害恢复较
快，这为我们临床实践中合理应用脑功能保护药物的

时机把握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ＥＰ发作后４ｈ、２４ｈ
Ｓ１００Ｂ大于１０００ｎｇ／Ｌ者，分别占１０．９４％、０．９６％，前
者远远高于正常组（０．９５％），后者与正常组相仿，其
中ＥＰ发作中 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超过１０００ｎｇ／Ｌ的７个
病例中，ＧＳＥＰ占６例，ＦＳＥＰ仅占１例，其中有癫痫持
续状态２例，婴儿痉挛症１例，ＬｅｎｎｏｘＧａｓｔａｕｔ综合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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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从上述资料可以说明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可作为 ＥＰ
脑损伤早期敏感指标，并判断脑损害严重程度［９］。由

于Ｓ１００Ｂ生物半衰期仅１～２ｈ，故动态观察可用来判
断病情演变及预后［１０］。但本课题中 Ｓ１００Ｂ蛋白水平
最高值２５６５．４７ｎｇ／Ｌ，为普通全身强直阵挛性大发作，
抽搐时间仅为２～３ｍｉｎ，具体原因是否与抽搐停止后
仍有临床下发作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本研究中还意外发现了正常儿童随着年龄增

加，Ｓ１００Ｂ浓度呈逐渐递减，婴幼儿期处于较高水平，
后下降较快，而到学龄前期至学龄期基本平稳，青春发

育初期又快速下降，由此可认为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浓度
与年龄呈负相关，但相关呈非线性关系，属偏态分布。

因此制定正常儿童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参考值时应考虑到
此因素，病例组研究时建立相匹配的年龄对照组甚为

必要。关于Ｓ１００Ｂ在正常人群中的差异，文献报道不
一［４］。由于Ｓ１００Ｂ种族差异性较大，我们研究中正常
儿童样本偏小，故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人群，以明确国内

正常儿童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的真实分布情况，以利临床
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１］　ＬａｒｉｂｉＳ，ＫａｎｓａｏＪ，ＢｏｒｄｅｒｉｅＤ，ｅｔａｌ．Ｓ１００Ｂｂｌｏｏｄｌｅｖｅ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ｅｘｃｌｕｄ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ｍｉｎｏｒｈｅａｄｉｎｊｕｒｙ：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ＩＣＳ１００Ｆｒｅｎｃｈｓｔｕｄｙ［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２０１３，６（８）：１１０．
［２］　ＷｈｉｔｅＭ，ＦｏｕｌｉｓＡＫ，Ｓｍｉｔｈ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１００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ｉ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ｉｎ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３，１１（３）：２７８２８６．

［３］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Ｆ，ＹａｍａｍｕｒａＳ，ＳｈｉｍａｍｏｔｏＳ，ｅｔａｌ．ＳｕｒａｍｉｎｉｓａＮｏｖｅ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ｏｆＰＰ５ａｎｄＢｉｐｈ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Ｓ１０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Ｐ５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Ｊ］．Ａｐｐ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３，６（３）：２２２９．

［４］　ＬｅｅＴＨ，ＪａｎｇＡＳ，ＰａｒｋＪＳ，ｅ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１００ｃａｌｃｉｕｍ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９ｉｎｓｐｕｔｕｍｏｆ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ｕ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ｓｔｈｍａ＆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１１
（４）：２６８２７５．

［５］　林荣海．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与急性进展性脑梗死相关性研究［Ｊ］．中
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２，１９（８）：１１８６１１８７．

［６］　吴松笛，韩仰东，夏峰．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Ｓ１００Ｂ蛋白动态变化
的临床研究［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０（１０）：１３０８１３１０．

［７］　王克义，董晓巧，俞文华，等．ＨＳＰ７０、ＩＬ１８和Ｓ１００Ｂ水平与脑出血
预后的关系研究［Ｊ］．浙江医学，２０１０，３２（４）：４５７４６０．

［８］　林爱明，徐勇，刘佳骐，等．微创引流结合醒脑静对脑出血患者血
脑屏障指数及Ｓ１００蛋白和神经烯醇化酶的影响［Ｊ］．实用临床医
药杂志，２０１１，１５（２１）：１６１８．

［９］　ＫｅｎｎｅｙＭＫ，ＭａｎｎＭ．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ＣａｒｅｆｏｒＵ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Ｓｅｉｚｕｒ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ＥｐｉｌｅｐｓｙＲｅｓＴｒｅａｔ，２０１３：ｅ８２５８２４．

［１０］　高鹏．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 Ｓ１００Ｂ蛋白检测的临床意义［Ｊ］．中
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０，１７（１６）：２２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０５

（上接第１２１５页）
片等，苦参可以清热燥湿 ，具有抗真菌作用；淫羊藿味

辛、甘，性温，具有祛风除湿、强健筋骨的作用。肤舒止

痒膏可以起到清热燥湿、养血止痒等作用，对于血热风

燥所致的皮肤瘙痒具有较好的疗效。同时，肤舒止痒

膏属于酸性，相比碱性洗涤剂，除表皮油脂膜的作用较

弱，能起到保持皮肤湿润的效果。利用肤舒止痒膏的

弱酸沐浴特性，对儿童ＡＤ患者能起到有效的抗炎、止
痒和润肤作用。

氟芬那酸丁酯软膏作为非甾体类抗炎药物，能够

阻断花生四烯酸生成前列腺素以及白三烯等炎性介

质，从而达到抗炎、止痒的作用。白三烯不仅是重要的

炎性因子，其表达升高与瘙痒密切相关。氟芬那酸丁

酯可通过抑制白三烯生成来达到止痒作用。本研究治

疗组瘙痒评分略低于对照组，但无显著差异，笔者认为

与肤舒止痒膏的作用有关。此外，氟芬那酸丁酯软膏

为油包水基质，可有效防止水分流失，对皮肤血管在皮

炎、湿疹等情况下的通透性增加有抑制作用，进而有助

于皮肤屏障功能的恢复，这对于缓解 ＡＤ症状是十分
有益的。而外用激素使用时间过长则可能加剧皮肤屏

障的破坏。本研究治疗组皮疹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提示氟芬那酸丁酯在控制ＡＤ症状方面优于激素。但
在炎症反应较重、红肿或渗出倾向较为明显时，用药后

可能会出现皮肤局部刺激反应。本次选择无明显糜

烂、渗出和结痂的ＡＤ患者，使用氟芬那酸丁酯联合肤
舒止痒膏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笔者认为，氟芬那

酸丁酯治疗特应性皮炎具有良好前景，值得临床推

广［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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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产科因素致子宫切除１４例临床分析
谢桂芹，崔艳艳

摘要：目的　分析产科因素所致子宫切除术的发生率、手术指征、手术方式、分娩方式、原发病因、诱因及预防。
方法　对妇产科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产科因素所致子宫切除的１４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子宫切除率０．１７％（１４／８２１３）。胎盘因素５０％（７／１４），为子宫切除的主要原因，高于子宫破裂等其它产科因素所
致的子宫切除率；剖宫产子宫切除率０．３３％（１２／３６７８），高于阴道分娩子宫切除率０．０４％（２／４５３５）。结论　胎盘
因素为子宫切除主要因素，子宫切除术是抢救孕产妇重度出血和拯救孕产妇生命的一项重大措施。孕产前预防

保健，产时正确处理，防治产科并发症，降低剖宫产率，可减少子宫切除的发生，提高产科质量。

关键词：产科因素；子宫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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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出血是产妇分娩期的严重并发症，居我国产
妇死亡原因的首位［１］，特别是在边远落后地区，产后出

血引起的死亡占到５０％以上［２］。一旦发生，应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加以阻断，对难以控制并危及产妇生命

的产后出血应适时行子宫切除术。子宫切除术能迅速

切断出血源头，挽救产妇的生命。但同时也给产妇带

来了精神上、心理上不可弥补的损伤。近年来研究认

为，胎盘因素为产时产后出血的主要因素，与频繁妊娠

及反复宫腔操作密切关联。为降低产科子宫切除率，

现对我院５年来因产科因素行子宫切除的１４例患者
临床资料作回顾性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本院分
娩总数８２１３例，因产科因素子宫切除１４例，５例行全
子宫切除，９例行次全子宫切除。年龄２４～３９岁，孕
次１～６次，产次０～２次，孕龄２６＋５周 ～４１＋２周，初产
妇２例，经产妇１２例，多有流产、刮宫及剖宫产史。
１２　子宫切除病因　术前诊断前置胎盘６例，术中见
胎盘早剥，子宫胎盘卒中２例，疤痕子宫破裂２例，剖
宫产术中见合并多发子宫肌瘤及子宫腺肌症伴巨大子

宫腺肌瘤形成各１例，阴道分娩后子宫内翻及顽固性
宫缩乏力各１例。１４例患者离体标本均送病检，术后
病理诊断：前置胎盘伴植入３例，子宫下段切口感染１
例，单纯前置胎盘３例，子宫肌瘤１例，子宫腺肌症伴
腺肌瘤１例，子宫胎盘卒中２例，余均提示间质血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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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血，平滑肌水肿、变性。

１３　出血情况　出血量最少 １８００ｍｌ，多者达 ７０００
ｍｌ，１４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休克症状。
１４　治疗方法　子宫破裂者立即给予修补缝合，合并
肌瘤及腺肌瘤者予以剔除，胎盘早剥及前置胎盘者予

以快速清除胎盘，胎盘剥离面出血者予以缝扎或纱布

压迫止血，宫缩乏力阶段均给以按摩子宫，应用缩宫

素、卡孕拴、欣母沛等宫缩剂，或宫腔填塞、缝扎止血、

结扎子宫血管、介入等治疗无效时，方采取子宫全切或

子宫次全切除术。

２　结　果
２１　发生率　我院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分
娩总数８２１３例，其中行子宫切除 １４例，子宫切除率
０．１７％；剖宫产３６７８例，其中行子宫切除１２例，剖宫
产子宫切除率０．３３％；阴道分娩４５３５例，其中子宫切
除２例，阴道分娩子宫切除率０．０４％。
２２　病理因素　１４例子宫切除患者中，初孕妇仅 １
例，余均有１～５次流产或分娩史。１４例患者均在术
前存在１～５种病理因素，同时或相继起作用而导致子
宫用常规保守方法不能控制的大出血，从而行子宫切

除术。直接导致子宫切除的病理因素为子宫切除指

征。本组１４例子宫切除患者中，６例是前置胎盘，其
中１例为术后７ｄ因子宫下段切口感染致不可控制的
大出血而切除全子宫，另５例系剖宫产术中切除子宫，
其中３例经病理证实为植入性胎盘。胎盘早剥２例，１
例是双胎羊水过多，胎膜早破所致，另一例为孕足月性

生活不当所致。子宫破裂２例，均为疤痕子宫围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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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妥善处理所致。阴道分娩后子宫内翻１例，系医务
人员操作规范所致，阴道分娩后宫缩乏力１例，因子宫
下段持续不收缩，出血多，行全子宫切除术。合并多发

子宫肌瘤及子宫腺肌症伴腺肌瘤形成各１例，系围孕
期保健欠佳所致。１４例子宫切除患者中有９例是疤
痕子宫，并发子痫及子痫前期各１例。
２３　出血及输血情况　术前及术中出血１８００～７０００
ｍｌ，均有不同程度的休克症状，输血１００％，输血总量
１２００～４８００ｍｌ，输血成分包括红细胞、，血浆及冷沉淀
等。

２４　母胎愈后　１３例产妇经对症治疗痊愈出院，均
无席汉氏综合症等并发症，１例因拖延手术时机死亡。
活胎１２例，其中３例新生儿不同程度窒息转儿科治疗
后好转出院。死亡２例（１例是双胎，孕周不足，无生
机儿；另一例因子宫破裂胎死腹中）。

３　讨　论
　　产科子宫切除是治疗围产期一些病理因素所致的
玩固性严重子宫出血，挽救孕产妇生命的一项有效而

又迫不得已的措施和手段。产科出血目前在我国占产

妇死因首位，在各类产妇致死病因中发生率约占４８．
５％［３］。因此，有效阻断产科严重出血，恰到好处地应

用子宫切除术，是提高产科质量的关键，值得临床探

讨。

３１　产科严重出血病因　本组资料显示，产科子宫切
除的主要因素是胎盘因素，也是导致难以控制的产科

子宫出血的首要原因，与北京协和医院的报道［３］相一

致。其中前置胎盘伴或不伴胎盘植入及胎盘早剥是子

宫切除的主要指征，这与国内外报道也一致［４６］。回顾

性分析本组资料，大多为经孕妇及经产妇，均有不同次

数的人流、药流、刮宫等宫腔操作史及剖宫产史。频繁

或不正规宫腔操作及妊娠致子宫内膜甚至肌层损伤
#

出血，继发炎症，内膜修复不全致胎盘粘连
#

前置及植

入。ＫｏｒｅｊｏＲ等［４］也报道，先前剖宫产史是前置胎盘

的主要原因。胎盘前置由于胎盘位于子宫下段，此处

肌层及内膜均较薄弱，收缩能力差，胎盘附着处的血窦

不易闭合而大出血。同时也易导致绒毛穿透内膜侵入

肌层形成胎盘植入，胎盘在胎儿娩出后不能从附着处

的子宫壁上完全剥离，影响子宫收缩而大出血。胎盘

早剥是胎盘在胎儿娩出前部分或全部剥离，内出血严

重，大量积血使宫腔压力升高，血液渗入子宫肌层，子

宫肌纤维变性，失去收缩力，致子宫胎盘卒中，从而大

出血。近年来，由于早恋
#

晚育
#

高龄初产增加等社

会因素，致使剖宫产率快速上升，使再次妊娠子宫破裂

的风险增加，同时瘢痕影响子宫收缩，而致严重出血。

本组资料１４人中有９人有剖宫产史，也足以说明。宫
缩乏力性出血是各种病理因素作用的终末阶段，有全

身性和局部性原因，如慢性全身疾病、产妇体力衰竭、

子宫过度膨胀、子宫肌壁水肿、子宫有炎症或肿瘤、前

置胎盘、胎盘早剥、子宫卒中等。综合以上可看出，导

致子宫严重出血的病因众多，诸因素常同时
#

序贯作

用或交叉促进。

３２　产科子宫切除的价值及时机　子宫切除是产科
严重出血，经保守治疗不能控制，为挽救患者生命而采

取的有效措施。本组资料１４例患者在子宫切除前，均
积极采取各项止血措施，如宫缩剂的应用按摩子宫热

盐水敷结扎子宫血管缝扎止血捆绑式缝合介入等无效

且患者又处于休克状态而采取的次全子宫切除术或全

子宫切除术，有 １３例抢救成功，成功率 ９２．８％（１３／
１４），死亡１例是因延误手术时机。所以视患者出血原
因及出血量，正确评估，果断决定，抓住最佳手术时机，

可挽救产妇和胎儿生命。

３３　手术指征　子宫是孕育胎儿的场所，近年来诸多
研究认为，子宫既是性激素的靶器官，又具有性激素受

体，而且可能还具有防止心血管疾病的某种激素或其

他内分泌功能。子宫的存在是周期性行经赖以进行的

基础。而周期性月经被许多人认为是女人的标志，在

妇女生理和心理上有特定作用。切除子宫不仅会给产

妇带来生理改变和心理上的压力，甚至产后抑郁，有的

还会引发产科医疗纠纷。所以必须严格掌握子宫切除

的手术指征。只有在采取现有的必要的抢救措施无效

且患者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考虑行子宫切除术，并做好

沟通，取得家属的知情同意。

３４　手术方式　产科子宫切除难度和并发症均较非
孕期增加，一般首选子宫次全切除术，原因是时间短，

且可保留子宫血管，避免损伤输尿管，保留宫颈
#

峡部

组织及适当的子宫内膜，术后能维持周期性出血，从而

保留了子宫的部分内分泌功能，同时保留宫颈也保留

了少部分雌激素受体，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但对

于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子宫破裂等累及宫颈者应行全

子宫切除术。本组资料中５例全切，３例是凶险性前
置胎盘，１例是顽固性宫缩乏力，另一例是子宫下段切
口感染。

３５　预防　提高产科质量，降低产科子宫切除率，首
先要积极预防，治疗各种产科严重并发症和合并症。

重视处理围产期严重出血的新技术和新措施的临床推

广应用［７］。笔者认为应加强以下几方面：①重视妇女
各期保健，由于改革开放，人们思维的转变，妇女保健

至少应从青春期开始，避免过早性生活，推广避孕，减

少妊娠次数，避免药流
#

人流，减少宫腔操作，倡导适

龄婚育。②规范孕期管理，及早筛查和处理高危妊娠，
提倡住院分娩，本组资料１例胎盘早剥系孕足月性生
活所致。③加强宣教，倡导阴道分娩，评估阴道分娩可
行性，及时处理各种产科病理因素，严格掌握剖宫产指

征，尤其是初次剖宫产者，从而降低剖宫产率。④充分
准备，对每一例住院孕妇，完善必备检查，正确评估阴

道分娩及剖宫产的风险，与患方充分沟通，取得配合，

完善输液通道
#

备血
#

备齐各种抢救药品及器械，并

制定相关应急预案。⑤不断引进治疗产科严重出血的
新知识

#

新方法，如宫缩乏力性出血的（下转第１３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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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研究·

合谷穴封闭缩宫素预防产后出血临床观察
杨维粹，段崇宏

摘要：目的　探讨合谷穴位封闭缩宫素对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预防效果。方法　选取安徽省泗县人民医院产
科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收住的存在产后子宫收缩乏力高危因素的产妇９２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４６例，观察组（穴位封闭组）初产妇２６例，经产妇２０例，年龄１９～４０岁，孕周３７＋２～４１周，估计胎儿体重
２８００～４２５０ｇ。观察组于胎儿前肩娩出时在产妇左侧或右侧合谷穴位一次性封闭缩宫素１０Ｕ；对照组（肌肉注射
组）初产妇２４例；经产妇２２例，年龄２０～３８岁，孕周３７＋５～４１＋２周，估计胎儿体重２９００～４２００ｇ。对照组于胎儿
前肩娩出时在产妇臀部一次性肌肉注射缩宫素２０Ｕ。观察２组产妇产后子宫收缩情况、胎盘剥离时间和产后２ｈ
内阴道出血量及产后出血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的子宫收缩情况好（有效率８２．６％）、胎盘剥离时间短（３．４±
１．６）ｍｉｎ、产后２ｈ阴道出血量（２１０．２±７０．６）ｍｌ、产后出血发生率（８．７％），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１）。结论　缩宫素合谷穴位封闭能缩短胎盘娩出时间，减少产后出血量，有效预防
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发生，且方法简便易行，明显优于臀部肌肉注射缩宫素，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关键词：缩宫素；合谷封闭；宫缩乏力；产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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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出血是分娩期常见的严重并发症，占分娩总
数的２％～３％，目前仍居我国孕产妇死亡原因的首
位［１］。引起产后出血首要原因是子宫收缩乏力，占产

后出血总数的７０％ ～８０％，大多数发生在产后２ｈ以
内［２］。一旦发生产后出血，必然会对产妇造成一定的

危害，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对存在宫缩乏力性产后出

血高危因素的产妇，产时进行前瞻性干预治疗，如预防

性应用宫缩剂加强子宫收缩是预防产后出血最为核心

且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３４］。为降低产后出血发生率，

我院产科于２０１３年１月开始采用在胎儿前肩娩出时
将缩宫素１０Ｕ一次性注射于产妇的左侧或右侧合谷
穴位，以增强子宫收缩，缩短第３产程（胎盘娩出）时
间，预防产后出血，与同期臀部肌肉注射缩宫素组比

较，效果明显，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我院产科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共收治经
阴分娩产妇３３４３例，选取其中存在宫缩乏力性产后出
血高危因素的产妇９２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４６例。２组产妇均是足月阴道分娩，无头盆不称，无内
外科合并症及并发症。年龄 １９～４０岁，孕周３７＋３～
４１＋２周，估计胎儿体重２８００～４２５０ｇ。初产妇５０例，
经产妇４２例。２组产妇在年龄、孕周、孕产次、胎儿体
重、产后出血高危因素等基础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于胎儿前肩娩出时，立即抽取
缩宫素１０Ｕ于产妇左侧或右侧合谷穴位一次性封闭。
简单取穴方法：合谷穴位于手背第１、２掌骨间，产妇拇
指伸直与食指并拢后的肌肉最高处。持６号针头注射
器抽吸缩宫素１０Ｕ垂直手背平面刺入合谷穴位１．０～
１．５ｃｍ，上下提插，产妇感到手局部有酸、胀、麻感觉后
即一次性注入缩宫素 １０Ｕ。进针深度以不超过患

作者单位：２３４３００安徽省泗县人民医院产科
通讯作者：杨维粹，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ｗｅｉ．ｃｕｉ＠１６３．ｃｏｍ

者皮肤进针点至手掌面皮肤组织厚度的一半为宜。对

照组在胎儿前肩娩出时于产妇臀部一次性肌肉注射缩

宫素２０Ｕ。２组均在胎儿娩出后静脉滴注缩宫素２０
Ｕ。经过上述处理，若仍出现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则
即刻投入产后出血急救流程进行抢救。２组继续给予
同样的产科治疗和护理措施，如吸氧、保暖、按摩子宫、

增加缩宫素用量及其他止血促宫缩药物应用、宫腔填

塞纱布、输血等。

１３　产后出血诊断标准　指胎儿娩出后２４ｈ内阴道
失血量≥５００ｍｌ［５］。测量方法采用容积法 ＋称重法：
胎儿娩出后立即将特制接血盆置于产妇臀下收集血液

至产后２ｈ，然后用量杯测量；产后２ｈ后用计量式产
妇垫测量，前后相减得出的重量按血液比重１．０５换算
成毫升数。

１４　子宫收缩情况评定标准　胎盘娩出后，检查腹部
子宫收缩呈球形、质硬、轮廓清楚、按压子宫阴道流血

少，为子宫收缩好，即有效；反之，子宫质地柔软、轮廓

不清或触不到宫底、按压子宫阴道流血多，为子宫收缩

乏力，即无效。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产妇的第３产程时间、产后
子宫收缩情况、产后２ｈ及产后２４ｈ阴道出血量、宫缩
乏力性产后出血发生率。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和处理。其中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观察组子宫收缩好例数显著多于对照组、宫缩乏
力性产后出血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１。观察组的
第３产程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产后２ｈ及２４ｈ出血
量均少于对照组，见表２。

３　讨　论
　　引起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６］有：精神

过度紧张、恐惧；产程延长或急产；妊娠（下转第１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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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设计
姚有华，潘毅慧，沈芸

摘要：　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可以有效地控制和延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进行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设计，是针对老年人建立一套标准化健康管理程序，从而规范健康管理行

为、降低成本、减少因素干扰、提高服务质量。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设计基本框架应包含执行流程、执行内容、组

成要素等方面，其基本框架分为一级路径和二级路径。一级路径为基本路径，所有健康管理对象都必需经过一级

路径。在完成一级健康管理路径后，管理者将明确该管理对象的主要问题，并将其分配至对应的二级路径。每级

路径都包含基本要素，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职责分工。进行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设计，有助于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服务流程，降低管理难度，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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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已明确列入《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２０１１年版）》。进行老年人健康
管理路径设计，有助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服务流

程，降低管理难度，提高管理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服

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１　什么是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进行全面监测、
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以及对健康危险因素

进行干预的全过程［１］。

相对狭义的健康管理，是指基于健康体检结果，建

立专属健康档案，给出健康状况评估，并有针对性提出

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处方），据此，由专业人士提供

一对一咨询指导和跟踪辅导服务，使服务对象从社会、

心理、环境、营养、运动等多个角度得到全面的健康维

护和保障服务。原卫生部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２０１１年版）》中对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
理规范的要求多是按狭义健康管理的内容进行。

２　健康管理路径设计
　　路径设计借用临床路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概念。
临床路径是应用循证医学证据，综合多学科、多专业主

要临床干预措施所形成的疾病医疗护理计划标准，是

基金项目：上海市闸北区医学科研课题（２０１３ＱＮ０７）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７２上海市闸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通讯作者：姚有华，Ｅｍａｉｌ：ｊａｓｍｉｎｅ＿ｙｙｈ＠１６３．ｃｏｍ

医院管理进一步精细化，逐步深入到单病种管理的体

现。它包含了循证医学理念，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可

操作性的特点，对于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规范诊疗行

为、控制医疗费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借用临床路径的概念，是针

对老年人建立一套标准化健康管理程序，从而达到规

范健康管理行为、降低成本、减少因素干扰、提高服务

质量的目的。

３　健康管理路径设计基本框架
　　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设计应包含执行流程、执行
内容、组成要素等方面。其基本框架分为一级路径和

二级路径。每级路径都包含基本要素，明确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不同医务人员如家庭医生、护

士、公共卫生人员等需承担的具体任务。在完成基本

健康管理路径后，管理者将明确该管理对象的主要问

题，并将管理对象分配至对应的二级路径。

３１　执行流程　老年人健康体检；根据体检结果进行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下一步管理方向；全程质量控

制。

３２　执行内容　包含老年人健康档案，体格检查、化
验结果，评估结果，与患者联系沟通记录栏，责任医务

人员签字确认栏等。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执行过程中

涉及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信息人员等，因此需要

不同专业、不同科室人员间的团结协作。

３３　组成要素　一级路径为基本路径，所有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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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都必需经过一级路径。基本元素包括：①适用对
象；②纳入标准；③体检标准；④体检内容及建立健康
档案；⑤评估体检结果和危险因素；⑥根据评估结果转
向不同的二级管理路径服务。

一级路径对工作人员、工作内容、下一级转向等均

有明确要求。一级路径主要由家庭医生团队承担，包

括家庭医生、护士、公卫医生等。一级路径的具体内容

可按《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规范》的内容进行设
定，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

查和健康指导等。

根据一级路径的结果，不同对象进入不同的二级

路径。如转诊路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路径，

家庭病床路径，社区康复路径等。转诊路径主要由家

庭医生或社区医生承担，转诊至上级医院后由团队成

员或家庭医生助理进行跟踪，直至转回。慢病管理路

径主要针对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按照慢病健康管理

规范由家庭医生团队进行干预。家庭病床路径、社区

康复路径等均由相应专业人员承担。

二级路径基本元素包括：①适用对象：根据一级路
径结果确定。②纳入标准：根据各不同的二级路径标
准纳入。如符合高血压防治指南的对象，纳入高血压

患者管理。需转诊的患者，纳入转诊路径。③干预措
施：由相应二级路径确定。④与基本医疗和其他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协作管理：不同路径间的对象互

转、信息共享等。⑤结果评估：定期进行结果评估，按
照评估结果转向其他路径。

４　讨论
４１　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设计的必要性　老龄化社
会、“未富先老”的矛盾使老年人口的照护和健康问题

越来越突出。老年人已成为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的主

要群体，同时也加剧了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

盾。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
率的３．２倍。同时，慢性疾病将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
进一步上升，年龄每增加 １０岁，慢性病患病率增加
５０％以上。研究显示，人群中处于疾病前期的１％和
患慢性病的１９％的人共用了７０％的医疗卫生费用［２］。

如果只关注疾病人群，只在诊断和治疗方面投资，忽视

各种健康风险因素对健康的８０％人口的损害，疾病人
群必将不断扩大，现有的医疗系统必将不堪重负，社会

生产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健康管理突出预防为主的理念，能够节约资源，降

低疾病经济负担。约３０年前，意识到慢性病会给社会
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欧美国家开始对国民进行健康

管理，对个人或群体的健康风险因素进行全面检测、评

估以及干预，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统计，欧盟各国实

施了干预慢性病危险因子的联合行动后，慢性病死亡

率减少了７７％，慢性病经济负担减少了６０％。
在我国，近年来通过对高血压［３４］、糖尿病［５］、高血

脂［６］等慢性病患者进行健康管理，提高了治疗率和控

制率，患者遵医行为明显提高，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更为

主动，不良生活方式有了明显改变，减少了疾病并发症

的发生。

因此，对老年人进行健康管理，可以及时了解老年

人群的健康状况，控制可能发生疾病的危险因素，帮助

老年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性干预措施，可以成功

地阻断、延缓甚至逆转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实现维

护健康的目的。

我国各地对老年健康管理进行了探索，尤其是原

卫生部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２０１１年
版）》实施后，对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的要求更
为具体。但是目前各地的老年人健康管理还存在不少

问题，如部分健康档案虚假［７］，慢性病管理效果不明

显［８］，忽视了对慢性病高危人群的管理［９］等；基本上

还是以条线管理为主，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不能有效整合等问题。

进行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现存问题。无论是健康老年人还是患者，均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人员根据路径规定的流程提供服

务。路径完成后，专业人员再根据健康管理路径的结

果分析和评价每一例服务对象，按照健康人群、高危人

群、患者分别进行相应的后续管理。在此过程中，健康

档案持续更新，各条线信息充分融合共享，公共卫生服

务和医疗服务信息有效整合，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得

以提高。

４２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的
可行性　原卫生部颁布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２０１１年版）》将为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
理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这意味着该

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常规工

作。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遵循老年人自愿原则，为老

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与此同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的各项公共卫

生服务工作，也越来越重视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如部

分地区已开始试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管理，这与健康

管理“治未病”的理念，低投入、高产出的干预策略不

谋而合。应用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使医务人员能够

有章可循，规范服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有效整合资

源老年人体检信息与疾病信息，加强医疗信息整合，减

少卫生资源浪费。

健康管理师这一职业的出现，也将推进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健康管理服务向纵深发展。２００５年国家设
立了健康管理师职业，成为卫生行业特有国家职业。

健康管理师是从事个体或群体健康的监测、分析、评估

以及健康咨询、指导和危险因素干预等工作的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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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员所从事的信息

收集、监测与风险评估、危险因素干预、健康指导等工

作，与健康管理师工作内容基本重合。今后部分社区

卫生服务专业人员有望转型成为健康管理师。上海市

闵行区个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试点健康管理师职

业［１０］。随着健康管理师职业规范、岗位设置等相关政

策出台，必促使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更加专业和规范，

也使得老年人健康管理路径应用更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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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高血压疾病；疤痕子宫；子宫过度膨胀如双胎、羊水

过多、巨大儿等，这些因素均影响子宫收缩和缩复功

能，致使宫缩乏力，引起产后出血。正常情况下，胎盘

娩出后，子宫肌纤维收缩与缩复作用使宫壁上的胎盘

附着处血窦关闭和血栓形成，出血迅速减少；如果子宫

收缩乏力，胎盘附着处血窦不能关闭，则可发生产后大

出血［７］。且产后出血发生快，来势凶猛，直接危及产妇

的生命安全。因此，要及时发现和识别引起产后出血

的高危因素，做到提前预防和及时准确地采取措施，对

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有着重要意义。

表１　２组产妇宫缩情况、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子宫收缩好 子宫收缩乏力 产后出血发生率

观察组 ４６ ３８（８２．６） ８（１７．４） ４（８．７）
对照组 ４６ ３０（６５．２） １６（３４．８） １０（２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表２　２组产妇第３产程时间、产后２ｈ和２４ｈ出血量
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第３产程
时间（ｍｉｎ）

产后２ｈ
出血量（ｍｌ）

产后２４ｈ
出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４６ ３．４±１．６ ２１０．２±７０．６ ３３７．８±６２．５
对照组 ４６ ６．６±１．８ ２９０．３±８２．４ ４２６．２±１３１．６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传统方法是应用缩宫素肌肉注射或静脉滴注［８］。

缩宫素能直接兴奋子宫平滑肌，加强子宫收缩力和收

缩频率。肌肉注射吸收良好，３～５ｍｉｎ内生效，但作用
维持时间短（２０～３０ｍｉｎ），大剂量应用还会引起血压
下降，甚至水潴留［９］。为减少缩宫素用量，医院产科采

用合谷穴封闭缩宫素法，取得较好效果。合谷穴是手

阳明经原穴，具有理气、行血、调气、催产的作用［１０］。

针刺合谷穴是古代常用的下胎穴位，是历代医家用来

治疗难产的重要方法，至今仍为临床广泛应用。针刺

合谷穴具有延长宫缩持续时间，缩短平均宫缩间歇时

间的作用，可减少缩宫素的使用剂量，增加子宫收缩的

功效［１１］。但单纯针刺合谷穴促使子宫收缩，显效缓

慢，作用弱，本组资料表明，与缩宫素联合应用，可发挥

两者的协同作用（穴位和药物作用），明显加强子宫收

缩，引起胎盘剥离，缩短第３产程，使产后出血量减少，
达到预防产后出血的目的。

缩宫素穴位封闭的优点：胎儿前肩娩出时，此时产

妇尚处于膀胱截石位，臀部肌肉注射操作不方便，注射

部位不易把握。静脉滴注缩宫素操作较复杂，且由于

产妇屏气用力阻碍液体顺利滴入或使针头滑出血管

外。而合谷穴位封闭缩宫素除利用祖国医学的穴位作

用外，且操作方法简便易行，用药剂量少于臀部肌肉注

射，起效快且安全，不失为一种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

后出血的好方法，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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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院内传播防控措施应用研究
邹燕兰，高晓东，胡曦，李苏平，严枫，周守君，曹绿英，朱娟芳

摘要：目的　探讨有效的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在院内传播防控措施。方法　根据临床常规送检微生物培养结
果，对发现的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采取如下院内传播防控措施，①加强监测：由专人负责，每天针对临
床常规微生物培养结果进行目标性监控；②临床干预：以“多重耐药临床通知单”内容进行临床干预，同时展开以
相关患者为中心的培训；③全程监控：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监测到目标菌后，每天观察患者病情，３ｄ后现场
督查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该防控措施持续到连续２个送检标本阴性或出院。结果　在本防控措施实践１７个月期
间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院内传播病例为零。结论　本研究的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院内传播防控措施有效。
关键词：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院内传播；防控措施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６１　Ｒ４４６．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２９２０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ＺＯＵＹａｎｌａｎ，ＧＡＯ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ＨＵＸｉ，ｅｔ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ａｎｃ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９，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ＣＡＭＤＲＯ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ｏｕｔｉｎ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ＭＤＲＯ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ＣＡＭＤＲＯ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①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Ｂ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ｄａｉｌｙｒｏｕｔｉｎｅ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②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ＭＤＲＯｓｎｏｔｉｃ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ｂ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③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ｅｍ
ｂｅｒｓ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ｉｆ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ＣＡＭＤＲＯ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ｂｅ
ｇａ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ＡＭＤＲＯ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ｕｎｔｉｌｄｏｕｂ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ｏｒ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ＣＡＭＤＲＯ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１７ｍｏｎｔｈ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ｓ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ｏｕ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ＡＭＤＲＯ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ＣＡＭＤＲＯｓ）；Ｓｐｒｅａ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多重耐药菌感染目前遍布全球，在社区或医院中
可引起散发、交叉传播，甚至爆发流行［１２］，已经成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值得医院感染管理更重视，因为多重

耐药菌感染患者最后归口必定在医院内治疗。本文就

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在医院治疗过程中采

取的院内传播防控措施开展研究。为期１７个月实践
情况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１３年４月期间，采
用前瞻性目标监测方法，对临床常规送检微生物培养

检出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目标性监测，共

发现相关感染患者２７例。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定义　①多重耐药：对３类或３类以上抗菌药
物（每类中至少有 １种）的获得性（而非天然的）耐
药［３］。②社区相关性多重耐药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ＣＡＭＤＲＯｓ）：从门诊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市，江苏省肿瘤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邹
燕兰，胡曦，李苏平，严枫，周守君，曹绿英，朱娟芳）；

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院感染管
理科（高晓东）

通讯作者：朱娟芳，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ｊｆ１９６７＠１６３．ｃｏｍ

患者或住院患者于入院 ４８ｈ以内分离 到 的
ＭＤＲＯｓ［４］。③医院感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Ｉ）：指住院患者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
期间发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

但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或者入院时已处于潜伏期的感

染。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也属医院感染［５］。

１２２　院内传播防控措施实践　①加强监测：本项目
由医院感染管理专职人员专人负责，每天针对临床常

规微生物室培养结果进行目标性监测。②临床干预：
干预过程中强调以 ＣＡＭＤＲＯｓ感染患者为中心展开
宣教，包括医务人员、保洁人员、病人、家属，以“多重耐

药临床通知单”和“多重耐药临床感控措施督查单”表

１文字内容适时培训。③全程监控：监测到目标菌后，
专职人员第一时间通知临床并干预；３ｄ后再次现场督
查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该防控措施持续到连续２个送
检标本阴性或出院。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ＥＸＣＥＬ统计表，计算均数、构
成比（％）。

２　结　果
２１　检出ＣＡＭＤＲＯｓ感染患者及菌株组成情况　该
防控措施落实期间，检出 ＣＡＭＤＲＯｓ感染患者２７例，
男性１７例，女性１０例，平均年龄５９岁。检出多重耐
药菌共２７株：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

·２９２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ＳＡ）８株，大肠埃希菌５株，肺炎克雷伯菌４株，阴沟肠
杆菌２株，铜绿假单胞菌等８种菌株。

表１　临床干预内容

临床干预 类型 内容

明确责任人 ①管床医师签字 “多重耐药临床通知单”和“督查单”；

②病区护士长签字 “多重耐药临床通知单”和“督查单”；

消毒隔离 ①床边隔离及标识 床头卡和病历卡上注明隔离标识（蓝色）；

②查体用具专用 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等；

③分泌物消毒后处理 引流液、痰液需含氯消毒液消毒后处理；

④环境及物表清洁消毒 通风或空气消毒，物表固定抹布等适时消毒

⑤床上用品及衣物处置 床单衣物入蓝色标识塑料袋外送消毒清洗；

⑥医疗活动顺序 医疗活动安排在病区医疗操作的最后；

⑦防控措施限定时间 持续到连续２个送检标本阴性；
⑧标准预防 分泌物传染性、强调双向性防护、做好隔离；

⑨手卫生 做好２前３后的洗手指征原则；
医疗废物处置 ①锐器盒 锐器放置在锐器盒中；

②投入专用垃圾袋 放置专用标识的黄色垃圾袋中转运箱运输；

③专人收集统一处置 专职人员集中收集后送处置中心处理；

终末处理 ①感染病菌情况交接 转科转院做好相关感染菌情况交接；

②出院 患者出院后做好终末处置；

２２　临床干预落实情况　临床干预落实责任到人，体
现在“通知单”和“督查单”的签名执行率１００％；消毒
隔离９项，首次“通知单”干预目标单元时执行率
１００％，３ｄ后执行率８７．７％。具体见表２。

表１　院内传播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临床干预措施 方法 例数
参考执

行例次

督查执

行例次

执行率或

依从性（％）
明确责任人 通知单签名 ２７ ２７ ２７ １００．００

督查单签名 ２７ ２７ ２７ １００．００
消毒隔离 通知单９项 ２７ ２４３ ２４３ １００．００

督查单９项（发现目标３ｄ后） ２７ ２４３ ２１３ ８７．７０
医疗废物处置３项 ２７ ８１ ８１ １００．００
终末处理２项 ２７ ５４ ５３ ９８．１４

　　注：消毒隔离“通知单”９项执行例次＝２７×９＝２４３。消毒隔离督查
单９项督查结果是执行８项，其他没有完成单项共３次，消毒隔离“督查
单”９项执行例次＝２７×８－３＝２１３。医疗废物处置方面２７患者在３项
内容执行例次以２７×３＝８１表示。终末处理方面２７患者在２项内容执
行例次数以２７×２＝５４表示，其中有一患者在转科过程中没有情况告
知，所以督查执行例次数位５４－１＝５３。

２３　院内传播情况　在目标监测期间，未发现由
ＣＡＭＤＲＯｓ院内传播而引起ＨＡＩ相关病例。

３　讨　论
　　本防控措施干预过程体现了及时性、全面性和连
续性。首先，专职人员监测到目标菌后第一时间通知

临床并落实防控措施；其次，以 ＣＡＭＤＲＯｓ感染患者
为中心防控责任明确到人并开展全方位专项培训；第

三，目标监测持续到该目标２个送检标本阴性或出院。
目标性监控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６］。

本项目监测发现占前４位菌株是 ＭＲＳＡ２９．６２％（８／
２７），大肠埃希菌 １８．５１％（５／２７），肺炎克雷伯菌
１４．８１％（４／２７），阴沟肠杆菌７．４％（２／２７）。这结果是
符合［７８］观点，ＭＲＳＡ按获得场所可分社区相关 ＭＲＳＡ
和医院相关 ＭＲＳＡ，其他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
阴沟肠杆菌均为肠杆菌科，为革兰阴性杆菌，其中大肠

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是最常见的病原体，可导致多重

耐药的社区感染或 ＨＡＩ；所以社区或医院获得多重耐
药菌感染采取的院内传播防控措施同等重要，必须按

规范要求执行［９］。表２责任人签名作用是责任明确到
人，管床医师落实措施并监督，病区护士长作为管理者

更有效将防控措施贯穿到病区日常管理，有利于目标

追溯。同时，消毒隔离９项，“通知单”执行率１００％，
３ｄ后“督查单”执行率８７．７％，其中１２．３％没有执行。
消毒隔离⑥没有执行，但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原因是其
他８项消毒隔离内容与其有互补存在，特别是环境、目
标床单元、查体用具的清洁消毒等互补了其缺项。患

者终末处置管理除１案例在转科时无相关情况告知，
其他均按要求处理，执行率９８．１４％。医疗废物的规
范化处置执行率１００％。

临床干预过程通过宣教强化意识达到措施落实依

从性提高。以 ＣＡＭＤＲＯｓ感染患者为中心展开相关
人员的培训。对医务人员做好消毒隔离、手卫生等

ＨＡＩ预防知识的宣教，对工勤人员开展现场指导，对患
者与家属耐心告知；尤其以“通知单”相关内容的文字

作为宣教内容，随时起到翻阅学习的作用，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１０］。

本研究对临床常规送检微生物培养结果进行

ＣＡＭＤＲＯｓ感染患者目标性监测。整个过程围绕目标
患者加强监测、临床措施干预、全程监控等防控措施，

经过１７个月实践，相同单元（病室和病区）、时间段无
相同菌株检出。监控发现的２７例 ＣＡＭＤＲＯｓ感染患
者均处于散发状态，在全院范围内 ＣＡＭＤＲＯｓ传播而
引起ＨＡＩ病例为零。证明本研究的 ＣＡＭＤＲＯｓ院内
传播防控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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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研究·

社区医院转诊输液的风险与防范措施
花学美，杨芳荣，陈宏平

摘要：目的　分析转诊输液中出现的护理风险因素，规范转诊输液制度和规程，降低转诊输液风险，提高转诊输
液的安全性。方法　采取回归性调查方法，选取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输液室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
份转诊输液患者１２０例作为观察组，２０１２年１—６月份转诊输液患者１２０例作为对照组，其中观察组中１２０例患
者的输液护理均为加强防范措施后进行，观察２组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等，对护理风险进行分析，探讨防范措施
的有效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１２０例中，发生护理不良事件４例，对照组患者１２０例中，发生护理输液不良事件
１８例，观察组患者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做好社区
转诊输液的风险防范，制定相应措施，规范转诊输液手续和程序，可杜绝转诊输液差错事故的发生，降低医疗风

险，确保患者生命安全。

关键词：社区医院；转诊输液；风险防范；输液规程；输液不良事件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７．６１　Ｒ４７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２９４０３

　　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完善，我国已形成功能合理
方便群众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大病上医院，小病到

社区”逐渐成为居民就医新模式［１］。大多数患者在大

医院通过各项检查明确诊断后，为方便起见，患者可以

把从上级医院开具的注射用药带回社区医院行输液治

疗，这就是所称转诊输液。但是转诊输液患者往往具

有年龄跨度大、病种多样、病情复杂多变、用药种类繁

杂、技术要求高、患者随意性强等特点，治疗中给社区

护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风险［２］。静脉输液风险属于医

疗风险的一部分，是指存在于静脉输液过程中的可能

会导致损伤和伤残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可能发生的一切

不安全事件［３］。静脉输液也是一种有创性治疗，操作

中任何环节疏忽都有可能导致各种不良事件的发

生［４］。据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大医院就诊患者增

多，随之而来的是医患护患纠纷也不断增加，其中静脉

输液是发生护患纠纷最多的治疗环节［５］。我院位于市

区人口密集地区，附近有多所大型医院，外带药转诊输

液量呈逐年递增趋势，输液风险必然加大。通过对我

社区医院输液室２０１２年１年转诊输液的调查分析，笔
者认为转诊输液是社区护理风险防范的重点，现将转

诊输液风险及防范措施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输液室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转
诊输液患者１２０例作为观察组，２０１２年１—６月转诊输
液患者 １２０例作为对照组。其中观察组中，男性 ７５
例，女性４５例，年龄２２～９１岁，平均５８．５岁；对照组
中，男性６８例，女性５２例，年龄２３～８８岁，平均５５．５
岁；２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病情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观察组病例心脑血管系

统疾病５１例，呼吸系统疾病 ４８例，其他疾病 ２１例。
对照组病例心脑血管系统疾病 ４５例，呼吸系统疾病
４６例，其他疾病２９例。２组在用外带药方面大多数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６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
学美，杨芳荣）；１００８５１总参军训部北京第六干休所
门诊部（陈宏平）

通讯作者：花学美，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ｘｕｅｍｅｉ２０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是心脑血管系统用药，其次是抗生素，还有少数其他类

用药，２组在用药方面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１２　研究方法　针对２０１２年１—６月对照组转诊输
液１２０例患者回顾性调查，调查１２０例转诊输液患者
输液不良情况，分析我院转诊输液的护理中出现不安

全因素，针对不安全因素加强防范措施，并严格执行。

再次调查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份转诊输液中出现输液不
良情况，对比２组转诊输液护理风险发生的结果，探讨
转诊输液防范措施的有效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通过对对照组和观察组输液不良事件例数的比
较，经过χ２检验，观察组患者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详见表１。

表１　２组转诊输液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输液不良事件例数 发生率（％）

对照组 １２０ １８ １５．００
观察组 １２０ ４ ３．３３

　　２组转诊输液患者中共发生输液不良事件２２例，
其中观察组输液不良事件４例，对照组输液不良事件
１８例，然后进行对比分析转诊输液中存在的一些不安
全因素，分析哪些因素可以通过加强防范措施避免，哪

些可预测、可补救。见表２。
表２　对外带药转诊输液中不安全因素情况调查分析表（例）

组别 输液不良事件 转诊单不完整 药品保存不当 皮试不完整 输液不良反应

对照组 １８ ８ ６ ２ ２
观察组 ４ １ １ １ １

　　经过对２组转诊输液中护理不安全因素比较，有
些因素经过医院加强防范措施严格实行后，护理风险

明显降低，确保了患者输液安全。

３　讨　论
　　２组转诊输液患者中共发生不良事件２２例，其中
观察组输液不良事件 ４例，对照组输液不良事件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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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２组转诊输液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
针对患者疾病谱和本身情况，向上级医院提出一些合

理化建议，本院也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并予以实施。

然后对比２组转诊输液不安全因素（见表２），其中观
察组在转诊单不完整、药品保存不当、皮试不完整和输

液不良反应方面较对照组发生的例数明显降低。从这

些资料可以看出，我院自从加强外带药转诊输液措施

后护理安全系数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外带药尤其抗生

素在社区医院转诊输液的风险还比较高，究其综合原

因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

３１　社区医院转诊输液的不安全因素
３１１　转诊单不完整　上级医院转诊治疗单书写输
液不完整、医生没有签名、字迹模糊、剂量看不清，或未

加盖单位公章，患者就直接带药进社区医院输液。

３１２　药品保存不当　患者缺乏药品保存知识，从大
医院带回药品出现破损、药品漏液、少药、特殊药品未

按规定（如低温、避光）保存出现药品变质等现象。

３１３　皮试不完整　外带抗生素类药，首次输液未在
上级医院进行，或皮试虽已经完成但未在转诊单上书

写皮试结果，或药品批次与首次不同，就直接带药进社

区医院输液。

３１４　社区医院急救设施薄弱　转诊输液模式初形
成，社区输液室外带药品种类增多，易出现各种不良反

应，有时需进行急诊急救处理，而社区护理人员专业知

识缺乏，急救设备不完善，也可带来一定的医疗风险。

针对上述外带药转诊输液中的风险，我院２０１２年
７月针对专门医护人员加强以下防范措施并予以实
施。

３２　社区医院转诊输液的风险防范措施
３２１　加强转诊输液首诊负责制，并严格执行　社区
首诊医生应详细询问患者病情，根据患者提供的上级

医院门诊记录、核对转诊输液单（包括患者姓名、性别、

年龄、药物名称、用法、用量），确定转诊单上是否有医

师签名并加盖上级医院单位公章，是否有皮试结果单，

若是抗菌素首次输液是否在上级医院是执行过；其次

审核药品质量（包括厂家、批号和有效期），以及是否

出现破损、丢失、变质等情况，并询问患者某些特殊药

品是否按特殊规定（如低温、避光）存放等；然后对患

者病情进行身体检查，询问病史及药物过敏史，确定其

病情稳定，方可开具输液单，同时告知患者输液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医、患双方同时在“使用外带药

品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输液室护士接诊时再次详细

核对上述内容，并签字，做到第二次对外带药输液治疗

单的“双查制”和“双把关”。

３２２　加强风险教育，强化风险意识　我院成立了护
理质控和院感控制小组，定期对输液室潜在的输液风

险做出调查分析评估和预测，制定相应的措施。定期

组织护理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院感知识，使护理

人员明确责任和潜在的风险。同时掌握医疗失效模

式，并将风险意识落到实际工作中，对于已经存在的护

理风险，应及时分析原因，总结教训，防微杜渐［６］。平

时还加强相关输液理论、技能和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

加强常规操作和急救技术的培训与考核，尤其是“三

基”知识培训［７］。由于新药的不断问世，我院组织护

理人员学习相关药理知识，掌握新药的药效、不良反应

以及禁忌症，以免在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时能够及时采

取处理措施。

３２３　合理配置人员，加强输液中观察　转诊输液患
者数量越来越多，护理人员相对不足，尤其在输液高峰

期、节假日等时段护理人员更缺乏，我院根据患者的高

峰期，采用弹性排班制，高峰期增派人手［８］。加强高峰

期和节假日等时间段护理人员的投入，在整个输液过

程中，加强巡视，多与患者交流，遇有患者不适，立即处

理，将不安全隐患杜绝在萌芽状态。

３２４　完善急救机制　我院设立专门急诊科和抢救
室，配备完善的急救药品和急救设备，专人管理，定期

检查。定期派出护理骨干外出学习急诊急救知识和技

能，回院后开展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的培训，提高了我

院护理人员急救水平，完善了我院急诊急救机制，以便

能做到随机应变。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疾病谱发生明显改变，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逐年升高，许多需要长期

治疗、护理和康复的患者将从医院到社区［９］。我院开

展外带药转诊输液，一方面，解决了老年人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另一方面，

由于其手续多，问题多，风险多，因此，我社区医院针对

风险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综合措施。经过对比，２０１２年
下半年转诊输液发生护理不良事件率比２０１２年上半
年明显降低，这就说明我院管理措施是有必要且有效

的。加强转诊输液安全隐患的管理与防范，是减少和

杜绝社区医院医疗不良事件及差错发生的重要环节，

也是体现社区医院医疗服务质量的窗口，是减少医患

纠纷，增进医患感情，展示社区医院“六位一体”全科

医疗卫生服务，是社区医院倡导“以病人为中心”医疗

安全的一项长期连续性重要工作［１０］。社区服务中心

作为最普遍、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故有责任为居民提供

更好、更全面的护理服务，因此创新护理服务，要情系

患者，从细微入手，同时不断推进优质护理服务工作开

展，真正让护理人员成为居民健康的守护天使［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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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上海闸北区实施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的 ＳＷＯＴ分析
潘毅慧，王志泉，于晓静，曹海涛，张勤，沈芸，刘登

摘要：中医健康管理是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闸北区作为全国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

理试点地区协作组组长单位，积极探索在高血压患病人群中实施中医健康管理的有效途径，并结合该区实际运用

ＳＷＯＴ分析法深入探讨该区开展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服务的优势、劣势以及所面临机遇和挑战，指出闸北区
具有健全的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扎实的社区中医服务基础、完善的卫生信息系统平台等优势，但也存在中医医师

数相对不足、效果评价体系未建立、居民主动接受度不高等劣势。为确保各地切实有效地落实中医健康管理工

作，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大力支持中医人才队伍建设，闸北区牢牢把握家庭医生制的有利契机，充分发

挥中医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推进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工作。同时，为应对实践过程中缺乏配套措施及文件、

尚未与医保制度衔接、缺乏实践经验指导等挑战，本研究依据 ＳＯ、ＷＯ、ＳＴ、ＷＴ原则为我国制定高血压患者中医
健康管理发展策略提供对策及建议，以期提高社区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效率，扩大服务覆盖面，完善健康管

理方案，促进中医健康管理事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ＳＷＯ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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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２０１１年９月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项目试点工

作，将上海市闸北区定为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试

点地区协助组组长单位之一［１］。依据相关政策及指导

方案，闸北区积极探索在高血压患者人群中实施中医

健康管理的有效途径，并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本

文采用ＳＷＯＴ分析方法深入探讨该社区开展高血压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２
Ｇ０１４Ａ）；上海市闸北区科委卫生重大课题资助项目
（２０１２ｚｄｋｔ０２）；上海市闸北区卫生系统优秀青年人
才培养计划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７２上海市闸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潘毅
慧，曹海涛，沈芸，刘登）；２０００７１上海市闸北区卫生
局（王志泉，张勤）；４７５００４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
护理学院（于晓静）

通讯作者：刘登，Ｅｍａｉｌ：ｚｂｑｇｌｚｘ＠１６３．ｃｏｍ

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服务的主要优势和劣势，以及所面

临的外部机遇和挑战，并结合实际提出有效的对策，为

制定科学有效的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发展策略提

供理论依据，进而促进我国中医健康管理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

１　闸北区实施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的内部优势
１１　健全的公共卫生服务网络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上
海市逐步实现第１轮及第２轮“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３年行动计划”，建立并形成完善的基本公共卫生体
系框架［２］。截止目前，闸北区已完成“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的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布局，并将高血压患者中医

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重要组

成部分。健全的服务网络为闸北区开展中医健康管理

服务提供便利条件，有助于提高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

管理服务效率，扩大服务覆盖人群。２０１２年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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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闸北区高血压患者管理率达到２６．２５％，规范管
理率达到９２．８１％。
１２　扎实的社区中医服务基础　闸北区作为全国首
批社区中医药卫生服务示范区之一，多年的中医实践

工作为其奠定了扎实的社区中医药服务基础。同时，

“１＋３＋３＋９”的“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的建立
和完善极大促进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服务的开展

与推进。目前，全区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所开
列的中医处方数占处方总数的５５．４％，其中６家社区
中医处方比例达到６０％以上，且中药饮片处方比例高
于５％。２０１３年调查结果显示，该社区居民中医药知
识知晓率和满意度分别为９２％和９３％，说明社区中医
药服务已深入民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１３　较高的中医医务人员比例　根据２０１３年６月最
新统计结果，闸北区社区中医医师占社区总医师的

２７％左右，超过上海市基层中医药服务提升工程中要
求的２０％的标准。而且，中医全科医师约占中医医师
的５０％，为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的实践及推广提
供高层次、高质量的中医服务团队。

１４　完善的卫生信息系统平台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克服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瓶颈，发挥卫生信息系统平

台的优势，实现社区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卫

生界的共识［３］。闸北区作为国家级电子健康档案示范

区［４］，建立了以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卫生信息系统，同

时，信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区域内部卫生信息共

享，为社区中医健康管理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技术支撑，

为探索电子健康档案与临床信息互联互通的有效途径

奠定基础。

１５　规范的中医知识技能培训　２０１２年，闸北区开
始探索在社区非中医医务人员（临床医师、公卫医师、

社区护士）中开展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知识与技

能培训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经过系统规范的培训和严

格的考核，受训人员掌握基本的中医健康管理知识与

技能，并与专业中医医师组建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

理团队，共同投入社区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工作，

极大提高服务效率和覆盖率。据了解，高血压患者中

医健康管理率达到７３．０９％，相较于非中医医务人员
投入管理工作前的１５．００％，有了明显的提升。

２　闸北区实施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的内部劣势
２１　中医医师数相对不足　闸北区中医医务人员绝
对数并不高，每万人口中医医师仅有１人，低于上海市
中心城区平均每万人口中医医师１．３３人的标准。这
与闸北区人口总数逐年上升及上海市实施中医医师的

“５＋３”规范化培养进程较慢有一定关系。现有的中
医医师数量远不能满足社区对高血压患病人群进行全

程、有效健康管理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血压

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的顺利开展。

２２　效果评价体系未建立　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
理项目在全国仍处于试行阶段，政府部门并未制定相

关的评价体系。目前中医健康管理工作的绩效考核仍

是延用原有的中医预防保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考核

内容主要集中在服务频次、服务质量及患者满意度３
方面，不能全面系统反映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效

果。此外，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效果未与中医医师的绩

效工资挂钩，不利于中医健康管理工作的落实。

２３　居民主动接受度不高　目前，我国中医健康管理
服务主要以群体性干预为主，患者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这与多数患者对于中医健康管理及其效果缺乏系统的

认知和客观的评价、自我健康管理积极性不高、依赖于

药物治疗有关。闸北区对辖区内９７７名高血压患者的
调查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就医需求和保健需求比较

高，但仅有 ４３．３％患者愿意接受中医健康管理，
１６．９％的患者在社区就诊时主动选择中医门诊。由此
可见，患者对高血压疾病关注的重点仍是如何治疗，对

自我养生、自我管理等重视程度较低，对高血压中医健

康管理主动接受度不高。

２４　卫生信息系统待完善　上海虽已建立了全市卫
生信息网络平台，但各级医疗系统之间并未进行数据

对接，无法实现卫生信息的协同共享。医疗服务机构

与健康管理对象之间缺乏有效的支持保障及协调管理

平台，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平台与基本医疗服务

平台之间也尚未做到信息实时共享，致使有效的卫生

信息不能互联互通，进而导致不同的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及同一医疗机构的不同部门重复采集某个体的卫生

信息。卫生信息系统的这种“烟囱”、“孤岛”弊端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工作的落实与

推广，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３　闸北区实施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的外部机遇
３１　相关政策的支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
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十二五”期

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有关要求，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后勤部卫生部启动实施

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下简称“能力提

升工程”）。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上海市卫生

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结合上海市中医

药事业发展实际情况，根据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中

列出的主要目标和各项任务制定了《关于上海市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实施意见》［沪卫中医

（２０１３）１号］，对上海市开展中医健康管理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同时，该文件在引导中医健康管理行业的发

展方向、保证其良性发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导

监督和质量监控作用。在此基础上，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与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继出台一系列政

策文件，明确规定高血压患者中医辩证分型的诊断标

准及各分型适宜的饮食、药膳、体穴按压等内容，大力

支持各地积极落实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工作。

３２　人才队伍的建设　《关于上海市基层中医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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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工程的实施意见》［沪卫中医（２０１３）１号］及
其他文件中指出：对非中医类别医师和乡村医生开展

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允许其在考核合格后为居民

提供相应的中医药服务；完善中医类别医师纵向、柔性

的人才流动机制，鼓励中医医院的医师在社区进行多

点执业［５］。这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医人才队伍的建

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有利于缓解中医健康管理

专业人才短缺的压力。

３３　家庭医生制的契机　家庭医生制服务是社区卫
生服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家庭医生为辖区内

签约的高血压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时可以

积极传播中医健康管理相关知识，转变个人及家庭对

中医及中医健康管理的认识，从而鼓励高血压患者主

动进行自我健康管理、家属实时有效监督患者进行管

理。同时，家庭医生及时收集高血压患者疾病相关资

料，并将其录入区域健康档案，有利于体检专家和临床

专家之间信息共享，实现健康管理的连续性［６］。作为

上海家庭医生制度首批试点区之一，闸北区积极探索

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工作与家庭医生制的融合途

径，把家庭医生团队作为开展中医健康管理服务的重

要供体，有助于推动社区中医健康管理事业的发展。

３４　中医的独特优势　中医健康管理理念的提出为
开展社区高血压的预防及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思

路和方法。经过多年实践，中医药辨证施治在高血压

治疗及并发症预防控制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显示了

中医药在治疗高血压病方面的独特优势［７］。同时，相

关研究表明，中医适宜技术联合西医临床治疗方法可

以有效地控制高血压患者的病情，提高血压控制的达

标率，减少并发症及终点事件［８］。

４　闸北区实施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的外部挑战
４１　缺乏配套措施及文件　国内关于高血压中医健
康管理服务项目出台的支持政策缺乏相关配套措施，

比如人才队伍的引进及建设、投入机制及保障等政策

并未列出专项内容，现有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及预防保

健经费投入政策尚未明确中医健康管理方面的内容

等。这些不足之处不仅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高

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的积极性，还会影响患者主动

参与中医健康管理的积极性，不利于疾病预防及并发

症控制。

４２　尚未与医保制度衔接　高血压是一种需要长期
治疗的慢性疾病，医疗费用的上涨导致患者更关注与

其费用相关的治疗。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属于事

后经济补偿，医疗报销范围主要涵盖疾病治疗费用［６］，

尚未覆盖养生保健和健康管理服务。当居民接受健康

管理服务时，需要自己出资。我国健康管理服务与医

保报销制度尚未衔接［９］，不利于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

工作的开展及推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健康中国

２０２０”战略目标的实现。
４３　缺乏实践经验的指导　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

家，健康管理事业起步早、发展较好。我国健康管理事

业起步相对较晚，发展缓慢，且中医健康管理属于中国

特色的新生事物，国外尚未见到相关报道。因此，国内

外有关中医健康管理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明显不足。而

且，国内卫生部门及有关专家对于高血压患者中医健

康管理服务的探索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各地实施途径

与干预措施并不统一，管理模式仍不完善，各试点地区

的社区卫生服务水平良莠不齐，导致我国高血压中医

健康管理工作缺乏实践经验的指导。

４４　服务连续性尚难保障　自２００７年起，闸北区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始实施转诊服务，及时将突然发生

病情变化或合并其他严重病症的高血压患者转诊到上

级医疗机构。但是，社区的健康档案及诊疗信息与上

级医院的信息平台并未实现有效衔接与互通，造成高

血压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连续性中断。

４５　社会参与积极性不高　我国高血压中医健康管
理模式及服务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尽管中医健康管

理服务项目受到居民的普遍好评，但由于社会效益产

生的滞后性，加上此服务项目仅有各地卫生局牵头，相

关部门及其它社会组织参与度并不高，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服务模式的深入发展。

５　政策建议
５１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出台配套文件　政府部门应
充分发挥自身主导作用，完善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

理相关政策，引导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事业良性发展。

同时，建议出台一系列加强中医人才队伍建设的支撑

政策，加大引进力度，培训现有人才，尤其是增加一些

对非中医人员参与中医健康管理培训的鼓励政策。此

外，我国社区中医健康管理费用主要来源于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投入或中医专项资金的小部分。建议政府建

立社区中医健康管理的持续性投入机制，加大资金投

入和硬件支持。

５２　完善信息系统结构，提供技术支撑　建议按照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的卫生信息化建设

“３５２１工程”总体框架的要求，全力推进市、区两级卫
生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居民个人及家庭健康档案的

区域互联和动态管理。同时，以区域内现有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软件为基础，增加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

理板块，对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提供信息化支撑，提供管

理效率，缓解人才紧缺压力，保障服务连续性。

５３　建立绩效考核机制，提升服务效率　建议有关部
门及学者开展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效果评价研

究，并积极探索中医健康管理效果与绩效工资挂钩的

激励机制。政府部门可根据效果评价体系开展针对性

地督导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发现潜在问题、规范服务

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进而提高管理团队整体的服务积

极性和服务质量。

５４　利用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综合管理　利用家庭医
生团队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健康管理服 （下转第１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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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合肥市大学生对甲型 Ｈ７Ｎ９禽流感 ＫＡＰ调查
陈士民，陈士影，冯林娟，秦康，武松

摘要：目的　研究医学生与非医学生之间对甲型Ｈ７Ｎ９禽流感认知、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差异性，为在学校中开展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知识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在合肥市某２所大学随机分层整群抽取１～３年级医学与非医学
生共５５０名。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通过 χ２检验进行比较。结果　在“病毒来源”、“病毒灭活温
度”及“传播方式”的医学生的正确回答率分别为：２７．７％、５．５％、２３．８％，非医学生的正确回答率分别为：
１２．５％、１．４％、１８．０％。医学生和非医学生对此次禽流感感到轻微的害怕率分别为：５０．２％、６２．７％，二者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４）。大学生中已采取的预防措施答题率均低于５０％。结论　大学生对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
科学认知度偏低，医学生在对禽流感的正确认识、态度及采取的预防措施方面较非医学生好。因此，相关部门及

学校需要适度的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大学生对疫情的认知度及采取科学的防控措施。

关键词：Ｈ７Ｎ９；禽流感；大学生；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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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ｆＨ７Ｎ９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ｗｅ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５５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ｙｅａｒ）ｆｒｏｍ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ｓｅｌｆ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ｔｈｅ
χ２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ｖｉｒｕｓ，ｔｈｅｖｉｒｕｓ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
ｓｗｅｒｒａｔ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２７．７％，５．５％ ａｎｄ２３．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ｆ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１２．５％，１．４％
ａｎｄ１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ａ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ｔｈｅａｖ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ｗａｓ５０．２％ 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
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６２．７％ ｉｎ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０４）．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ｏｈａｄｔａｋｅ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ｎ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Ｈ７Ｎ９ｖｉｒｕｓｗａｓｌｏｗ．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ｓｈｏｗｅｄｗｅｌ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
ｔｈｅ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ｍａｋ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ｌｅｖ
ｅｌ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ａｎｄｔ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ｖ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Ｈ７Ｎ９ｖｉｒｕ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是一种新型禽流感，是全球首次
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１］。自２０１３年２月以来，华东
地区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先后发生不明原

因重症肺炎病例，绝大多数患者曾有活禽鸟接触史，经

病原体分离鉴定后，于 ３月 ３１日将其确诊为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ａｖ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ｖｉｒｕｓ，ＡＩＶ），截止到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共确诊病例７７例，死亡１６例［２］。面

对出现的疫情，现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一个对此疫情的

基本知识情况的一个调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在安徽省合肥市医学与非医学专业
本科院校各一所，取１～３年级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
象。

１２　调查方法和内容　调查方法：在２所大学采用随
机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１～３年级医学与非医学
生共５５０名。采用自制调查表，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

基金项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１００４０６０６Ｑ３８）；安徽省优秀青
年教师基金项目（２００９ＳＱＲＺ１１９）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８合肥市，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学院
通讯作者：武松，Ｅｍａｉｌ：ｊｓｗｕ１６７＠１２６．ｃｏｍ

现场发放，由学生采用匿名方式填写完成，当场回收。

调查前，调查员首先说明本次调查的意义，并强调问卷

填写的注意事项等。

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一般情况、对 Ｈ７Ｎ９型禽
流感知识的认知情况、行为态度等。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用 Ｅｘｃｅｌ录入相关的调查数据，运
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析。率、构成比比
较采用χ２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在校大学生对Ｈ７Ｎ９型禽流感相关知识、态度及
相关行为现状　本次共调查３个年级共５５０人，收回
有效问卷５３０份，有效回收率９６．３％。其中，一年级
２０６人，二年级２２１人，三年级１０３人；医学生２３５人，
非医学生２９５人。在校大学生对Ｈ７Ｎ９型禽流感相关
知识、态度及相关行为现状具体见表１与表２。
２２　对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病原学及传染病学认识　医
学生和非医学生对禽流感各个知识点的正确回答率均

较低。尤其两者在病毒来源、病毒灭活温度、易感人

群、传染因素和传染途径上的认知较差，均小于４０％。
在“潜伏期在 ７天以内”的问题上答对率均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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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答对率分别为：５５．３％、
２４．７％，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患者
症状问题上，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答对率分别为：

８１．７％、２８．１％，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０）。医学与非医学专业仅在判断 Ｈ７Ｎ９是病毒二

者正确答题率相对比较高，分别为８８．９％、７７．６％，二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在回答“所有人
类的流感病毒都可以引起禽类流感”的问题时，医学与

非医学正确回答率均约７０％左右，但二者无明显统计
学差异。具体见表１。

表１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Ｈ７Ｎ９禽流感的认知情况答对人数（ｎ，％）

组别 例数
病毒来自

鸡鸭鸽子

病毒属

于甲型

病毒６５℃３０ｍｉｎ或
１００℃２ｍｉｎ可以灭活

潜伏期在

７ｄ以内
会出现发热、咳嗽、呼吸道不适

伴头身酸痛、无力的症状

从事禽类宰杀、贩运、烹饪的人员或与禽类及

禽产品密切接触的人群易被病毒感染

医学生 ２３５ ６５（２７．７） １７１（７２．８） １３（５．５） １３０（５５．３） １９２（８１．７） ８６（３６．６）
非医学生 ２９５ ３７（１２．５） １４６（４９．５） ４（１．４） ７３（２４．７） ８３（２８．１） ４３（１４．６）
χ２值 １９．２３４ ２９．４７７ ７．３４７ ５１．７３８ １５０．３４２ ３４．４３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组别 例数
Ｈ７Ｎ９是否
为病毒

主要通过呼吸道和

接触病毒传染

传染可能与生活水品、人口流动、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气候、地理、文化水平因素有关

传染目前是物与

人之间的传播

所有人类的流感病毒

都可以引起禽类流感

医学生 ２３５ ２０９（８８．９） ５６（２３．８） ８（３．４） １５７（６６．８） １６９（７１．９）
非医学生 ２９５ ２２９（７７．６） ５３（１８．０） ３（１．０） １６８（５６．９） １９０（６４．４）
χ２值 １９．７９８ ２．７５３ ３．６６８ ５．５５３ ３．５８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６７

２３　对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的态度及产生的相关行为变
化　对禽流感的态度情况：大学生对 Ｈ７Ｎ９禽流感的
关注程度相对较高。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比例分别为

８６．０％和 ８５．５％，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９４９）。Ｈ７Ｎ９型禽流感到来时，占总体人数的５７．２％
的同学感到轻微害怕，医学生与非医学生选择害怕率

分别为：５０．２％、６２．７％，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４）。具体见表２。

由禽流感产生的相关行为变化：甲型 Ｈ７Ｎ９禽流

感的到来引起大学生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发生明显变

化。９１．９％的医学生和８８．８％的非医学生选择尽可能
减少与禽类不必要的接触；“加强室内空气流通”的行

为上，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实施率分别为：４９．４％、
２０．０％，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关于
“煮熟之后的家禽及相关肉类产品均可以食用”问题的

选择率比较低，医学生仅１９．１％，非医学生８．１％，二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具体见表２。

表２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Ｈ７Ｎ９禽流感的态度及产生的相关行为情况选择人数（ｎ，％）

组别 例数 关注Ｈ７Ｎ９禽流感
对此次禽流感

无所谓 轻微害怕 恐慌 其他

家禽相关肉类产品

煮熟之后均可吃
轻微害怕

医学生 ２３５ ２０２（８６．０） ８６（３６．６） １１８（５０．２） ７（３．０） ２４（１０．２） ４５（１９．１） １１８（５０．２）
非医学生 ２９５ ２５３（８５．８） ６７（２２．７） １８５（６２．７） ２３（７．８） ２０（６．８） ２４（８．１） １８５（６２．７）
χ２值 ０．００４ ８．３４６ １４．０１１ ８．３４６
Ｐ值 ０．９４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组别 例数
实际生活中对此次禽流感已采取的科学预防措施

戴口罩 加强室内空气流通 尽可能减少与禽类不必要的接触ａ 勤洗手 其他

医学生 ２３５ ４４（１８．７） １１６（４９．４） ２１６（９１．９） ４６（１９．６） １４（６．０）
非医学生 ２９５ ２３（７．８） ５９（２０．０） ２６２（８８．８） ２４（８．１） １８（６．０）
χ２值 １４．１４１ ５０．９８７ １．４２２ １４．９３１ ０．０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４５

　　注：ａ代表不前往观鸟园、农场、街市或到公园活动、不喂饲白鸽或野鸟、远离家禽分泌物等。

３　讨　论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是由 Ｈ７Ｎ９亚型禽流感病毒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３］。尽管目前禽感病毒在人

与人之间传播与流行的概率极小［４］，但现实已表明，禽

流感病毒已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间接威胁。在以往对

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大学生禽流感ＫＡＰｓ的研究中，
发现其对禽流感的认知程度偏低［５］，与此次调查相一

致，但也有报告认为医学生对禽流感的认知情况令人

满意［６］。

本次对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禽流感的认知调查结果

并不令人乐观，医学生与非医学生之间对各个禽流感

知识点答对率虽各有所长，但总体答对率均不太高，均

在某些关键知识上有所欠缺。例如在“病毒来自鸡鸭

鸽子”［７］，“病毒的灭菌温度”，“高危易感人群”，“传染

方式”［８］等问题的回答上均低于４０％；同时，这一现象
反映出大学生对于禽流感的病原学知识的了解是十分

有限，可能是与学校的宣教力度不够有一定的相关联

性，比如宣传材料的知识普及方面，校园广播知识的宣

传时间段、大字报专栏不够醒目、海报张贴在不够密集

的学生群体等等，均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又或者是禽流

感知识讲座的开展力度不够。医学与非医学专业学生

对Ｈ７Ｎ９禽流感的关注程度均在８５％以上，在“尽可能
减少与禽类的接触”问题上，人数选择率均高达９０％
左右；同时在“Ｈ７Ｎ９禽流感属于甲型”问题二者正确
答题率均较高，回答率为８０％左右；在判断Ｈ７Ｎ９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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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９］二者正确答题率相对比较高，分别为 ８８．９％、
７７．６％，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以及在
回答“所有人类的流感病毒都可以引起禽类流感”［９］

的问题时，医学生与非医学生正确回答率均在７０％左
右；以上现象表明无论是医学生还是非医学生对于一

定时期的名为甲型 Ｈ７Ｎ９禽流感的概念记忆深刻，可
能与电视、广播、网络等大众传媒频繁的出现在学生的

脑海，加深了记忆，并且是大学生易于接受和接触到的

途径有一定的关系。

以上现象总体反映出大学生禽流感知识的获取不

全面，在医学与非医学专业课程设置上针对禽流感的

内容有所缺失。因此，不论医学还是非医学院校，我们

强烈建议提高禽流感知识的专业教育，采取将相关知

识编入教科书、举行讲座或开设特殊课程等方式，提高

大学生的禽流感认知水平［１０］；此外，学校可以构建一

个学生易于及乐于接受、接触的方式进行流行病学知

识的宣教，比如网络，这种新兴大众传媒方式进行宣

传。

总体上看，大学生对禽流感的关注度较高，在８５％
以上，但科学认识不足，７．８％的非医学专业学生存在
害怕恐慌心理，约６０％的大学生对 Ｈ７Ｎ９型禽流感有
轻微害怕，在采取预防措施方面实施力度不强，可以认

为大学生的自我防护流行病意识比较差，还尚未形成

一个自我预防疾病的体系。大学生易于因禽流感而改

变饮食习惯，相应的在饮食结构上发生明显的变化，比

如在“煮熟后的家禽及相关肉类产品均可吃”的问题

上，医学生、非医学生正确回答率分别为１９．１％、８．１％
（Ｐ＜０．００１），可以认为此次疫情对大学生在家禽及相
关肉类产品饮食方面产生影响，且对非医学生的影响

比医学生偏大；“加强室内空气流通”的问题选择率，医

学生多于非医学生（Ｐ＜０．００１）。由以上现象可见，非
医学生比医学生在对甲型 Ｈ７Ｎ９禽流感具有更明显害
怕的心理，同时对禽流感缺乏科学的认识，在采取科学

预防措施方面较医学生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可

能与医学专业背景有关。

因此，这就是需要通过针对不同的专业，采取差异

化宣教措施，在开展健康宣传［１１］时，要有针对性地采

用简单、生动、易懂、好记的宣传方式和内容，提高对医

学和非医学生的宣传效果，才能促进整个大学生群体

禽流感认知水平的提高和我国防控策略在其中的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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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浙江省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现状调查
与学历层次需求的探讨

朱建华

摘要：乡镇卫生院是设立在乡镇的具有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工作的综合性卫生机构，主要承担农村居民基本医

疗和预防保健任务，也是我国“三级预防保健系统”网的网底，因此，乡镇卫生院人才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工作的开展以及我国广大农村居民能否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也直接关

系到我国能否解决广大居民的“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乡镇卫生院人才的技术水平素质状况影响到我国能

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所以，乡镇卫生院卫技人才学历层次的定位，是关系

到乡镇卫生院的发展以及服务对象需求和卫技人员的人才培养，也关系到政府对高等医学院校的发展规划、招生

计划的确定，高等医学院校的培养计划和教学计划制订的科学性、选用教材的适用性以及教学方式的合理性。乡

镇卫生院卫技人才学历层次的定位的研究，将对医学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乡镇卫生院；卫生人才；现状分析；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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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ｉｎ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ｗｉｌｌｂｅｏｆ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ｎｄｌａｓｔ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ｅｍａｎｄ

　　乡镇卫生院是设立在乡镇的具有基本医疗和预防
保健工作的综合性卫生机构，主要承担农村的基本医

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任务，也是我国“三级预防保健系

统”网的网底，其服务的对象是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

村居民，因此，乡镇卫生院人才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

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工作的开

展以及我国广大农村居民能否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

也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解决广大居民的“看病难”和

“看病贵”的问题，乡镇卫生院人才的技术水平严重影

响着我国能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人享有卫

生保健”的目标。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国家对乡镇卫生

院的重视不够，资金投入不充分、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以

及医疗体制比较僵化等原因，使得乡镇卫生院人才广

泛存在卫生人才匮乏、专业技术水平薄弱、基本医疗设

备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乡镇卫生院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建设越来越重

视，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使得我国乡镇卫生院人才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人

力资源的改善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管辖的经常变

动和农村卫生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国家对农村卫生人才

基金项目：浙江省卫生厅课题（２００９Ｂ００５）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３杭州市，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学学院

的政策影响，仍然力度不够。为贯彻落实卫生部等五

部委颁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的意见》，浙江省卫生厅设置了《农村卫生技术人才培

养需求和学历层次的研究》课题，旨在了解我省乡镇医

疗系统卫生人才配置情况，明确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努

力方向，使得我省乡镇的卫生人才结构趋向合理，争取

早日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社区卫生服务目标。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０年浙江省卫生年鉴显示，有乡
镇卫生院１５０８所。为了保证乡镇卫生院调查的科学
性，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山区海岛、平原水乡等因素，采

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我省１４个县（市）的１７６家
乡镇卫生院进行调研，并确定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为调
查数据的统一截止时间。

１２　调查范围及方法［１２］

１２１　资料收集方法　利用浙江省乡村医生培训管
理网络系统，向随机抽取的１７６家乡镇卫生院直属上
级卫生行政部门（县卫生局）发放本次研究方案并进

行培训，由县卫生局（乡村医生培训辅导站）工作人员

对随机抽取的乡镇卫生院进行调查，并填写问卷，汇总

后上报给省级课题组，省级课题组进行统一数据甄别、

录入与数据管理。

·２０３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１２２　调查内容［３］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
实用性，根据国家对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配置

和我省现有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结构，以及我

省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学历层次现状，在征求

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确定乡镇卫生院的调查项目

如下：①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和面向社会的
服务人数。②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临床技术人员、防
保技术人员、护理技术人员、影像技术人员、检验技术

人员、药学技术人员）的分类人数。③各专业卫生技术
人员学历层次人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科学

历、专科学历、中专学历、无学历）和取得学历的途径

（全日制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电视大

学）。④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技术职务层次人数（主
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医师、医士）和年龄结

构（５５岁及以上、４５～５４岁、３５～４４岁、２５～３４岁、２４
岁及以下）。⑤乡镇卫生院所需各类专业卫生技术人
员的学历层次。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由课题组对所有收集的调查表进
行甄别、汇总，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
的录入与分析，采用构成比来计算各类指标的构成。

采用 χ２检验进行多组率的比较，采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进
行率的两两比较。

２　结　果
２１　乡村卫生院的基本状况　调查的１７６家乡镇卫
生院总有卫生技术人员６５３０名，平均每家乡镇卫生院
３７．１名（最大的乡镇卫生院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２２名，
最小的乡镇卫生院只有卫生技术人员６名），１７６家乡
镇卫生院面向社会服务的农村居民（常住人口和临时

人口）４９４７９４９人，平均每家乡镇卫生院面向社会服
务的农村居民（常住人口和临时人口）２８１１３．３
人［４６］。

根据统计年鉴［７］显示，东部地区每千人口医疗机

构数为０．６７，而本次研究显示每千人口医疗机构数为
０．０３６，远小于东部地区的数据，提示浙江省每千人口
医疗机构数较少。

２２　各专业技术人员的分类人数　本次调查的１７６
家乡镇卫生院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６５３０名，各专业技术
人员的分类构成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专业技术人员的分类及人数构成情况

专业技术人员类别 人数 构成比（％） 每千人口卫生人员数

临床 ３５７１ ５４．６８
防保 ４０４ ６．１８
护理

影像

１２９４
２１６

１９．８２
３．３１

１．３２

检验 ３２７ ５．０１
药学 ７５４ １１．００

２３　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学历层次人数和取得学历
的途径　调查的６５３０名卫生人员中，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 １１名，占 ０．１７％；本科学历 １０９９名，占
１６．８３％；大专学历 ３１３６名，占 ４８．０２％；中专学历
１７３２名，占２６．５２％；无学历５５２名，占８．４５％。其构
成比的比较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卫技人员中学历的构成比示意图
　　通过全日制教育取得学历的医技人员２９０５名，占
４４．４９％；通过成人教育取得学历的医技人员３６２５名，
占５５．５１％，可见我省乡镇卫生院取得学历的途径大
多为成人教育。

２４　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技术职称层次人数和年龄
结构　见表２～３。由表２可以看出，我省乡镇卫生院
主治医（护、技、药）师和医（护、技、药）师所占比例较

大，而主任医（护、技、药）所占比例及其微小，提示我

们应加强高端人才的引进。而我省医技人员的年龄大

多为３５～５４岁的青壮年，后备力量充足，应加强这些
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得整体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增

高［４６］。

表２　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技术职称层次人数及构成比

技术人员职称 人数 构成比（％）

主任医（护、技、药）师 ４３ ０．６５
副主任医（护、技、药）师 １１６ １．７８
主治医（护、技、药）师 １５１１ ２３．１４
医（护、技、药）师 ２１６０ ３３．０８
医（护、技、药）士 ２７００ ４１．３５

表３　各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各年龄段人数及构成比

技术人员年龄段 人数 构成比（％）

５５岁及以上 ４６８ ７．１７
４５～５４岁 ８８３ １３．５２
３５～４４岁 ２０４９ ３１．３８
２５～３４岁 ２６９７ ４１．３０
２４岁及以下 ４３３ ６．６３

　　各年龄组职称的分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年龄越
大，主任医（护、技、药）师的人数越多，见表４。将各组
分布采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进行两两比较显示，主任与副主
任的年龄分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主任与主治医、医

师、医士的年龄分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２５　乡镇卫生院各专业技术人员学历层次的需求　
见表５。可见１７６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历层
次需求，临床技术人员的学历需求。以本科毕业人员

为主，占５９．５７％；专科毕业人员其次，占３６．１７％。其
余的防保、护理、影像、检验、药学以专科学历为主，均

占７０％左右，本科学历只占３０％左右。
３　讨　论
３１　我省乡镇卫生院每千人口卫技人员数较少，应适
当补充医学生［８９］　本次研究发现，我省的乡镇卫生院
千人口卫技人员偏少，要采取措施，增加卫技人员的数

量，在人员要考虑到现状和长远发展，临床专业以本科

毕业生为主，其他专业以专科毕业生为（下转第１３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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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呼吸道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及耐药现状
刘东华，胡艳华

摘要：目的　了解孝感市中心医院儿童呼吸道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现状及耐药性。方法　对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门诊及住院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呼吸道标本进行细菌培养、菌种鉴定及药敏试验，并对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３５７３例呼吸道感染患儿共分离出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１０５株：氨苄西林对产 β内酰胺酶
的ＮＴＨｉ检出率为２７．６０％，３年产酶率依次为２０．８％（５／２４）、２４．２％（８／３３）、３３．３％（１６／４８）；ＮＴＨｉ对氯霉素、复
方磺胺甲唑的耐药率较高，分别为１６．１９％、４４．７６％，而对阿奇霉素，二、三代头孢菌素及其复合制剂的敏感性
均较高。结论　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的分离率、产酶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耐药形势较为严峻，应引起临床高
度重视。治疗以阿奇霉素，二、三代头孢菌素及其复合制剂为首选。

关键词：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现状；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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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０％，ｅｎｚｙ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２０．８％（５／２４），２４．２％（８／３３），３３．３％（１６／４８），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ｔｏｃｈｌｏｒａｍ
ｐｈｅｎｉｃｏｌ，ｃｏｔｒｉｍｏｘａｚｏｌｅｗｅｒｅ１６．１９％，４４．７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ａｌｌｓｔｒａｉｎｓｗｅ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ａｎｄβ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ＮＴＨｉａｎｄβ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ａｎｄ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ａ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ｕｓｔｂｅｐａｉｄｂ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ｏｃｔｏｒｓ．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ａｎｄβ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ｃａｎｂ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ｏｎｔｙｐｅａｂｌｅＨａｅｍｏｐｈｌ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流感嗜血杆菌（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Ｈｉ）是一类
无芽胞、无

$

毛、呈球杆状、长杆状、丝状等多形性的革

兰阴性短小杆菌，流感嗜血杆菌一般有６种菌株，称为
Ａ型、Ｂ型（又称乙型）、Ｃ型、Ｄ型、Ｅ型及 Ｆ型。大部
分流感嗜血杆菌都是机会性感染细菌，Ｂ型流感嗜血
杆菌（Ｈｉｂ）是引起儿童严重细菌感染的主要致病菌；
在发展中国家，Ｈｉｂ肺炎占所有儿童肺炎的２０％，Ｈｉｂ
脑膜炎居细菌性脑膜炎的首位［１］；Ｈｉｂ是我国小儿化
脓性脑膜炎最常见的病原菌之一［２］，也是社区获得性

肺炎的重要病原菌之一。近年来，随着 Ｈｉｂ疫苗的逐
步普及，Ｈｉｂ的感染率大幅下降，但不可分型流感嗜血
杆菌（ＮｏｎｔｙｐｅａｂｌｅＨａｅｍｏｐｈｌ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ＮＴＨｉ）的感
染日益增加［３］。为了解我院儿童呼吸道 ＮＴＨｉ感染现
状及耐药率，笔者对我院３年来分离的ＮＴＨｉ进行了调
查研究，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３５７３例门诊及住院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呼吸道标本，共
分离出３９２株 Ｈｉ，其中１０５株为 ＮＴＨｉ（同一患儿３ｄ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２ＦＦＣ１２０）
作者单位：４３２０００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刘东华）；儿

科（胡艳华）

通讯作者：胡艳华，Ｅｍａｉｌ：１３９７１９５５６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内分离的菌株以１例计算）；从２１１２例男患儿中分离
出６２株ＮＴＨｉ，１４６１例女患儿中分离出４３株ＮＴＨｉ；患
儿年龄２６ｄ～１４岁，平均年龄（２．０±０．５）岁。
１２　主要仪器和试剂　ＣＯ２培养箱购自上海力申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β内酰胺酶纸片、哥伦比亚血平板、
巧克力嗜血杆菌平板、ＭＨ平板、嗜血杆菌药敏平板购
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Ｘ、Ｖ、Ｘ＋Ｖ因子购自丹麦
ＲＯＳＣＯ公司产品，Ｈｉ荚膜多糖抗原分群血清试剂盒购
自日本ＤＥＮＫＡＳＥＩＫＥＮ株式会社，药敏纸片购自英国
ＯＸＯＩＤ公司，质控菌株为流感嗜血杆菌 ＡＴＣＣ４９２４７、
ＡＴＣＣ４９７６６，购自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标本接种与分离　标本留取及接种按《全国临
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将标本分别接种哥伦比亚血平

板及巧克力嗜血杆菌平板，置于３５～３７℃、５％～１０％
ＣＯ２孵育１８～２４ｈ后，挑取无色透明、似露滴状的微
小菌落，经革兰染色为阴性短小杆菌或多形性后，在血

琼脂平板及ＭＨ琼脂平板上做卫星试验、在血平板上
生长，ＭＨ上不生长者为卫星试阳性，然后做Ｘ、Ｖ、Ｘ＋
Ｖ因子需求试验，Ｘ＋Ｖ因子阳性即可鉴定为Ｈｉ。
１３２　血清学分型　采用玻片凝集法进行血清学分
型：取１０μｌＨｉ悬液，加入等量各型特异性抗血清于玻
片上混匀，１ｍｉｎ内观察结果：出现肉眼可见凝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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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阳性，都不凝集则为ＮＴＨｉ。
１３３　β内酰胺酶检测　采用 Ｎｉｔｒｏｃｅｆｉｎ（头孢硝噻
酚）显色法：将头孢硝噻酚纸片湿润后，蘸取 Ｈｉ菌落，
１０ｍｉｎ内观察结果：纸片由黄色变为红色即判为阳性，
不变色则为阴性。

１３４　药敏试验　采用琼脂扩散法，必要时用Ｅ试验
测定ＭＩＣ，药敏培养基为嗜血杆菌试验培养基，结果判
断标准为ＣＬＳＩ相应文件。
１４　统计学方法　ＮＴＨｉ的耐药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
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耐药率之间的差异采用 χ２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ＮＴＨｉ的分离情况　３年间共分离出３９２株 Ｈｉ，
其中ＮＴＨｉ１０５株，分离率约２６．８％，３年来每年的分
离率依次为：１９．５％（２４／１２３），２５．８％（３３／１２８），
３４．０％（４８／１４１）。
２２　氨苄西林对β内酰胺酶的ＮＴＨｉ检出率　１０５株
ＮＴＨｉ中耐氨苄西林的有２９株，平均产酶率２７．６０％，３
年产酶率依次为 ２０．８％（５／２４）、２４．２％（８／３３）、
３３．３％（１６／４８）。
２３　ＮＴＨｉ的耐药率统计　ＮＴＨｉ氨苄西林的耐药率
为２０．８％～３３．３％，３年总耐药率为２７．６０％，耐药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ＮＴＨｉ对氯霉素、复方磺胺甲唑的
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８．３％ ～２３．０％、３３．３％ ～
５４．２％，３年总耐药率分别为６．１９％、４４．７６％，而对阿
奇霉素，二、三代头孢菌素及其复合制剂的敏感性均较

高（＜１０％）。经统计分析，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环
丙沙星、阿奇霉素、头孢噻肟、头孢噻肟、头孢呋辛、氯

霉素、复方磺胺甲唑的耐药率３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复方磺胺甲唑的耐药率２０１０年与
２０１１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２０１１年
与２０１２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见表１。

表１　３年中ＮＴＨｉ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株数、
耐药率情况（ｎ，％）

抗生素 ２０１０年耐药率 ２０１１年耐药率 ２０１２年耐药率 ３年总耐药率

氨苄西林 ５（２０．８） ８（２４．２） １６（３３．３） ２９（２７．６０）
左氧氟沙星 １（４．２） ２（６．１） ３（６．３） ６（５．７１）
环丙沙星 １（４．２） ２（６．１） ３（６．３） ６（５．７１）
阿奇霉素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１） １（０．９５）
头孢噻肟 １（４．２） １（３．０） ２（４．２） ４（３．８１）
头孢呋辛 ２（８．３） ３（９．１） ４（８．３） ９（８．５７）
氯霉素 ２（８．３） ４（１２．１） １１（２３．０） １７（１６．１９）
氨苄西林／舒巴坦 １（４．２） ２（６．１） ３（６．３） ６（５．７１）
复方磺胺甲唑 ８（３３．３） １３（３９．４） ２６（５４．２） ４７（４４．７６）

３　讨　论
　　１８９２年波兰细菌学家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首先从流行性感冒
患者的鼻咽部分离到该嗜血杆菌，当时被误认为是流

感的病原菌，故名流感嗜血杆菌，直到１９３３年成功分
离出流感病毒，才明确流感的病原体是流感病毒而并

非Ｈｉ。嗜血杆菌常定居在人的上呼吸道黏膜，通过空
气飞沫和密切接触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继发于流

感、肺结核、百日咳、麻疹等感染之后，已成为儿童社区

获得性呼吸道感染致病菌的首位，而且主要见于低龄

儿童［４］，临床上以化脓性脑膜炎、支气管肺炎最为常

见。

根据Ｈｉ表面荚膜多糖抗原的不同，可将其分为 ａ
～ｆ６个血清型，无荚膜 Ｈｉ因无荚膜则无法进行血清
型分型，故名 ＮＴＨｉ。血清学分型是研究 Ｈｉ致病性和
流行病学的重要基础，在所有血清型中，ｂ型是目前公
认为毒力最强、危害最大的血清型，早已引起 ＷＨＯ及
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预防和控

制其流行，而接种 Ｈｉｂ疫苗是目前行之有效的预防措
施。随着Ｈｉｂ疫苗在全球的广泛接种，使得ｂ型Ｈｉ的
感染显著下降，但随之而来的是其它各型、尤其是 ＮＴ
Ｈｉ感染率逐渐上升，甚至达较高水平，已成为 Ｈｉ的主
要致病血清型，且致病力也大幅上升，这可能与其表面

能表达多种特异性黏附素有关。国外报道 ＮＴＨｉ的感
染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儿童呼吸道感染最重要的致病

菌之一。欧盟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５岁以下的儿
童，ＮＴＨｉ的感染率也大大超过其它的可分型株［５］，国

内也有大量报道表明 ＮＴＨｉ的感染率在逐渐上升，如
裘益辉等［６］报道杭州地区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ＮＴＨｉ占 Ｈｉ
甚至高达９７．３７％。本研究中，ＮＴＨｉ分离率占Ｈｉ总数
的２７．６％，低于上述报道，这可能主要与地区差异有
关，但年分离率呈上升的趋势，与报道的总体是一致

的，这说明随着Ｈｉｂ疫苗在本地区覆盖率的不断增加，
Ｈｉ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也发生了重要的变迁，因此明
确儿童肺炎的病原学特点，作出正确的诊断，对肺炎的

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７］。

本研究表明，本地区３年间产β内酰胺酶的ＮＴＨｉ
平均为２６．１％，且分离率逐年升高。随着抗生素尤其
是广谱抗生素大量使用及滥用，导致 ＮＴＨｉ的耐药率
不断上升，耐药谱也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且多重耐药株

不断出现。本研究药敏结果表明，３年间 ＮＴＨｉ对氨苄
西林、复方磺胺甲唑的耐药率均较高，分别为

２０．８％～３３．３％、３３．３％～５４．２％，且有不断上升的趋
势，尤其是近两年，耐药率上升尤为明显。ＮＴＨｉ对氨
苄青霉素耐药的机制主要为细菌产生 β内酰胺酶，而
编码 β内酰胺酶的基因主要存在于所携带的质粒
ＤＮＡ上，少部分位于染色体ＤＮＡ上［８］。

国内有学者研究显示，ＮＴＨｉ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
显著高于可分型菌株，可能与 ＮＴＨｉ对氨苄西林的耐
药机制由质粒介导，而 ＮＴＨｉ因无荚膜多糖，在感受态
时，有利于接受外源性质粒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氯霉

素的耐药变迁问题，氯霉素的耐药率从 ２０１０年的
１２．１％，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３．０％，我们认为其耐药机制可
能主要与ｃａｔ基因编码的氯乙酰转移酶有关［９］，对其

它所测试的β内酰胺抗生素（头孢呋辛、头孢噻肟）均
保持较低的耐药率（＜１０％），３年间均无明显上升。
ＮＴＨｉ对氨苄西林／舒巴坦的耐药率为４．２％ ～６．３％，
提示本地区ＮＴＨｉ对氨苄西林耐药主要是由于β内酰
胺酶水解了氨苄西林分子结构上的 β内酰胺环，从而
使氨苄西林失去活性所致。磺胺类抗菌药物也曾广泛

应用于临床ＮＴＨｉ的治疗，但随着其大量应用，其耐药
率不断上升，说明其不再适用于ＮＴＨｉ（下转第１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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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蚌埠地区１２４例 ＲｈＤ阴性献血者的 ＲＨＣＥ表型及
ＤＥＬ型的分布与基因研究
余加宏，王成辉，张秀慧，沈军，卜坤，王南

摘要：目的　研究蚌埠地区ＲｈＤ阴性献血者的 ＲＨＣＥ表型，ＤＥＬ的表型、分布和 ＲＨＤ基因的外显子存在情况。
方法　通过使用抗Ｄ（ＩｇＭ）试剂筛查出ＲｈＤ（ＩｇＭ）阴性献血者；再使用３个厂家或不同批号的抗Ｄ（ＩｇＧ）试剂，经
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ＩＡＴ）确认ＲｈＤ阴性样本；然后采用吸收放散试验筛选其中的ＤＥＬ型，同时检测其表现型，
并对１５份ＤＥＬ型样本采用ＰＣＲ方法进行基因扩增和产物分析。结果　１２４例 ＲｈＤ阴性献血者中 ｃｃｅｅ表型为
７７例（６２．１％），Ｃｃｅｅ为３８例（３０．６％），ＣＣｅｅ为８例（３．３％），ｃｃＥｅ为１例（０．１％）；ＤＥＬ型共１５例占ＲＨＤ阴性
样本的１２．１％，其中ｃｃｅｅ２例，Ｃｃｅｅ１１例，Ｃｃｅｅ２例；并检测出１５例ＤＥＬ型样本的３、４、５、６、７、９、１０共７个特异
性外显子。结论　蚌埠地区ＲｈＤ阴性献血者中Ｒｈ表型存在多态性，ｃｃｅｅ表型的比例达６２．１％；ＤＥＬ型的比例低
于相关报道，ＤＥＬ型具有全部ＲＨＤ基因外显子。
关键词：ＲｈＤ阴性；ＲＨＣＥ表型；ＤＥＬ型；基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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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ＨＣ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１２４Ｒｈ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ｏｎｏｒｓｆｒｏｍＢｅｎｇｂｕａｒｅａａｎｄＲＨＤ
ｇｅｎｅｔｅｓｔ　ＹＵＪｉａ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ｕｈｕｉ，ｅｔａｌ．ＢｅｎｇｂｕＢｌｏｏｄ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４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ＨＣ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Ｒｈ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ｏｎｏｒｓｉｎＢｅｎｇ
ｂｕ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ｘｏｎｓｏｆＲＨＤｇｅｎ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ｈＤ（Ｉｇ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ｏｎｏｒｓｗｅ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ｅｄｏｕ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ｔｉＤ
（ＩｇＭ）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ＴｈｅｎＲｈ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ｔｉｈｕｍａｎ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ｔｅｓｔ（ＩＡＴ）ｕｓｉｎｇ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ｏｒｂ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ａｎｔｉＤ（ＩｇＧ）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Ｔｈｅｄｏｎｏｒｓｗｉｔｈ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ｗｅ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ｅｄｏｕｔｗｉｔｈ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ｌｕ
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ＨＣ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１５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ｏｕｔｆｏｒｇｅｎｅａｍｐ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ＰＣ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１２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ＲｈＤ（Ｉｇ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ｏｎｏｒ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７７（６２．１％）
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ｃｅ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３８（３０．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ｃｅ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８（３．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Ｃｅ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ｎｄ１（０．１％）ｃａｓｅ
ｏｆｃｃＥ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１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ｃｅｅ，１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ｃｅｅ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Ｃｅｅ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１２．１％ ｏｆａｌｌＲｈ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７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ｘｏｎｓ（３，４，５，６，７，９ａｎｄ１０）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１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ＨＣ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Ｒｈ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ｏｎｏｒｓｉｎＢｅｎｇｂｕａｒｅａａｒｅｐｏｌｙ
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ｃｅ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ｏ６２．１％．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
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ＲｈＤｇｅｎ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ＤＥＬｈａｓａｌｌｔｈｅｅｘｏｎｓｏｆＲＨＤｇｅ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ｈ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ＨＣ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ＤＥＬ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Ｇｅｎｅｔｅｓｔ

　　在中国 ＲｈＤ阴性人群占汉族人口的０．１％ ～０．
５％，Ｒｈ血型基因位于染色体 １Ｐ３４．３１Ｐ３６．１上，由
ＲｈＤ和ＲｈＣＥ两个高度同源并连锁的基因编码 Ｒｈ血
型抗原，Ｒｈ血型抗原主要包括 Ｄ、Ｃ、ｃ、Ｅ、ｅ五种［１］。

Ｒｈ血型一般使用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ＩＡＴ）确认，经
ＩＡＴ确认的ＲｈＤ阴性样本中经吸收放散试验后，有部
分样本仍然能够检测出 Ｄ抗原的存在，这类样本称为
“ＤＥＬ型”。在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中ＤＥＬ的发生频率
和分子基础有较大的差异，在亚洲 ＲｈＤ阴性人群中
ＤＥＬ表型有较高的比例，约为１５．６％ ～２９．９５％［２４］。

ＲｈＤ和ＲｈＣＥ基因均由１０个外显子和１０个内含子组
成，其中外显子１、２、８是ＲｈＤ和ＲｈＣＥ所共有，３、４、５、
６、７、９、１０外显子是 ＲｈＤ特异性基因。本研究将对
ＲｈＤ阴性血型的 ＲｈＣＥ表型、分布和 ＤＥＬ型的基因检
测情况进行探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样本来源　１２４例 ＲｈＤ阴性献血者来自于２０１２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年度安徽省蚌埠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０３０５）
作者单位：２３３４００安徽省蚌埠市中心血站
通讯作者：余加宏，Ｅｍａｉｌ：１３９５５２２２８７９＠１３９．ｃｏｍ

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蚌埠市无偿献血人群（共７．２７
万人），年龄１８～５５周岁，其中男性７３例、女性５１例。
１２　ＲｈＤ阴性样本的筛选　对蚌埠地区参加无偿献
血的献血者使用抗Ｄ（ＩｇＭ）试剂（上海生物医药公司
提供，批号：２０１１１２０２）检测；再使用不同厂家或批号的
抗Ｄ（ＩｇＧ）试剂（上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批号：
２０１１１２１２、２０１２０３０１，美国 ＩＭＭＵＣＯＲ公司，批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０）和抗 ＩｇＧＣ３ｄ试剂（上海生物医药公司，
２０１１０１０５），对检测阴性者采用抗人球蛋白试验确认为
ＲｈＤ阴性样本。
１３　ＲｈＤ阴性样本ＲｈＣＥ表型的检测　采用 Ｃ、ｃ、Ｅ、
ｅ抗血清（上海生物医药公司提供，批号：２０１１３００１、
２０１２３１０１、２０１２３２０１、２０１２３３０１）对全部１２４例 ＲｈＤ阴
性样本进行血型血清学检测，方法按操作说明书进行。

１４　吸收放散试验采用热放散方法　具体操作按照
我站ＳＯＰ（标准操作规程）进行。
１５　ＲｈＤ基因外显子检测　１５份ＤＥＬ型样本委托上
海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商业化检测。

１５１　ＲｈＤ基因外显子的引物设计　由于 ＲｈＤ基因
的１、２、８外显子编码区与 ＲＨＣＥ基因的编码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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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取３、４、５、６、７、９、１０共７个外显子进行扩增，引
物设计见表１。

表１　ＲｈＤ基因外显子的引物设计

引物名称 碱基序列 片段长度

ＲｈＤ３Ｆ５’ ＣＡＧＡＡＡＧＴＡＧＧＴＧＣＣＣＡＡＣＡ３’
ＲｈＤ３Ｒ５’ ＣＴＧＧＧＡＴＴＡＣＡＧＧＴＴＧＴＣＴＴＴＡＴ３’ ３７４ｂｐ
ＲｈＤ４Ｆ５’ ＡＡＣＴＴＴＣＴＣＣＡＡＧＧＡＣＴＡＴＣＡＧＧ３’
ＲｈＤ４Ｒ５’ ＧＡＡＣＴＴＧＧＴＡＡＡＧＧＡＧＧＧＡＧＡＴ３’ ３２４ｂｐ
ＲｈＤ５Ｆ５’ ＴＣＴＣＡＴＣＣＡＡＡＡＣＣＣＣＴＣＧ３’
ＲｈＤ５Ｒ５’ ＴＧＴＧＡＣＣＡＣＣＣＡＧＣＡＴＴＣＴＡＣ３’ ４１３ｂｐ
ＲｈＤ６Ｆ５’ ＧＡＧＧＡＴＧＴＴＡＣＡＧＧＧＴＴＧＣＣ３’
ＲｈＤ６Ｒ５’ ＴＡＧＧＣＧＴＴＧＡＡＧＣＣＡＡＴＡＡＧ３’ ３７７ｂｐ
ＲｈＤ７Ｆ５’ ＴＴＧＡＧＧＴＧＡＧＣＣＴＴＡＧＴＧＣＣ３’
ＲｈＤ７Ｒ５’ ＣＣＴＧＡＧＴＴＧＧＡＧＧＧＧＡＧＴＧＴ３’ ３０８ｂｐ
ＲｈＤ９Ｆ５’ ＧＧＡＴＴＴＣＴＧＴＴＧＡＧＡＴＡＣＴＧＴＣＧ３’
ＲｈＤ９Ｒ５’ ＴＴＡＣＴＣＡＴＡＡＡＣＡＧＣＡＡＧＴＣＡＡＣＡＴ３’ ２０５ｂｐ
ＲｈＤ１０Ｆ５’ ＡＧＡＣＡＴＴＴＡＧＧＣＴＧＴＴＴＣＡＡＧＡＧ３’
ＲｈＤ１０Ｒ５’ ＡＧＡＴＴＣＴＣＣＴＣＡＡＡＧＡＧＴＧＧＣ３’ ２８８ｂｐ

　　注：Ｆ代表上游引物，Ｒ代表下游引物。

１５２　ＰＣＲ反应及产物检测　反应总体积５０μｌ，含
ＤＮＡ５０～１００ｎｇ的模板１μｌ、上游引物（Ｆｉ）和下游引
物（Ｒｉ）各１μｌ、ＭｇＣｌ２２．５ｍｍｏｌ／Ｌ５μｌ，ＴａｑＢｕｆｆｅｒ５μｌ

及 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上海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ＳＣ００１４）０．５μｌ。于 ＤＮＡ扩增仪（美国 ＡＢＩ公司
ＡＢＩ２７２０ＰＣＲ）上进行扩增 ３５个循环，循环步骤为：
９５℃预变性、９４℃变性、５５～６８℃退火、７２℃延伸、９４
℃变性；最后在７２℃条件下延伸８ｍｉｎ。扩增产物用
１％琼脂糖在１５０Ｖ、１００ｍＡ条件下电泳２０ｍｉｎ，Ｇｅｎｅ
Ｇｅｎｉｕｓ凝胶成像仪（英国Ｓｙｎｇｅｎｅ公司）拍照成像。

２　结　果
　　１２４份ＲｈＤ阴性样本ＲｈＣＥ表型及ＤＥＬ型分布情
况见表２。
表２　１２４份ＲｈＤ阴性样本ＲｈＣＥ表型及ＤＥＬ型分布情况

项目
ＲｈＣＥ表型（ｎ，％）

ｃｃｅｅ Ｃｃｅｅ ＣＣｅｅ ｃｃＥｅ
合计

ＤＥＬ阳性 ２（１３．３） １１（７３．３） ２（１３．３） ０（０．０） １５（１２．１）
ＤＥＬ阴性 ７５（６８．８） ２７（２４．８） ６（０．６） １（０．１） １０９
合计 ７７（６２．１） ３８（３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１） １２４

　　对 １５份 ＲｈＤＥＬ阳性样本进行基因检测，并对
ＰＣＲ扩增产物进行电泳分析，结果显示１５份样本全部
能检测出３、４、５、６、７、９、１０外显子，见图１。

　　注：图１Ａ示１～８号样本的３、４外显子扩增产物；图１Ｂ示９～１５号样本的３、４外显子扩增产物；图１Ｃ示１～８号样本的５、６外显子扩增产物；

图１Ｄ示９～１５号样本的５、６外显子扩增产物；图１Ｅ示１～８号样本的７外显子扩增产物；图１Ｆ示９～１５号样本的７外显子扩增产物；图１Ｇ示１～８

号样本的９、１０外显子扩增产物；图１Ｈ示９～１５号样本的９、１０外显子扩增产物。

图１　１５份样本的３、４、５、６、７、９、１０外显子基因扩增产物电泳图片

３　讨　论
　　我们研究发现在１２４例 ＲｈＤ阴性样本中，ｃｃｅｅ表
型为７７例，频率最高达６２．１％，高于戈勇等报道的湖
北孝感地区的５４．２％的结论［５］。其次为 Ｃｃｅｅ３８例，
占３０．６％，ＣＣｅｅ为 ８例，占 ３．３％，ｃｃＥｅ仅 １例，占
０．１％，没有发现ＣｃＥｅ的表型，可能检测的样本例数还
不够多。

研究结果显示１２４例 ＲｈＤ阴性样本中 ＤＥＬ型共
１５例，占ＲｈＤ阴性样本的比例为１２．１％，低于乔芳等
报道的河北地区人群的２１．７％［６］，与ＯｋａｄａＨ等报道

的亚洲人群１２．８％ ～１６．３％的结果相近［７］。ＤＥＬ型
在不同人种和不同地域之间比例差别较大，有研究发

现ＤＥＬ型在高加索人中仅占０．１６％，而日本人中约占
１０％左右［７］，欧洲 ＲｈＤ阴性人群中也普遍存在 ＤＥＬ
型［８］。

ＲｈＤ基因共有１０个外显子，其中１、２、８外显子与
ＲｈＣＥ基因外显子相同，３、４、５、６、７、９、１０外显子是
ＲｈＤ基因的特异性外显子。我们的研究显示，１５例
ＤＥＬ型样本能够扩增出全部７个特异性外显子，说明
ＤＥＬ个体是有ＲｈＤ基因的。李继红等对６２例ＤＥ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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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者进行 ＲＨ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也全部具有
ＲＨＤ基因［９］。有研究表明ＤＥＬ型个体的ＲＨＤ基因存
在部分外显子的插入、替换、突变等基因序列的改变，

从而导致基因的转录和翻译过程的变化，不能形成正

常的蛋白，导致 ＤＥＬ血型红细胞表面抗原的缺失，仅
有２０～３０个表位［１０］。常规ＲｈＤ试验无法检测出ＤＥＬ
血型，须用更加灵敏的吸收放散试验方法才能证实其

抗原的存在。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１５例 ＤＥＬ中有２例 ＲｈＣＥ
表型为ｃｃｅｅ，并且能够扩增出ＲｈＤ基因的７个特异性
外显子。与刘英等的报道的结果相符［１１３］，这提示

ＲＨＤ基因可能也与ｃ抗原相关，只是存在比例上的差
异。

由于ＤＥＬ型个体仍携带有少量的ＲｈＤ抗原，因此
作为 ＲｈＤ阴性献血者也有使受血者产生 Ｄ抗体的可
能。２００７年加拿大发现１例输注 ＲｈＤＥＬ血液的个体
产生抗Ｄ［１２］，２０１２年邵超鹏等也发现１例 ＲｈＤＥＬ个
体因为妊娠输血产生抗Ｄ［１３］。因此为安全起见，临床
输血科在输血检测中，应考虑ＤＥＬ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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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本次调查本地区的耐药率高达 ３３．３％ ～
５４．２％，笔者认为耐药机制可能主要是由于二氢叶酸
还原酶过量产生导致对甲氧苄啶的亲和力改变所

致［１０］。Ｈｉ对喹诺酮类药物如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为
低水平耐用药，我们认为其耐药机制可能是通过编码

ＤＮＡ旋转酶和拓扑异构成酶Ⅳ上的 Ａ亚单位的 ｇｙｒＡ
和ｐａｒＣ基因的变异而出现耐药［１１］，阿奇霉素对其一

直保持良好的抗菌活性，３年仅出现１例耐药。
综上所述，根据细菌耐药现状，曾作为治疗本菌感

染的首选药物的氨苄西林及复方磺胺甲唑，由于其

高耐药率，已不宜再推荐为首选药物，而氯霉素因其副

作用大也不适宜儿童治疗。喹诺酮类药物如左氧氟沙

星、环丙沙星，虽然耐药率较低，但由于其不良反应，目

前不宜用于儿童治疗。其它药物，如大环内酯类的阿

奇霉素，二、三代头孢菌素及其复合制剂如头孢呋辛、

头孢噻肟、氨苄西林／舒巴坦，对 ＮＴＨｉ均具有较高的
抗菌活性，可作为治疗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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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Ｏ型血孕妇免疫性抗体效价与新生儿溶血病的关系分析
杨正梅，衡二虎

摘要：目的　分析Ｏ型血孕妇免疫性抗体（ＩｇＧ抗体）效价与新生儿溶血病（ＨＤＮ）发病率及溶血程度的关系。方
法　使用微柱凝胶法检测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５１２例Ｏ型孕妇产前ＩｇＧ抗体效价，产后收集新生儿静脉血采用
微柱凝胶卡式法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新生儿的溶血三项和血清总胆红素，分析ＩｇＧ抗体效价与ＨＤＮ发病率
及溶血程度的关系。结果　免疫性抗体孕妇的ＨＤＮ总发病率为１５．６％（８０／５１２）；孕妇 ＩｇＧ抗体效价为１∶６４、
１∶１２８、１∶２５６、１∶５１２时，ＨＤＮ的发病率分别为１４．０％（１２／８６）、２２．６％（１４／６２）、３４．２％（２６／７６）、４３．８％（２８／
６４），与正常抗体效价组相比（＜１∶６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５），其血清总胆红素虽有升高，但各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孕妇免疫性抗体效价与 ＨＤＮ发病率呈正相关，但与 ＨＤＮ溶血程度无相关。结
论　孕妇产前免疫性抗体效价检测可预估新生儿溶血病（ＨＤＮ）发生率，免疫性抗体效价异常的孕妇应及早干预
治疗，有助于降低新生儿发生ＨＤＮ的风险。
关键词：Ｏ型孕妇；免疫性抗体（ＩｇＧ抗体）；溶血；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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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ｌｏｏｄ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ｍｍｕｎ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ｔｉｔｅｒｗａｓ１∶６４，１∶１２８，１∶２５６ａｎｄ１∶５１２，ｔｈｅ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ＤＮｗａｓ１４．０％（１２／８６），２２．６％（１４／６２），３４．２％（２６／７６），４３．８％（２８／６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ｔｉ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６４），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ｏｆ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ＨＤＮｒｏｓ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ｕｔ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Ｐ＞０．０５）．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ｇ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ｔｉ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ＤＮ，ｂｕｔｎｏ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ｈｅｍｏ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ｇＧ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ｔｉｔｅｒ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ｎｅｗｂｏｒ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ａｎ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ｔｉ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Ｄ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Ｏｂｌｏｏｄｇｒｏｕｐ；Ｉｍｍｕｎ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Ｉｇ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ｅｗｂｏｒｎ

　　新生儿溶血病（ｈ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ｎｅｗｂｏｒｎ，
ＨＤＮ）多因母婴ＡＢＯ血型不合［１２］（即孕妇血型为“Ｏ”
型，婴儿血型为“Ａ”或“Ｂ”型），Ｏ型孕妇妊娠期接受
胎儿红细胞抗原或外来抗原物质（Ａ／Ｂ）刺激，产生免
疫性抗体（ＩｇＧ抗体），ＩｇＧ抗体能够通过胎盘，进入胎
儿体内，致敏红细胞并受免疫系统清除而导致 ＨＤＮ。
ＨＤＮ的患儿可表现高胆红素血症，且高胆红素易通过
血脑屏障进入中枢引起胆红素脑病和核黄疸，造成患

儿永久性神经系统发育障碍，严重影响人口质量。研

究报道孕妇 ＩｇＧ抗体效价≥１∶６４，新生儿出现 ＨＤＮ
机率增加［３５］，故分析Ｏ型孕妇产前 ＩｇＧ抗体效价，对
于预测新生儿发生ＨＤＮ风险、及早干预抗体效价异常
的孕妇和降低新生儿发生ＨＤＮ机率，具有十分重要的
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１年 １月—２０１３年 ９月我院收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输血科（杨正
梅）；检验科（衡二虎）

通讯作者：杨正梅，Ｅｍａｉｌ：１９３４２８８７２９＠ｑｑ．ｃｏｍ

住５１２例所有Ｏ型 ＲｈＤ阳性孕妇。孕妇年龄２０～４５
岁，孕周２８～４２周。孕妇身体健康，无肝肾及血液系
统疾病，无输血史。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新生儿 ＡＢＯ正反定型试剂由
上海血液制品公司提供；ＲｈＤ血型检测卡、血型不完全
抗体检测卡、专用检测卡离心机和３７℃孵育器均为长
春博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血清总胆红素测

定试剂由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提供，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２７００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贝克曼公司生产。

１３　检测方法　收集产前孕妇静脉血和产后新生儿
静脉血进行ＡＢＯ血型正反鉴定、ＲｈＤ血型鉴定、免疫
性抗体（ＩｇＧ抗体）及效价测定、溶血三项测定（直接抗
人球蛋白试验、抗体释放试验、游离抗体试验）和血清

总胆红素水平测定等试验。所有的试验均严格按照全

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

１４　ＨＤＮ血清学诊断标准　①母婴 ＡＢＯ血型不合；
②溶血三项试验同时阳性可确诊阳性，否则以溶血三
项试验中的抗体释放试验阳性亦可作为诊断标准。

１５　孕妇抗体效价参考判断标准　ＩｇＧ抗体效价 ＜
１∶６４者判定为正常，ＩｇＧ抗体效价≥１∶６４者判定为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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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数据以
率（％）或（ｘ±ｓ）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均数 ±
标准差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孕妇ＩｇＧ抗体效价与 ＨＤＮ发病率的关系　表１
结果显示，免疫性抗体孕妇 ＨＤＮ总发病率为１５．６％
（８０／５１２），孕妇 ＩｇＧ抗体效价为 １∶６４、１∶１２８、１∶
２５６、１∶５１２时，ＨＤＮ发病率分别为１４．０％（１２／８６）、
２２．６％（１４／６２）、３４．２％（２６／７６）、４３．８％（２８／６４），与
正常抗体效价组相比（＜１∶６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０５）。
表１　５１２例孕妇ＩｇＧ效价与ＨＤＮ发病率的关系（例）

孕妇ＩｇＧ抗体效价 孕妇例数 ＨＤＮ例数 阳性率（％）

＜１∶６４ ２２４ ０ ０
１∶６４ ８６ １２ １４．０ａ

１∶１２８ ６２ １４ ２２．６ａ

１∶２５６ ７６ ２６ ３４．２ａ

１∶５１２ ６４ ２８ ４３．８ａ

合计 ５１２ ８０ １５．６ａ

　　注：与正常抗体效价组比较，ａＰ＜０．００５。

２２　ＩｇＧ抗体效价异常孕妇的 ＨＤＮ血清总胆红素水
平比较　表２结果显示，各组 ＩｇＧ抗体效价异常孕妇
的ＨＤ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均明显升高，但各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ＩｇＧ抗体效价异常孕妇的ＨＤＮ血清总胆红素
比较（ｘ±ｓ）

孕妇ＩｇＧ抗体效价 ＨＤ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μｍｏｌ／Ｌ）

１∶６４ ２０３．４２±２５．２９
１∶１２８ ２０３．００±２７．２４
１∶２５６ ２０９．４６±４０．２９
１∶５１２ ２０７．０７±３２．４７

３　讨　论
　　Ｏ型血孕妇经妊娠或其他因素刺激，体内产生针
对Ａ或Ｂ血型抗原的免疫性抗体（ＩｇＧ抗体），而 ＩｇＧ
抗体能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致敏胎儿红细胞，

继而被胎儿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造成胎儿继发性免

疫性溶血，导致 ＨＤＮ。ＨＤＮ具有病程迅速（出生后
２～３ｄ即可出现）、临床症状明显（以水肿、溶血、黄
疸、肝脾肿大为主要损害的免疫性溶血）、危害严重

（重度黄疸者可并发胆红素脑病、病死率高、后遗症

多）等特点，严重地影响我国优生优育的计划生育政

策，故孕妇产前 ＩｇＧ抗体检测可有效预判新生儿发生
ＨＤＮ的风险。况且随着我国计划生育“二胎”政策的
正式放开，未来２次或２次以上妊娠的高龄孕妇将急
剧增多，高龄孕妇体内存在高效价ＩｇＧ抗体风险，高效
价ＩｇＧ抗体与ＨＤＮ发病率及溶血程度的关系如何，愈
来愈引起社会广泛重视。探讨Ｏ型孕妇产前ＩｇＧ抗体
效价与ＨＤＮ发病率及溶血程度的关系，对于预估新生
儿发生 ＨＤＮ风险、及早干预治疗、降低 ＨＤＮ发生、缓
解家庭和社会压力、改善我国人口素质和推动社会进

步都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通过测定Ｏ型孕妇ＩｇＧ抗
体效价、新生儿的溶血三项及血清总胆红素，分析 Ｏ
型孕妇ＩｇＧ抗体效价与 ＨＤＮ发病率及溶血程度的关

系。

孕妇ＩｇＧ抗体效价与 ＨＤＮ发病率关系试验结果
显示，ＩｇＧ抗体效价异常的孕妇的 ＨＤＮ总发病率为
１５．６％（见表１），随孕妇 ＩｇＧ抗体效价依次升高（１∶
６４、１∶１２８、１∶２５６、１∶５１２），ＨＤＮ发病率亦依次升高
（１４．０％、２２．６％、３４．２％、４３．８％），结果与相关文献报
道大致相符［６７］。本试验说明 ＨＤＮ发病率与孕妇 ＩｇＧ
抗体效价密切相关［６８］。孕妇 ＩｇＧ抗体效价升高导致
ＨＤＮ发病率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 ＩｇＧ抗体效价增高，
导致更多ＩｇＧ抗体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大量
致敏胎儿红细胞，被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更易导致

ＨＤＮ出现，故临床医师常将孕妇 ＩｇＧ抗体效价≥１∶
６４作为预估新生儿发生 ＨＤＮ的危险指标之一［８］。此

外，孕妇ＩｇＧ抗体效价动态监测，更能及时发现孕妇妊
娠期间ＩｇＧ抗体效价的动态变化，及早干预治疗异常
抗体效价孕妇，避免漏诊，减少新生儿发生 ＨＤＮ的危
险。有文献报道，高龄或多次妊娠的 Ｏ型孕妇较初次
妊娠的Ｏ型孕妇，更易产生高效价 ＩｇＧ抗体［９１０］，新生

儿更易发生ＨＤＮ，故对有不良妊娠史或２次以上妊娠
Ｏ型高龄孕妇，更要及时监控体内ＩｇＧ抗体效价，降低
ＨＤＮ出现。因此，综合性医院应常规开展孕妇产血清
学检测，对Ｏ型孕妇要定期检测血中ＩｇＧ抗体效价，动
态观察孕妇ＩｇＧ抗体效价变化，对效价异常增高（≥１
∶６４）孕妇需及早干预治疗。ＩｇＧ抗体效价异常孕妇
的ＨＤ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虽然
ＨＤＮ患者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显著升高，但各组间差
异无显著性。本试验表明孕妇体内ＩｇＧ抗体效价高低
与ＨＤＮ溶血程度并无直接关系，提示 ＨＤＮ溶血程度
不仅仅取决于孕妇体内的 ＩｇＧ抗体效价高低，可能存
在有其他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之，孕妇ＩｇＧ抗体效价测定及动态监控，不仅有
助于预测新生儿发生ＨＤＮ风险，而且如果能及早干预
治疗，可有效预防和降低新生儿发生ＨＤ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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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铜陵市妇幼保健院近５年常见细菌耐药监测分析
张振财，高兰兰

摘要：目的　通过对铜陵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细菌监测数据统计分析，了解该院常见细菌分布及耐药
性，为该院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调查铜陵市妇幼保健院近５年来的细菌监测数据，通过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共分离出病原菌４０９株，阳性率为１０．０２％，其中真菌６０株、细
菌３４９株。细菌中革兰氏阳性菌２０４株，占５８．４５％；革兰氏阴性菌１４５株，占４１．５５％。出现了２例耐替考拉宁
的葡萄球菌，１例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１例耐亚胺培南的大肠埃希菌，２例耐美洛培南的嗜麦牙窄食单胞菌。结
论　铜陵市妇幼保健院细菌耐药情况不容乐观，应加强抗菌药物的管理，规范使用抗菌药物，降低细菌耐药性的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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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市妇幼保健院是以儿科、妇产科为主的医院，
年门诊量３０多万人次，年出院患者１万多人次，其中
儿童、妇女患者占住院总人数的２／３以上。为了解近
几年该妇幼保健院主要细菌的分布及细菌耐药性的变

化，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细菌监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
析，为该院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来源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３１日铜陵市妇幼保健院患者的各类临床标本。
１２　仪器与试剂　仪器为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
的ＡＴＢ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细菌鉴定系统，ＩＤ３２ＳＴＡＰＨ鉴定试
条及药敏试条，头孢西丁ＦＯＸ（每片３０μｇ）、苯唑西林
ＯＸ（每片１μｇ）、红霉素（每片１５μｇ）、克林霉素（每片
２μｇ）药敏纸片及 ＭｕｅｌｌｅｒＨｉｎｔｏｎＡｇａｒ（ＭＨＡ）培养基
均为英国ＯＸＯＩＤ公司产品。
１３　药敏试验方法　采用上述仪器及ＡＴＢｓｔａｐｈ（００）
药敏试条，检测常用抗菌药物的ＭＩＣ，判断细菌是否耐
药。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由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２　结　果
２１　病原菌分布及送检情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共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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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４０８０份，其中血 １８４０份、尿 ２４０份、痰 ３６０份、粪
１２５１份、分泌物及其它３８９份。分离出病原菌４０９株，
阳性率为１０．０２％。４０９株病原菌包括革兰氏阳性菌
２０４株，占４９．８８％；革兰氏阴性菌１４５株，占３５．４５％；
真菌６０株，占１４．６７％。共检出细菌３４９株，阳性菌占
５８．４５％，阴性菌占４１．５５％。病原菌具体分布见表１。
２２　常见革兰氏阳性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在分
离出的２０４株革兰氏阳性菌中葡萄球菌 １８６株，占
９１．１８％，链球菌６株、肠球菌４株，具体分布见表２。
其中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达９０．３２％，对苯唑青
霉素、红霉素耐药率都超过了 ５０％。肠球菌对红霉
素、克林霉素耐药率１００％，对青霉素、左氧氟沙、红霉
素、复方磺胺、庆大霉素耐药率也超过了５０％。值得
注意的是发现２例耐替考拉宁的葡萄球菌、１例耐万
古霉素的肠球菌。

２３　常见革兰氏阴性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在分
离出的１４５株革兰氏阴性菌中，排在前５位的是大肠
埃希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

氏不动杆菌，具体见表２。其中大肠埃希菌对阿莫西
林、哌拉西林、头孢噻酚、头孢呋辛、头孢他啶耐药率超

过了５０％；沙门氏菌对阿莫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噻酚
耐药率超过了５０％；肺炎克雷伯菌对阿莫西林耐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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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５０％。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铜陵市妇幼保健院病原菌分布情况

病原菌 菌株数 构成比（％）

革兰氏阳性球菌 ２０２ ４９．８８
葡萄球菌 １８６ ４５．４８
链球菌属 ６ １．４７
肠球菌属 ４ ０．９８
其他 ６ １．４７
革兰氏阳性杆菌 ２ ０．４９
革兰氏阴性杆菌 １４５ ３５．４５
肠杆菌科 １０９ ２６．６５
大肠埃希菌 ６４ １５．６５
沙门氏菌 １６ ３．９１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５ ３．６７
志贺氏菌 ９ ２．２０
其他 ５ １．２２
非发酵菌属 ３６ ８．８０
铜绿假单胞菌 １１ ２．６９
鲍曼不动杆菌 １０ ２．４４
产碱杆菌 ８ １．９６
嗜麦牙窄食单胞菌 ４ ０．９８
其他 ３ ０．７３
真菌类 ６０ １４．６７
检出的病原菌总数 ４０９ １００．００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铜陵市妇幼保健院常见
Ｇ＋细菌耐药情况（ｎ，％）

药物名称 葡萄球菌 链球菌属 肠球菌属

青霉素 １６８（９０．３２） １（１６．６７） ３（７５．００）
苯唑青霉素 １０８（５８．０６） ０ １（２５．００）
诺福沙星 ６４（３４．４１） ０ ０
左氧氟沙星 ４２（２２．５８） ０ ３（７５．００）
四环素 ４８（２５．８１） ０ ２（５０．００）
红霉素 １１６（６２．３７） ３（５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０）
复方磺胺 ７９（４２．１７） ０ ３（７５．００）
克林霉素 ５５（２９．５７） ２（３３．３３） ４（１００．００）
庆大霉素 ４９（２６．３４） ０ ２（５０．００）
替考拉宁 ２（１．０７） ０ ０
万古霉素 ０ ０ １（２５．００）

３　讨　论
　　铜陵市妇幼保健院近５年来，标本送检率逐年上
升，阳性检出率变化不大。在分离出的病原菌中，真菌

６０株占 １４．６７％，比洪攀等［１］调查的真菌感染率

２９．１％低。该院革兰氏阳性菌检出率高于阴性菌，与
文献调查不一致，胡刚等［２］调查显示在分离的１４４３５
株细菌中革兰氏阳性菌占１４．２％，革兰氏阴性菌总检
出率为 ８５．８％。魏东等［３］调查显示，在分离的 ３０９４
株细菌中革兰氏阳性菌占４２．５％，革兰氏阴性菌总检
出率为５７．５％，检出率均是革兰氏阴性菌高于阳性
菌，可能与该院儿童患者较多有关。杨青等调查显示，

儿童阳性菌感染的比例明显高于成人，葡萄球菌和肠

球菌已成为儿童感染的主要致病菌［４］。

监测表明该院革兰氏阳性菌对青霉素、红霉素具

有较高耐药率，建议医院暂停使用。近年来，耐万古霉

素肠球菌（ＶＲＥ）屡见报道［５］，该院监测发现了１例耐
万古霉素的肠球菌（２０１２年）。近年检测出２例耐替
考拉宁的葡萄球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各 １株），卫生部
２０１０年临测数据表明还未出现耐替考拉宁葡萄球
菌［６］，对此医院应引起重视。

该院细菌监测表明，革兰氏阴性菌细菌分布和文

献基本一致［７８］，主要是肠杆科细菌，最常见的感染是

大肠埃希菌感染。肠杆科细菌对青霉素类，第一代头

孢菌素耐药率较高，对氟喹诺酮类、三代头孢菌素类敏

感，可选用。但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耐药率超

过５０％，可能与该院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使用过多，
产生超广谱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有关。产ＥＳＢＬｓ细菌
常多重耐药，使临床治疗更为棘手。大肠埃希菌有１
例对亚胺培南耐药。特别要指出的是嗜麦牙窄食单胞

菌虽然检出率低，但由于其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天然

耐药［９］，４株中有２株（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各１株）对美洛培
南耐药，耐药率高达５０％，临床上可以选择的药物不
多，复方新诺明、替加环素可能敏感，可试用。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铜陵市妇幼保健院常见Ｇ－细菌耐药情况（ｎ，％）

药物名称 大肠埃希菌 沙门氏菌 肺炎克雷伯菌 铜绿假单胞菌 鲍曼氏不动杆菌 嗜麦牙窄食单胞菌

阿莫西林 ４６（７１．８８％） １２（７５．００％） １０（６６．６７％） ３（２７．２７％） ０ ０
哌拉西林 ４５（７０．３１％） １１（６８．７５％） ６（４０．００％） ２（１８．１８％） ３（３０．００％） ０
头孢噻吩 ４２（６５．６３％） １０（６２．５０％） ４（２６．６７％） ２（１８．１８％） ４（４０．００％） ０
头孢呋辛 ３４（５３．１２％） ６（３７．５０％） ４（２６．６７％） ３（２７．２７％） ４（４０．００％） ０
头孢他啶 ３５（５４．６９％） ６（３７．５０％） ５（３３．３３％） ３（２７．２７％） ２（２０．００％） ０
头孢西丁 １２（１８．７５％） ０ ４（２６．６７％） ２（１８．１８％） ５（５０．００％） ０
环丙沙星 ２１（３２．８１％） １（６．２５％） １（６．６７％） ２（１８．１８％） ２（２０．００％） ０
亚胺培南 １（１．５６％） ０ ０ ０ ０ ０
美洛培南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５０．００％）
复方磺胺 ３１（４８．４４％） ４（２５．００％） ４（２６．６７％） ７（４６．６７％） ２（２０．００％） ０
妥布霉素 ２７（４２．１９％） ２（１２．５０％） ２（１３．３８％） ０ ２（２０．００％） ０
阿米卡星 ７（１０．９４％） ０ ０ ０ １（１０．００％） ０
奈替卡星 １６（２５．００％） １（６．２５％） １（６．６７％） ０ ０ ０

　　抗菌药物的用量变化与细菌耐药性关系密切，二
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盲目、大量地应用抗菌药物必然

导致细菌耐药性的增加［１０］。该院细菌耐药情况不容

乐观，医院应加大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整治力度，规范使

用抗菌药物，同时做好消毒灭菌工作，减少细菌耐药性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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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职称医技人员年龄构成的比较

技术人员职称 ５５岁及以上 ４５～５４岁 ３５～４４岁 ２５～３４岁 ２４岁及以下 χ２值 Ｐ值

主任医（护、技、药）师 ３０ ７ ５ １ ０ ３１３６．１１ ＜０．０５
副主任医（护、技、药）师 ６１ ３０ １５ ９ １
主治医（护、技、药）师 ２８９ ４６７ ２３６ ４８０ ３９
医（护、技、药）师 ５２ ３５３ ４５２ ９６５ ３３８
医（护、技、药）士 ３６ ２６ １３４１ １２４２ ５５

表５　１７６家乡镇卫生院各专业技术人员学历层次的需求

学历需求 本科 专科 中专

临床 １０５ ６４ ７
防保 ４５ １１６ １５
护理 ２２ １３５ １９
影像 ５２ １２０ ４
检验 ４１ １２４ １１
药学 ３７ １１６ ２３

３２　我省乡镇卫生院卫生人才学历较低　我省乡镇
卫生院卫生人员的学历普遍较低，这将大大降低了我

省广大农村居民的医疗质量，建议有关部门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吸引高级知识分子到乡镇卫生院就业，或

者定期邀请省级专家到乡镇卫生院指导工作，或者对

乡镇卫生院的卫生人员进行培训，继续再教育［１０］，使

其医疗水平增高，惠及普遍农村居民，提高广大农民的

生存质量。我省乡镇卫生院副高职称以上人员较少，

但后备力量充足。

３３　我省乡镇卫生人才技术素质低下　我省乡镇卫
生人才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水平较差，从学历层次

的分析得出，不少的学历是通过成人教育取得的，所以

要加强对乡镇卫生人才的专业知识的专业技能的培

训，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学继续教育提高他们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我省乡镇卫生院副高职称以上的医技人员较少，

但是中青年占大多数，这就说明，如果采取一定的措

施，对这些中青年业务骨干进行培训学习［１１１２］，鼓励其

考取更高的职称，则会大大提高我省乡镇卫生院的医

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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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技术 －医学检验·

尿 ＣＴＧＦ水平与糖尿病肾病早期肾损伤的相关性
皮永洪

摘要：目的　研究尿结缔组织生长因子（ＣＴＧＦ）与糖尿病肾病肾损伤的相关性，评价其在糖尿病肾病肾损伤诊断
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分别检测４８例健康体检者、９７例糖尿病肾病患者（其中Ａ组为正常蛋白尿３８例，Ｂ组为
微量蛋白尿２９例，Ｃ组为临床蛋白尿３０例）尿结缔组织生长因子水平。对照组来自本院健康体检人群。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尿结缔组织生长因子水平，同时检测ＴＧ、ＳＣｒ、ＧＨｂ、ＴＣ及ＢＵＮ等指标。结果　病例组患者尿ＣＴＧＦ
平均含量为（５０．１２±４３．３２）ｎｇ／ｍｇ，明显高于对照组尿 ＣＴＧＦ平均含量（４．４１±２．２３）ｎｇ／ｍ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组病例组之间比较发现，蛋白尿水平越高，尿ＣＴＧＦ含量增加越明显。Ｃ组尿 ＣＴＧＦ含量
为（１１２．２４±４５．５９）ｎｇ／ｍｇ，明显高于Ａ、Ｂ两组（Ｐ＜０．０５）；Ｐｅａｒｓｏｎ’ｓ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尿ＣＴＧＦ水平与血清
ＵＡＥ水平呈明显正相关（ｒ＝０．７２１，Ｐ＜０．０５）。结论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尿结缔
组织生长因子水平在ＤＮ肾损伤诊断中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结缔组织生长因子；糖尿病肾病；相关性；诊断价值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６．１２２　Ｒ５８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１４０２

　　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是由于糖
尿病糖代谢异常而导致的肾小球硬化症，通常伴有临

床尿蛋白，被称为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

最严重和危害性最大的一种慢性并发症，是糖尿病患

者全身性微血管病变的表现，临床表现为渐进性肾功

能损害，如蛋白尿、高血压、水肿，晚期发展为肾功能衰

竭。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据统计，约有３０％ ～４５％的 ＤＮ患者最终导致终末期
肾病（ＥＳＲＤ）［１］。目前，常用的治疗措施如抑制肾素
血管紧张素活性、降低血压等，均无法缓解肾小管间质

纤维化和肾小球硬化的速度，最终发展成肾衰。研究

发现［２］，细胞因子与 ＤＮ密切相关，在 ＤＮ患者中，转
化生长因子β（ＴＧＦβ）是一类重要的细胞因子，具有
致纤维化的作用。结缔组织生长因子（ＣＴＧＦ）是一类
新发现的细胞因子［３］，在 ＴＧＦβ诱导下，成纤维细胞
可以分泌ＣＴＧＦ，同时介导 ＴＧＦβ合成细胞外基质和
细胞增生，Ｒｉｓｅｒ发现，在糖尿病的大鼠中，ＣＴＧＦ在第
３周时表达高峰，维持高水平至３２周；而尿微量蛋白
在第３２周开始有明显升高，因此 ＣＴＧＦ可以作为尿微
量蛋白的预测ＤＮ的指标。本文研究分析 ＣＴＧＦ与糖
尿病肾病早期肾损伤的相关性，旨在为 ＤＮ早期肾损
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４月来我
院治疗的９７例Ⅱ型糖尿病患者作为实验组，患者均符
合Ⅱ型糖尿病诊断标准［４］。其中男性５７例，女性４０
例，年龄３７～７８岁，平均年龄（５４．６±１２．５）岁，平均体
重（６４．２±８．７）ｋｇ。所有患者在开始治疗前２周停止
服用ＡＣＥＩ等药物，并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蛋白增高。
根据蛋白排泄量（ＵＡＥ）将患者分为３组：尿蛋白正常
组（Ａ组，３８例）：尿蛋白排泄率 ＵＡＥ＜３０ｍｇ／ｄ；微量
蛋白尿组（Ｂ组，２９例）：３０ｍｇ／ｄ≤ＵＡＥ≤３００ｍｇ／ｄ；
临床蛋白尿组（Ｃ组，３０例）ＵＡＥ＞３００ｍｇ／ｄ。同时选
取来我院体检的身体健康者４８例，其中男性３０例，女

作者单位：４０８５００重庆市武隆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性１８例；２组在性别构成、年龄、体重等方面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实验方法　收集２组患者２４ｈ尿液，连续收集３
ｄ，取１０ｍｌ尿液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
在－８０℃下保存。
１３　检测指标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ＥＬＩＳＡ）测定尿液中ＣＴＧＦ浓度，连续测量３次，取平
均值。为了排除干扰，取尿液 ＣＴＧＦ与尿肌苷表示尿
ＣＴＧＦ。检测患者甘油三酯（ＴＧ）、血肌酐（ＳＣｒ）、糖化
血红蛋白（ＧＨｂ）、总胆固醇（ＴＣ）及血尿素氮（ＢＵＮ）等
指标；检测仪器采用日本日立（７６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测，诊断试剂为罗氏诊断试剂盒。收集患者２４ｈ尿
液，连续收集３ｄ，取１０ｍｌ，采用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美
国ＢｅｃｋｍａｎＣｏｕｌｔｅｒＩＭＭＡＧＥ公司）检测尿微量白蛋
白，连续测量３次，取平均值，根据２４ｈ尿量计算蛋白
排泄量（ＵＡＥ）［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研究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
独立样本采用ｔ检验分析样本间的差异，以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相关系数判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实验各组与对照组生化指标及尿 ＣＴＧＦ对比　
实验组患者 ＵＡＥ、尿 ＣＴＧＦ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对照组与实验组的 ＴＧ、ＴＣ、ＢＵＮ、ＳＣｒ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内 Ａ、Ｂ、Ｃ３组间
ＵＡＥ、尿ＣＴＧＦ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余各指标在 Ａ、Ｂ、Ｃ３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２。
２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ｓ相关性分析结果　对照组尿 ＣＴＧＦ与
ＵＡＥ呈正相关（ｒ＝０．７２１，Ｐ＜０．０５）；而与 ＴＧ、ＴＣ、
ＢＵＮ、ＳＣｒ等无相关性（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糖尿病肾病的发生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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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如血糖水平异常、遗传因素、蛋白摄入过量、高血

压、胰岛素分泌过多、脂肪代谢异常等。糖尿病患者一

旦发生肾脏损害，出现持续性临床蛋白尿，则肾功能出

现持续性减退直至发展为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目前尚

无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阻止该病的发生与发展。故糖

尿病肾病的早期诊断至关重要。

表１　糖尿病肾病患者与健康体检者生化指标及尿ＣＴＧＦ对比（ｘ±ｓ）

组别　 例数 ＵＡＥ（ｍｇ／ｄ） 尿ＣＴＧＦ（ｎｇ／ｍｇ）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ＳＣｒ（μｍｏｌ） ＧＨｂ（％）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４８ １１．１７±６．３２ ４．４１±２．２３ ５．５９±１．１７ ５７．７８±１３．６７ ５．４５±０．７１ ４．７１±０．９７ １．７６±０．９２
实验组 ９７ ６９１．４２±４８４．４７ ５０．１２±４３．３２ ５．６０±１．４２ ６０．４１±１７．４９ ８．２１±２．３１ ４．８２±１．０３ １．７０±０．８３
ｔ值　 －１３．７４１ －１０．３６５ －０．０４２ －０．９１２ －１．９４２ －０．６１７ ０．４３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６ ０．３６３ ０．０５８ ０．５３８ ０．６６６

表２　实验组内不同尿蛋白组糖尿病肾病患者生化指标及尿ＣＴＧＦ对比（ｘ±ｓ）

组别 例数 ＵＡＥ（ｍｇ／ｄ） 尿ＣＴＧＦ（ｎｇ／ｍｇ）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ＳＣｒ（μｍｏｌ） ＧＨｂ（％）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Ａ组 ３８ １５．４６±７．９３ １５．１３±８．６２ ５．４４±１．３６ ６１．３１±１４．１０ ７．８９±２．３１ ５．０５±１．０６ １．６６±０．５２
Ｂ组 ２９ １２３．５１±９４．３１ａ ４６．７８±１４．６７ａ ５．７３±１．５１ ５５．６１±１７．９７ ８．４３±２．１７ ４．５４±１．０５ １．７３±０．７７
Ｃ组 ３０ ２６１２．３０±６７４．６１ａｂ １１２．２４±４５．５９ａｂ ６．０２±１．４４ａ ６３．７１±１９．２１ ８．７１±２．４８ ４．７６±０．９１ ２．１２±１．１６
Ｆ值 ４７１．５７２ １０９．３４５ １．３８３ １．７７８ １．１０３ ２．１３３ ２．７９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６ ０．１７５ ０．３３６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６

　　注：与Ａ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Ｃ组与Ｂ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ＣＴＧＦ是 Ｂｒａｄｈａｍ１９９１年首先发现的一种新型细
胞生长因子［６］。ＣＴＧＦ最初被发现对成纤维细胞具有
趋化及促有丝分裂作用，随后的多项研究证实，ＣＴＧＦ
还具有促细胞增殖、迁移及分化等作用［２６］。近年来的

大量研究进一步发现，ＣＴＧＦ与包括血管、皮肤、心脏、
肾脏、胰腺、肺及肝脏等在内的许多组织器官纤维化发

生发展密切相关［７１０］。ＫｉｒａｎＧ等的研究发现［８］，

ＴＧＦβ可以诱导细胞分泌 ＣＴＧＦ，ＣＴＧＦ与 ＴＧＦβ一起
参与对细胞的增生作用；正常状态下，肾小球及肾间质

成纤维细胞等均可分泌 ＣＴＧＦ，但是在病理情况下，特
别是肾小管间质病变区和伴有 ＥＣＭ合成的肾小球系
膜，ＣＴＧＦ表达量上升。Ｔｕｎｃｄｅｍｉｒ的研究证实［９］，ＣＴ
ＧＦ表达量升高在肾病变中是一种常见现象，如在肾移
植排斥反应、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等均可检测 ＣＴＧＦ
表达量增加。

临床上，糖尿病肾损伤一般分为５期，Ⅰ期的特征
主要是肾小球滤过率增加，尿蛋白检测无异常，一般可

以通过血糖调节恢复；Ⅱ期主要特点是肾小球滤过率
（ＧＦＲ）＞１５０ｍｌ／ｍｉｎ，ＵＡＥ＞３０μｇ／ｍｉｎ，但是患者尿白
蛋白排除率正常，此时，患者有发展成糖尿病肾病的趋

势；Ⅲ期又称早期糖尿病肾病，ＵＡＥ＞２００μｇ／ｍｉｎ，并
伴有血压轻度上升，此时可以通过生化指标进行检测；

Ⅳ期称为显性糖尿病肾病，这一期患者水肿和高血压
症状明显，容易诊断；Ⅴ期又称终末期肾病（ＥＳＲＤ）。
临床上将 ＵＡＥ作为糖尿病肾病诊断标准很容易漏诊
Ⅰ期和Ⅱ期患者，等到患者确诊为糖尿病肾病时，多数
已经为Ⅲ期或以上，同时伴随有较为严重的器质性损
伤。若通过检测 ＣＴＧＴ的水平就可以在Ⅱ期确诊，此
时给予正确的预防和治疗，可以减少糖尿病肾病患者

肾损伤的程度和患者的发病率，减轻患者的痛苦。本

组资料中，按照ＵＡＥ的多少，将糖尿病患者分为３组，
比较不同组尿ＣＴＧＦ的水平，发现Ａ组、Ｂ组、Ｃ组ＣＴ
ＧＦ均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尿蛋白排
泄率的增加，尿 ＣＴＧＦ含量明显增高，Ｃ组患者尿 ＣＴ
ＧＦ含量最高。这个研究结果与国外报道基本相
同［１０］，说明 ＤＮ患者尿 ＣＴＧＦ水平可以作为诊断早期
肾损伤的指标，有临床推广意义。

综上所述，结缔组织生长因子与糖尿病肾病的发

生关系密切，尿结缔组织作为糖尿病肾病早期肾损伤

的诊断指标有一定的价值，但其是否能作为糖尿病肾

病早期肾损伤的诊断性标准用于临床有待于大样本资

料进一步分析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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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转移抑制基因 ＢＲＭＳ１与肿瘤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唐经纬，詹晓东

关键词：乳腺癌转移抑制基因（ＢＲＭＳ１）；肿瘤；抑制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９　Ｒ７３０．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１６０３

　　当今医学发展中，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是一大难
题，所以对于恶性肿瘤的研究业已成为重要课题，并已

在全世界展开广泛的深入的研究。恶性肿瘤的一个显

著特性是转移，因此对抑制肿瘤转移的探索已成为聚

焦的热点，因而一些对肿瘤转移有着抑制作用的基因

的研究探索也在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自从首个能够

抑制肿瘤转移基因———ｎｍ２３被发现，已经有十余个肿
瘤转移抑制基因被发现，这些转移抑制基因对原发肿

瘤的形成与生长并无直接作用，但可以充分阻遏癌细

胞的转移，阻止其侵袭，防止恶性肿瘤细胞的进一步扩

散。ＢＲＭＳ１作为其中的一员，在抑制癌细胞转移中发
挥重要作用，下面对 ＢＲＭＳ１基因的结构、功能以及与
肿瘤关系进行综述。

１　ＢＲＭＳ１的结构
　　 千禧年时外国学者在人类的染色体区域
１１ｑ１３．１～１１ｑ１３．２发现ＢＲＭＳ１，其 ｃＤＮＡ的长度约为
１４８５ｋｂ，包含１个长约７４１ｋｂ的开放阅读框架，其中
含有９个内含子和１０个外显子，其５端上游存在若干
个调控元件，但是 ＴＡＴＡ未被发现。ＢＲＭＳ１上还催在
若干个磷酸化的位点，这一点说明了该基因可能对转

录过程有一定干涉作用。

２　ＢＲＭＳ１的相关作用机制
２１　ＢＲＭＳ１对缝隙连接细胞通讯的作用　人们已经
发现缝隙连接介导的细胞通讯与癌细胞的转移有密切

的关系，Ｃｘ４３是正常状态下细胞间隙连接通讯的亚
基，对于阻止癌细胞侵润转移有重要作用，而 Ｃｘ３２是
在缝隙连接受损状态下才会出现，有助于内皮细胞生

长、新生血管的形成以及细胞的迁移［１］，当缝隙连接通

讯发生损伤时，癌细胞可通过受损的缝隙连接进行转

移和侵袭，研究表明ＢＲＭＳ１可以修复已受损伤的缝隙
连接，使正常状态下连接蛋白亚单位 Ｃｘ４３表达提高，
而降低了Ｃｘ３２的表达情况，使连接蛋白表达水平恢复
正常，阻遏癌细胞的转移。

２２　ＢＲＭＳ１在信号转导中的作用　细胞信号通路的
畸变对于调节细胞代谢，引起肿瘤发展、增长、扩散、转

移和细胞骨架重组方面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ＰＩ３Ｋ／
ＡＫＴ途径的磷酸肌醇通路能够通过干预细胞周期从
而促进细胞的增殖，控制钙离子的释放来参与细胞功

能调节，促进哺乳动物细胞骨架蛋白结构的形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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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血管形成来增强肿瘤的迁徙［２］，研究发现 ＢＲＭＳ１
可使细胞中的磷酸肌醇信号受到抑制，导致癌细胞无

法通过此信号转导通路达到转移效应。

２３　ＢＲＭＳ１对转录核因子的作用　目前研究表明，
ＮＦｋＢ对凋亡相关基因、原癌基因、肿瘤相关粘附分子
等有调控作用，这些因子与肿瘤的发生、转化、转移、侵

润有紧密关系。活化的 ＮＦｋＢ存在于许多人类肿瘤
细胞中并发挥相关作用。当某些生物性因素对细胞产

生刺激时（如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等），ＮＦｋＢ信号通
路受体ＩｋＢ激酶即被激活，发生磷酸化并且分解，之后
ＮＦｋＢ聚合体被进一步激活，并转移至细胞核内，与目
的基因发生作用，发挥转录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ＩｋＢ
的这一变化受到了ＢＲＭＳ１的抑制，因此遏制了 ＮＦｋＢ
的活性，导致与肿瘤发生的相关基因的表达降低。另

有研究发现，ＴＮＦ可以诱导 ＮＦｋＢ亚单位 ＲｅｌＡ／ｐ６５
将ＤＮＭＴ１（ＤＮＡ甲基转移酶１）结合至染色质中，促
使ＢＲＭＳ１启动子发生甲基化，下调 ＢＲＭＳ１的抑制转
录功能［３］。

２４　ＢＲＭＳ１与其他蛋白的相关作用　国外学者发现
ＢＲＭＳ１与视网膜母细胞集合蛋白１（ＲＢＰ１）和 ｍＳｉｎ３
组蛋白脱乙酰酶（ＨＤＡＣ）复合物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
关系，ＲＢ基因通过与转录因子 Ｅ２Ｆ激活部位的结合，
并且结合ｍＳｉｎ３ＨＤＡＣ转录抑制复合物来完成对转录
的抑制作用。有试验表明 ＢＲＭＳ１是 ｍＳｉｎ３ＨＤＡＣ复
合体中的一个组分，且 ＢＲＭＳ１与 ＲＢＰ１和 ｍＳｉｎ３
ＨＤＡＣ复合物中的某些部分存在着相关作用，而
ｍＳｉｎ３ＨＤＡＣ复合物是转录过程中重要的催化剂，此
复合物不但招募脱乙酰化酶，也招募糖基转移酶和甲

基转移修饰酶。Ｋ３１０在亚基 ｐ６５的转录调控过程中
起重要作用，ＢＲＭＳ１可以通过 ＨＤＡＣ促使 Ｋ３１０发生
脱乙酰化，使ｐ６５在ＮＦｋｂ上的启动子区域受到抑制，
以此使得ＮＦｋｂ依赖的转录活性下调，并且ＢＲＭＳ１是
能够通过 Ｓｉｎ３复合物达到这一功效的，说明 ＢＲＭＳ１
通过此种方式来参与转录调节［４］。此外，ＢＲＭＳ１还有
其他一些蛋白相互作用，例如 ＨＳＰ７０、ＨＳＰ９０、ｃｕｌｌｉｎ３
等，其中ｃｕｌｌｉｎ３可以提高 ＢＲＭＳ１的水平，并且可以抑
制乳腺癌中ＯＰＮ和ｕＰＡ的表达［５］。

３　ＢＲＭＳ１与肿瘤的关系
　　ＢＲＭＳ１最先是在乳腺癌细胞中被发现的，随后的
一些研究表明，ＢＲＭＳ１的表达在多种恶性肿瘤细胞中
均有缺失或下调，表明其对多种恶性肿瘤细胞中都有

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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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ＢＲＭＳ１与乳腺癌　在乳腺癌中作用的研究是
ＢＲＭＳ１被发现的起点。已有大量试验证明了其在乳
腺癌中的作用。ＹＡＮＧＹＬ等［６］从 ＭＤＡＭＢ２３１中筛
选出具有高度肺部转移性的ＭＤＡＭＢ２３１ＨＭ细胞株，
并将ＢＲＭＳ１转染入内，发现过量表达的 ＢＲＭＳ１显著
抑制了ＭＤＡＭＢ２３１ＨＭ的转移，并且通过ＲＴＰＣＲ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的方法，检测出细胞通讯中的连接蛋白
Ｃｘ２６表达水平提高。中国学者从乳腺癌细胞株中分
离出干细胞亚群，发现ＢＲＭＳ１在伴随淋巴结转移的癌
细胞中表达水平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组，说明ＢＲＭＳ１有
可能导致了乳腺癌细胞的转移［７］。另有研究表明构建

ＢＲＭＳ１腺病毒载体对于乳腺癌细胞的侵袭和运动有
抑制作用［８］。

３２　ＢＲＭＳ１与膀胱癌　陈思阳等［９］发现 ＢＲＭＳｌｍＲ
ＮＡ在膀胱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癌旁组织，转
移性癌中的 ＢＲＭＳｌ表达水平低于未转移癌组织，且
ＢＲＭＳ１的表达可能和淋巴结转移有关。另有研究表
明ＢＲＭＳ１可以通过抑制生长活性因子１磷酸鞘氨醇
来遏制小鼠模型的前列腺癌细胞株 ＭＢ４９的肺转移
能力［１０］。

３３　ＢＲＭＳ１与卵巢癌　我国学者发现 ＢＲＭＳ１可以
抑制整合素通路以阻滞卵巢癌细胞的侵袭转移表

型［１１］。我国学者［１２］在卵巢癌细胞株中加入含有

ＢＲＭＳ１ｓｈＲＮＡ的质粒，试验分析表明，ＢＲＭＳ１在癌细
胞株中的表达明显下降，并且这种表达水平的下降可

能与ｍｉＲ１４６ａ的下调有关［１３］。赵晓兰等［１４］运用免疫

组化ＳＰ法发现ＢＲＭＳ１在卵巢浆液性腺癌中的阳性表
达低于正常卵巢组织及卵巢良性肿瘤组织，推测

ＢＲＭＳ１与卵巢浆液性腺癌的转移具有相关性，并且提
出有影响到肿瘤的生长，这是之前文献中未报道的。

３４　ＢＲＭＳ１与黑色素瘤　ＳｌｉｐｉｃｅｖｉｃＡ等［１５］运用免

疫组化方法对１５５例原发黑色素瘤、６９例转移性黑色
素瘤和１５例色素痣标本石蜡进行 ＢＲＭＳ１测定，发现
细胞质内的ＢＲＭＳ１对限制黑色素瘤细胞株的侵袭和
迁移有一定作用。ＬｉＪ等［１６］通过研究多种生物因子

在黑色素瘤中的预后价值评估和表达情况，发现

ＢＲＭＳ１等标志物对黑色素瘤患者的预后及新的治疗
策略提供新的研究方案［１７］。学者运用 ＲＮＡ沉默来敲
除无胸腺裸体小鼠中的 ＯＰＮ表达，发现 ＢＲＭＳ１含量
相对较少的黑色素瘤细胞中黑色素瘤的形成过程明显

延缓［１８］。

３５　ＢＲＭＳ１与消化道肿瘤　韩国新等［１９］研究表明

ＢＲＭＳｌ在胃癌中的表达水平与正常组织相比，有着明
显的下降，甚至出现了缺失，并且显示出 ＢＲＭＳ１的表
达水平与胃癌分化程度呈正相关，与浸润深度以及淋

巴结的转移呈负相关性。其他学者将人胃癌细胞移植

至小鼠皮下来建立裸鼠的胃癌模型，通过免疫组化、

ＲＴ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与胃癌的原发灶组织
相比，ＢＲＭＳ１在转移性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降
低，这说明ＢＲＭＳ１可以抑制转移性胃癌细胞的侵袭，

但不能阻止胃癌的生长［２０］。张毅等［２１］通过 ＲＴＰＣＲ
方法检测直肠癌癌组织及其相应癌旁正常黏膜组织中

ＢＲＭＳ１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结果 ＢＲＭＳ１ｍＲＮＡ的表
达水平在正常癌旁黏膜组织与癌组织中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提示ＢＲＭＳ１ｍＲＮＡ的表达下降可能促进直
肠癌转移的发生。在其他的实验，研究人员将 ＢＲＭＳ１
导入人直肠癌细胞株 ＬＯＶＯ中，建立小鼠模型，发现
ＢＲＭＳ１可以抑制直肠癌细胞 ＬＯＶＯ的远处转移，但是
也不具备影响肿瘤本身生长的能力［２２］。年峰［２３］采用

免疫组化方法对５０例食管鳞癌组织和２０例癌周正常
食管黏膜组织中ＢＲＭＳ１蛋白的表达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食管鳞癌组织 ＢＲＭＳ１蛋白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癌
旁正常食管黏膜组织，且 ＢＲＭＳ１与淋巴结转移有关。
我国学者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发现在结肠癌中，

ＢＲＭＳ１可以降低肿瘤的转移侵袭，且与 ＢＲＭＳ１的表
达与癌肿的浸润程度、淋巴结转移和临床分期有密切

关系［２４］。

３６　ＢＲＭＳ１与肺癌　ＮａｑｊｉＡＳ等［２５］通过实验发现，

对非小细胞肺癌的 ＢＲＭＳ１启动子中胞嘧啶核苷酸进
行甲基化干预可以下调其ＢＲＭＳ１ｍＲＮＡ和蛋白水平。
ＹａｎｇＪ等［２６］发现ＢＲＭＳ１可减少ＳＤＦ［２７］诱导的趋化性
和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抑制核因子 ｋＢ的活动，
ＢＲＭＳ１与ＣＸＣＲ４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水平呈负
相关。在此学者的其他研究中，对３２５例接受手术的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癌组织中ＢＲＭＳ１进行甲基化，发现
ＢＲＭＳ１的甲基化与吸烟等流行病学高危因素以及生
存率有密切关系，有助于对患者的预后进行评估［２８］。

另外，ＢＲＭＳ１可以通过组蛋白乙酰化转移酶 Ｐ３００上
的Ｅ３连接酶的作用来抑制肺癌细胞的转移［２９］。

３７　ＢＲＭＳ１与鼻咽癌　研究者应用免疫组化染色法
对２７４例鼻咽癌标本进行分组检测，发现鼻咽癌细胞
株中ＢＲＭＳ１表达水平呈下调，且 ＢＲＭＳ１基因的过度
表达对鼻咽癌细胞在体外和体内的转移有显著抑制作

用，更为重要的是，ＢＲＭＳ１的低水平表达与较差的无
远处转移生存率和总生存率有关，说明低表达的

ＢＲＭＳ１在预后较差的鼻咽癌患者预后中可能作为判
断因素［３０］。

３８　ＢＲＭＳ１与肝癌、胆囊癌　曾晓波等运用免疫组
化方法检测ＢＲＭＳ１在原发肝细胞癌组织以及对于癌
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发现肝癌中的ＢＲＭＳ１表达显著
低于正常癌旁组织和慢性肝病的肝脏组织［３１］。李静

等运用ＲＴＰＣＲ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检测肝癌组织、癌
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的 ＢＲＭＳ１的 ｍＲＮＡ及蛋白水
平，发现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非癌组织［３２］。另

有试验表明，ＢＲＭＳ１可以通过抑制癌细胞株中ＯＰＮ的
表达来调控肝癌细胞的凋亡［３３］。在 ＢＲＭＳ１与胆囊癌
的相关研究中，运用免疫组化方法发现胆囊腺癌中的

ＢＲＭＳ１表达阳性率明显低于癌旁组织和胆囊息肉，提
示ＢＲＭＳ１表达水平与生存率正相关，并且 ＢＲＭＳ１阴
性可作为独立的危险因素［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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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展望
　　ＢＲＭＳ１基因作为已经发现的肿瘤转移抑制基因
之一，已在多种恶性肿瘤细胞中得到证实，并且其抑制

转移的作用途径及形式已有部分被发掘，随着研究的

越来越深入，相信对其转移抑制机制的探索会越来越

明朗，有机会成为肿瘤诊断及治疗方面的一个重要方

向和策略，由于肿瘤的转移是一个多重因子、多种途

径、多项效应协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关于 ＢＲＭＳ１在抑
制肿瘤转移中是单独发挥其自身作用还是通过作用于

某些其他基因协同发挥功效，并且具体是通过怎样的

机制发挥作用，目前仍没有较明确的定论，所以，

ＢＲＭＳ１与其他有关参与、促进或抑制肿瘤发生、转移
的基因是否存在联系且存在怎么的潜在关联，是否可

以通过联合检测对其抑制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有

望在今后的肿瘤研究工作中开辟一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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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术后辅助放化疗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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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妇女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仅
次于乳腺癌，位居第二［１］。近年来随着筛查技术和综

合治疗手段的提高，以及大众对宫颈癌意识的增强，更

多的宫颈癌患者获得了手术机会。如何降低术后复

发、转移及提高生存率成为又一个研究热点。

宫颈癌根治术后的生存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研究显示宫颈癌术后具有高危因素者复发转移率明显

高于无高危因素者［２３］；术后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行辅

助治疗可有效降低局部复发率，提高总体疗效，改善患

者的预后［４６］。本文就宫颈癌术后辅助放化疗的研究

做一综述。

众多研究［７１４］认为早期宫颈癌术后具有如下危险

因素者需术后辅助治疗：①局部肿瘤体积大（直径 ＞４
ｃｍ）；②宫颈深肌层浸润；③盆腔或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转移；④手术切缘阳性；⑤宫旁浸润；⑥病理分级为Ⅲ
级；⑦淋巴血管间隙受侵（ＬＶＳＩ）；⑧特殊病理类型（腺
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等）。ＢｅｈｔａｓｈＮ等多数研究
者［１０１２］通过研究将其中的４项视为高危因素：①宫颈
深肌层浸润；②淋巴结阳性；③宫旁浸润；④切缘阳性。
而ＭａｂｕｃｈｉＳ等研究者［９，１３１４］通过研究将其中的３项
视为中危因素：①宫颈深肌层浸润；②脉管阳性（查见
癌栓）；③肿瘤直径（体积）较大。ＳｉｔｔｉｄｉｌｏｋｒａｔｎａＫ
等［１５］也认为早期宫颈癌术后存在至少一个主要高危

因素或两个中危因素时需术后辅助放化疗。

１　术后辅助放疗
１１　术后放疗的疗效　１９世纪末发现 Ｘ线和镭以
来，用放射线治疗恶性肿瘤已有显著的发展。放疗现

已成为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

不仅适用于各期宫颈癌患者，同时也是宫颈癌术后辅

助治疗的主要方法。

术后辅助放疗能消除盆腔隐匿病灶，降低盆腔复

发率。ＬｏｒｅｎｚＥ等［１６］分析了１９８７—２００１的７１例宫颈
癌患者，根治术后辅助放射治疗，结果５年的ＯＳ（总生
存率）和ＤＦＳ（无瘤生存率）分别为８０．３％和８２．７％。
ＧｈｉａＡＪ等［１７］提出宫颈癌术后，若存在淋巴结阳性和

（或）宫旁受浸润，建议术后辅助放射治疗。Ｐｌｅｓｉｎａｃ
ＫａｒａｐａｎｄｚｉｃＶ等［１８］也提出宫颈癌根治术后，具有淋巴

结阳性、肿瘤直径 ＞４ｃｍ、切缘阳性（肿瘤病灶残余），
辅助放射治疗在改善生存率方面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出现的并发症也是可以接受的。他们通过回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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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术后接受放疗的１６２例宫颈癌患者，５年的总
生存率（ＯＳ）达到了９２．６％，５年的无瘤生存率（ＤＦＳ）
达到了９０．９％。
１２　术后放疗的局限性　术后放疗目前广泛应用于
具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术后辅予全盆腔照射比单用手

术治疗者减少局部复发率并改善无瘤存活率。但放疗

后的并发症如放射性膀胱炎、放射性直肠炎、骨髓抑制

等会令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患者更

倾向于利用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宫颈癌，以期达到

提高疗效，减少复发，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２　术后辅助同步放化疗
２１　术后同步放化疗的疗效　ＦａｂｒｉｎｉＭＧ等［１９］研究

显示Ⅰｂ期的宫颈癌患者，在术后病理提示有高危因
素时辅助放化疗，能得到满意的临床疗效。ＫｉｍＫ
等［２０］研究得出宫颈癌术后存在中危因素时，术后辅助

放化疗比单用放疗有更好的耐受性和疗效。ＳｏｎｇＳ
等［１４］研究得出在宫颈癌患者术后行放疗的同时增加

化疗，即同步放化疗，对有中危因素的患者可以提高

ＲＦＳ；同时认为术后同步放化疗可以明显减少盆腔复
发率（Ｐ＝０．０１２）和远处转移率（Ｐ＝０．０２７）。Ｏｋａｚａｗａ
Ｍ等［２１］研究，将高危因素中淋巴结转移作为单独的危

险因素，辅助同步放化疗要优于单独行广泛野放疗。

包虹［２２］也提出对于中晚期宫颈癌术后同步放化疗疗

效要明显优于单纯放疗。芦芸等［２３］将８篇有关宫颈
癌根治术后辅助放化疗的中英文文章，包括８９２例患
者，做了Ｍｅｔａ分析，分析的结果显示术后辅助放化疗
改善患者５年总生存率（ＯＳ）方面不明显，但是可以显
著提高３年无瘤生存率（ＤＦＳ），同时可以降低盆腔复
发率和远处转移率。

２２　术后同步放化疗的方法　目前国内外对于同步
放化疗的研究，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识；特别是放疗和

化疗的顺序、最佳化疗方案以及术后放疗方法和剂量

等方面均有差异。

２２１　术后同步放化疗的顺序　根据文献统计目前
应用较多的包括：①术后２～３周开始放疗，化疗在放
疗的第１天开始，每周１次（周疗法），连用 ４周［２４］。

②术后２～４周开始放疗，化疗在放疗第１天开始化
疗，间隔２１ｄ（三周疗法），共３个疗程［２５］。③全身化
疗２个周期后行放疗，放疗结束后１周再行全身化疗２
个周期，每位患者化疗共 ４个周期（化放疗序贯疗
法）［２６］。④全身化疗于术后２～３周开始，每４周１次
（四周疗法），共 ２个周期；化疗 １周后开始放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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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２７］。⑤术后１个月内开始行放疗，同步放化疗在放
疗第１周内化疗；序贯放化疗在放疗结束后１周化疗，
２组化疗均间隔２１～２８ｄ（介于三、四周疗法之间），共
２～４周期［２８］。

２２２　术后同步放化疗的化疗方案　盆腔放疗加化
疗对于术后有亚临床转移风险的宫颈癌患者，可以改

善生存率，目前公认最有效的方案是以铂类为基础的

方案。

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方案：①顺铂单药的周化
疗［３，１１，１５，２４］；②ＦＰ方案（氟尿嘧啶 ＋顺铂）［２７２８］；③ＴＣ
方案（卡铂 ＋紫杉醇）［２９３０］；④ＴＰ方案（紫杉醇 ＋顺
铂）［２７］；⑤顺铂（ＤＤＰ）＋亚叶酸钙（ＣＦ）＋氟尿嘧啶
（５Ｆｕ）［２５］。与顺铂比较，奈达铂消化道反应轻，神经
毒性和肾毒性较小［３１］，因而奈达铂近年来也被用作术

后同步放化疗。常用的方案有：①奈达铂单药周化
疗［３］；②ＴＰ方案（紫杉醇＋奈达铂）联合周化疗［２６］。

２２３　术后同步放化疗的放疗方法
２２３１　宫颈癌术后标准野　主要适用于具有如下
高危因素者：①盆腔淋巴结（＋）；②宫旁切缘（＋）；③
阴道切缘（＋）；④宫旁浸润。常用二野（Ｆ）用 ０°和
１８０°对穿照射，常规四野（４Ｆ）用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０°盒
式照射。

２２３２　盆腔小野外照射　下列３项危险因素中任
何１项或２项（肿瘤较大 ＞４ｃｍ、脉管侵犯、宫颈肌层
浸润 ＞１／２）。小野外照射予以骨盆中平面剂量 ４５
Ｇｙ；上界在１～２骶骨间，下界在闭孔中间，两侧为骨盆
脊侧缘，前界在耻骨结节后１ｃｍ，后界在骶骨前平面。
２２３３　延伸野照射　髂总或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
移。上界Ｌ１上缘，可用适形野照射，剂量４５～５０Ｇｙ。
２２３４　阴道腔内放疗　阴道切缘阳性者，补充阴道
黏膜下０．５ｃｍ处 ４５Ｇｙ腔内放疗（７．５Ｇｙ／次，共 ６
次）。

２２３５　精确放疗在术后同步放化疗中的应用　宫
颈癌术后常规放疗（ＣＲＴ），这种技术由于受盆腔内膀
胱、直肠、部分小肠等正常组织耐受量的限制，很难将

宫颈癌术后照射剂量提高到５０～５５Ｇｙ，因此肿瘤控制
率也明显下降。随着放疗技术的进展，常规的两野和

四野盒式放疗由于严重的不良反应已经逐渐被三维适

形 放 疗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３ＤＣＲＴ）和调强放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
ａｐｙ，ＩＭＲＴ）所取代。３ＤＣＲＴ，ＩＭＲＴ能提供更好的适合
计划靶区（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ｖｏｌｕｍｅ，ＰＴＶ）的剂量曲线图，
不仅能够使照射剂量的分布与肿瘤形状基本一致，还

能使靶区的剂量分布更为优化合理，减少靶区周围正

常组织不必要的照射。同时 ＭｉｌｂｙＡＢ等［３４］还研究了

质子治疗妇科肿瘤，采用调强质子治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
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ＭＰＴ）和被动散射质子治疗（ｐａｓ
ｓｉｖ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ＳＰＴ）用于髂总淋巴结放
疗。

２３　术后同步放化疗的毒副反应　宫颈癌术后同步

放化疗的毒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Ｙ
等［１０］通过研究认为术后至少有一个危险因素时，辅以

奈达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是安全可行的，但同步放

化疗的急慢性毒副作用不容忽视，急性包括胃肠道反

应和骨髓抑制，其中骨髓抑制程度以Ⅰ～Ⅱ级为主；慢
性包括放射性直肠炎，放射性膀胱炎。ＳｏｎｇＳ等［１４］研

究指出在宫颈癌患者术后行同步放化疗，化疗后Ⅲ、Ⅳ
级的血液毒性明显增加了，但胃肠道毒性和一些慢性

毒性不会随之增加。ＳｅｈｏｕｌｉＪ等［３０］通过研究Ⅰｂ～Ⅱ
ｂ期宫颈癌术后患者，发现脱发、神经毒性在序贯放化
疗组常见，而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在同步放化疗组常

见。

３　术后辅助化疗
３１　术后化疗的疗效　化疗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始于血液和部分肿瘤，经过６０余年的临床探讨，
现在已经成为恶性肿瘤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

着不断有新的化疗药物问世，大大提高了疗效，延长了

生存时间，推动了妇科肿瘤治疗的发展，且宫颈癌术后

的化疗日益得到重视。

目前化疗方案主要仍应用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

疗方案。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选择化疗

作为辅助治疗越来越多，术后单纯辅助化疗可以避免

术后放疗带来的毒副作用（特别是阴道变窄、弹性降

低，卵巢功能降低等），而且化疗后复发多为盆腔复发，

盆腔复发可以通过放疗完全缓解。这与 ＴａｋｅｓｈｉｍａＮ
等［３３］和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Ｍ等［３４］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都指

出化疗对宫颈癌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于盆腔复发的患

者，加用放射治疗缓解。同时 ＨｏｓａｋａＭ等［３５］研究得

出对于早期术后有高危因素的宫颈癌，术后单纯辅助

化疗在生存率方面可能优于单纯辅助放疗，同时化疗

可以减少术后的并发症。

３２　术后化疗的局限性与展望　化疗虽对宫颈癌有
一定的作用，但有研究表明术后辅助化疗盆腔复发率

高于辅助放疗。即使化疗对于术后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有效；术后单纯辅助化疗也可以避免术后放疗带来的

毒副作用，但宫颈癌术后辅助化疗能否替代放疗，还需

大样本、前瞻性研究。

宫颈癌根治术后的生存率受到诸多危险因素的影

响，对手术后具有高危因素者术后辅助放化疗可以改

善其预后。术后放疗作为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对降低

术后局部复发率有一定的作用，但对远处转移的控制

不理想；术后同步放化疗可以控制盆腔复发率及远处

转移，提高生存率，但其血液学毒性较明显需特别关注

并及时对症处理；术后辅助化疗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有

研究显示其作用，但宫颈癌术后辅助化疗能否替代放

疗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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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浙江省麻风受累者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研究
谭又吉，潘美儿，归婵娟

摘要：目的　了解浙江省麻风受累者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情况，为今后采取相应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
法　采用自行研制的麻风病人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情况调查表，由麻风防治人员对１５８例麻风受累者进行
面对面调查。结果　３７例麻风现症患者中有１５例患者出现过麻风反应等并发症。３７例现症患者的疾病诊断经
济负担情况：直接、间接经济负担平均为（３２２９．５±１４９．７）元、（５５６．４±６９．８）元；１５例患者治疗并发症（麻风反
应）所花费的直接、间接经济负担为（１９８３．９±１５９．９）元、（２６７．４±４２．７）元。卫生服务利用方面：１５８例麻风受累
者中还存在一部分麻风受累者享受不到较好的卫生资源，或是无钱６６人（４１．７７％）或是因歧视３６人（２２．７９％）
不看病现象，甚或是看病不方便；医疗康复方面仅有９７人（６１．３９％）满意当前的医疗康复服务。结论　在麻风低
流行状态下，麻风患者在诊疗过程中要承担较重的经济负担，应合理分配卫生资源，提高医务人员的麻风诊断水

平的同时，加大各种医疗保险的覆盖和报销力度，以降低麻风受累者的经济负担，从而提高麻风受累者的生活质

量。

关键词：麻风；疾病负担；卫生服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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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经济负担是指由于疾病所造成的失能或早死
给患者、家庭与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包括为了防治疾

病而消耗的卫生经济资源。按疾病对社会和人群的影

响分为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

近年来，麻风防治取得了很大成绩，病人数显著下降，

残疾康复工作也有很大进步，这首先是得益于政府给

予他们的大力支持和重视，特别是从资金上给了充分

保证［１］。我国现有麻风治愈者约２０万，其中１０万左
右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急需获得相应的残疾防治和康

复医疗服务［２］。在荷兰麻风救济会的支持下，２０１０年
３—４月对浙江省部分麻风受累者进行了调查分析，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浙江省

基金项目：中国荷兰麻风病防治合作卫生系统研究项目（ＨＳＲ
２００９０２）

作者单位：３１３２００浙江省德清县，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通讯作者：谭又吉，Ｅｍａｉｌ：ｚｐｔｙｊ＠１６３．ｃｏｍ

既往９个麻风流行地区的３０多个乡村的麻风受累者
共１５８例。其中现症患者３７例，治愈者１２１例；男性
１１６例，女性 ４２例，年龄 ２０～８８岁，平均（５５．９３±
８．８５）岁；文化：文盲４３例，小学８０例，初中２８例，高
中及以上７例；婚姻：未婚２０例，已婚１１８例，其他２０
例；麻风型别：多菌型（ＭＢ）１０５例，少菌型（ＰＢ）５３例；
麻风残疾情况：眼残疾９例，手残疾３４例，足残疾２５
例，面残疾１８例。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由麻风防治人员对麻
风受累者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

基本情况（文化，婚姻，麻风型别及残疾情况等）、麻风

确诊前至完成联合化疗疗程时的相关费用等；其中，直

接经济负担包括患者就医时诊疗费（挂号费、检查费、

换药费、注射费等）、药费、陪伴费、交通费；间接经济负

担包括误工费、其它费用（营养费等）；个人健康状况，

医疗服务利用情况以及医疗康复服务意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根据患者在本病被确诊前所产生
的费用进行统计，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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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３７例麻风现症患者确诊情况　３７例患者在确诊
前均为门诊就医，在确诊后有１５例出现过麻风反应，
其中１０例为本省农村居民，５例为外省务工人员，且
有４例因反应严重而住院治疗，其他均为院外治疗。
２２　３７例麻风现症患者在各级医院就诊时费用及其
疾病确认前的误工情况　３７例患者在各级医院均有
就诊，平均所花药费在为（２６１２．８±７６．８）元；各就诊
机构均有不同程度的误工情况，本省农村居民平均为

６．７ｄ，外省务工人员平均为２．３ｄ。详见表１。
２３　１５例麻风现症患者在治疗麻风反应等并发症所

花费用情况　１５例麻风现症患者在治疗麻风反应等
并发症所花费用为（１４０５．４±９８．１）元；误工天数为本
省农村居民平均（５．１±１．２）ｄ，外省务工人员平均为１
ｄ。详见表２。

表１　３７例麻风患者就诊时费用及误工情况

就诊单位 费用（元） 误工情况（ｄ）

村卫生室或社区服务 ９０～１５００ １～４
乡镇卫生院 ４０～３０００ １～１０
县级医院 １５０～１００００ １～６
市级及以上 ３００～２５０００ ２～６５
麻风防治机构 ２００～８００ １～５

表２　３７例麻风患者在各级医院就诊及１５例患者治疗并发症所花费用情况（元）

项目
直接经济负担

诊疗费 药费 陪伴费 交通费

间接经济负担

误工费 其它费用
总计

确诊前 ２４４．２±３２．４ ２６１２．８±７６．８ １７３．２±２２．２ １９９．３±１８．３ ３２１．７±４４．６ ２２４．７±２５．２ ３７７５．９±２１９．５
并发症治疗 ２０１．４±２０．５ １４０５．４±９８．１ ７８．１±１０．８ ２９９．０±３０．５ １９９．８±３２．９ ６７．６±９．８ ２２５１．３±２０３．６

　　注：误工费的计算方法以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的纯收入除以３６５得出农村居民的日均收入，２００９年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收入为
１０００７元／年［３］。其中９例外省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约为１８００元／月。

２４　医疗服务利用及医疗康复服务意向情况　１５８例
麻风受累者中有绝大部分希望在县级及以下的基层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但也有因病轻、没有钱、歧视等

未及时就诊的；医疗康复方面希望能够得到定期查体、

健康咨询、慢性病防治等；同时，也存在部分受累者（１８
人）不满意当前的卫生医疗服务。详见表３、表４。

表３　麻风医疗服务利用情况

就诊情况 分类 人数（％）

因病就诊机构 村、乡镇社区 ９８（６２．０３）
县级医院 ３４（２１．５２）
市级医院 １０（６．３３）
麻风防治机构 １６（１０．１２）

未就诊原因 病轻 ５６（３５．４４）
没有钱 ６６（４１．７７）
歧视 ３６（２２．７９）

表４　麻风医疗康复服务情况

就诊服务意向 分类 人数（％）

希望服务内容 定期查体 １４６（９２．４１）
健康咨询 ７２（４５．７）
麻风并发症处理 ３８（２４．０５）
慢性病防治 ６７（４２．４１）
残疾康复 ７０（４４．３）
眼病治疗 １５（９．４９）

希望就诊机构 村、乡镇社区 ５６（３５．４４）
县级医院 ７２（４５．５７）
市级医院 ２０（１２．６６）
麻风防治机构 １０（６．３３）

３　讨　论
　　麻风病是一种能致残的慢性传染病，其畸残级别
越高，通常对患者劳动和生活自理能力影响越大，这样

会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不便，同时也会加重他们

的经济负担。目前麻风病尚缺乏有效的一级预防措

施，防治麻风病的主要技术策略及措施仍是依靠早期

发现患者、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患者。浙江省自２０００
年以来麻风病处于低流行状态下，如采取大规模的人

群普查，这恐怕不符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４］。若患

者不及早就医可能会导致自身残疾，加重患者及其家

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会对患者的心理健康也有影

响［５］。如能通过门诊早期诊断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调查发现患者在不了解疾病的前提下各处投医，

这无形之中就增加了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麻风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发生麻风反应，这样会给患者身

体造成不适的同时也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在当前

状态下，麻风病的诊断过程中普遍存在误诊［６］。因而，

需要加强对公众的麻风病防治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

使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麻风病，提高医务工作人员

的麻风病诊断水平，最大限度地早期发现患者、及时规

范治疗，控制其传染，有效地消除麻风危害，这对于降

低患者经济负担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麻风古往今来被誉为“穷病”。本文所调查的受累

者大多数为农村居民，其婚率、文化程度、收入均低而

医疗花费高。经济因素制约卫生服务利用。从本研究

可以看出，麻风患者的家庭收入不是很高，在浙江这么

一个经济发达地区来看，应该说人均家庭收入走在全

国前列，但是本文中的麻风爱累者有一部分人还是觉

得没有钱看病，在迫不得已看病的时候，绝大多数患者

还是选择到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对综合性卫生

服务机构的利用率还比较低，这有可能是由于家庭经

济承担不了高昂的医疗费用。本研究中的大多数为中

老年人，各种老年病、慢性病也有可能增加他们的经济

负担［７］。在医疗康复服务内容上有健康体检、咨询，慢

性病的防治等；同时，他们最希望在社区以及县级等医

疗机构就诊，近年来，我国社区卫生配备在进一步增

强，加大了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模式，这也符合

《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的精

神，可以实现“小病不出门，大病及时转诊”的目标，这

就对基层社区卫生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优化社区全

科团队服务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７９］。本文中也有

一部分未就诊的原因是存在自卑和社会歧视，这样也

制约着卫生服务的利用。有调查表明，麻风患者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麻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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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存在［１０］。身体畸残、低收入和其他相关疾病等因

素［１１］导致麻风现症患者甚至治愈患者社会参与度低

下而饱受歧视。特别是部分卫生服务中存在不同形式

的医源性歧视［１２１３］。这些心理和社会因素会导致麻风

受累者对卫生服务利用的不主动。因而，今后要加大

麻风防治经费的投入及科普宣传力度，促进麻风受累

者主动就医。同时，对于麻风受累者康复治疗应在慢

性病服务的同时把对残疾的处理成为麻风治疗服务的

常规内容，且应该包括已经治愈的患者，必须根据患者

需求稳步扩大麻风残疾预防的覆盖率，尤其是现症病

人、多菌型病人、兔眼病人和足麻木溃疡病人、截肢患

者等。国内汪芳金等［１４］以社区为基础对麻风受累者

进行治疗，开展心理咨询、残疾护理、麻风歧视干预以

及一些社会经济康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能够使麻风

受累者很好地融入社会，这对于今后麻风受累者社区

康复治疗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对于一些孤寡无

依和严重畸残而丧失劳动和生活能力的患者，收入麻

风院（村）统一管理，使他们病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样

才能更好地提高麻风受累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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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既能够提高社区服务效率，又有利于实现以患者家

庭为单位的持续性、全方位中医健康管理要求。因此，

建议将高血压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家庭医生工

作的重要内容，并对家庭医生团队内非中医人员进行

中医健康管理规范化培训。之后，由培训合格的家庭

医生团队为签约的高血压患者及其家庭提供中西医结

合的健康管理服务。

５５　拓展医保报销范围，推进健康管理　多国实践经
验证明，对国民进行健康管理可以显著降低医疗费用。

借鉴国外经验，建议我国将社区健康管理纳入医疗保

险管理范围［１０］，将社会医疗保险的部分资金用于居民

的健康管理，尽快实现健康保险转型，建立防治结合的

健康保险机制，鼓励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把个人账

户内积累的资金用于健康管理［１１］。同时，国家应提供

部分资金支持并鼓励相关部门专家及学者探索中医健

康管理费用支付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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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医政发

（２０１１）４０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８１２）［２０１３０８２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ａｔｃｍ．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２０１０／ｚｈｅｎｇｗｕｇｏｎｇｋａｉ／ｙｉ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ｌｉ／ｇｏｎｇ
ｚｕｏｄｏｎｇｔａｉ／２０１１０８１２／１４４５８．ｈｔｍｌ．

［２］　王磐石，李善国，吕军，等．上海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
展望［Ｊ］．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７）：５４５５４８．

［３］　张娟，夏芳．卫生信息化建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应用［Ｊ］．上海
医药，２０１０，３１（２１）：２７２９．

［４］　仇逸．上海：加快卫生信息化建设积极构建市民健康档案统一平
台［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９１１／２４／ｃｏｎ
ｔｅｎｔ１２５３２８３５．ｈｔｍ．２００９１１２４．

［５］　上海市卫生局．关于上海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实施
意见．［沪卫中医（２０１３）００１号］．（２０１３０２１９）［２０１３０８２９］．ｈｔ
ｔｐ：／／ｗｓｊ．ｓｈ．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ｓｉｔｅ／ｂ／８２６２２．ｓｈｔｍｌ．

［６］　潘毅慧，曹海涛，于晓静，等．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健康
管理的ＳＷＯＴ分析［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１１（９）：１４３２１４３９．

［７］　信富荣，韩学杰，刘兴方，等．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的研究进展及
述评［Ｊ］．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８（６）：６３８６４１．

［８］　刘世宁．中医“治未病”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的应用［Ｊ］．社区
中医药，２０１２，１４（２４）：１９６１９７．

［９］　苗蕾，王家骥．我国目前开展健康管理的 ＳＷＯＴ分析［Ｊ］．中国卫
生事业管理，２０１２，２７（３）：１５０１５１．

［１０］　路云，许珍子．健康教育纳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可行性分析
［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３，１６（３）：７９０７９２．

［１１］　杨迎春．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实施及效果评价［Ｄ］．南京：东南
大学社会保健学，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４２３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扶正化瘀胶囊治疗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的临床疗效

俞建平，冯兰英，陈霞，孙杰

摘要：目的　探讨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扶正化瘀胶囊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ＮＡＳＨ）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１００例ＮＡＳＨ患者，中医辨证瘀血阻络、肝肾不足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５０例，给予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口
服，观察组加服扶正化瘀胶囊，观察治疗疗效。结果　ＡＬＴ、ＡＳＴ、γＧＧＴ、ＴＣ、ＴＧ、ＨＡ、ＬＮ、ＰＣⅢ、ⅣＣ治疗后较治
疗前下降（Ｐ＜０．０５），ＨＤＬＣ升高（Ｐ＜０．０５），观察组较对照组 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ＨＡ、ＬＮ、ＰＣⅢ、ⅣＣ改善更为明
显（Ｐ＜０．０５）；１２周后治疗疗效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扶正化瘀胶囊治疗
ＮＡＳＨ疗效优于单纯应用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尤其对肝纤维化指标改善更为明显。
关键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多烯磷脂酰胆碱；扶正化瘀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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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ＮＡＳＨ）是指无过量饮酒史
而患者肝实质细胞出现脂肪变性和脂肪贮积为特征的

临床病理综合征［１］，ＮＡＳＨ已经超过慢性乙型肝炎成
为临床最常见肝病，约有一半人群存在发生 ＮＡＳＨ的
相关危险因素［１２］。ＮＡＳＨ治疗主要以控制及消除引
起 ＮＡＳＨ的相关危险因素及促使受损肝细胞恢复为
主［３］，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为临床常用治疗 ＮＡＳＨ药
物，显示临床疗效较好，祖国医学认为此病为正气亏虚

所致，因此笔者对 ＮＡＳＨ患者采用多烯磷脂酰胆碱胶
囊联合扶正化瘀胶囊进行治疗，观察治疗疗效，以期能

为ＮＡＳＨ的临床治疗药物选择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期间
我院诊治的ＮＡＳＨ患者１００例，ＮＡＳＨ的诊断依据《非
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２０１０版）》诊断标准［１］诊

断，中医辨证患者为瘀血阻络、肝肾不足者［４］。排除标

准：患者合并心、肺、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者，继发性

高脂血症者，近３个月内有使用过影响脂代谢及治疗
ＮＡＳＨ的药物者。将患者按照数字表格法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各５０例，观察组男性３２例，女性１８例，年龄
（４６．２７±４．８９）岁，体重指数≥２４ｋｇ／ｍ２者４４例，合
并高脂血症者４１例；对照组男性３０例，女性２０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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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４６．５１±４．７６）岁，体重指数≥２４ｋｇ／ｍ２者３９例，
合并高脂血症者３５例。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口服，２粒／次，
３次／ｄ，观察组加服扶正化瘀胶囊５粒／次，３次／ｄ，１２
周为１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１２周时
ＡＬＴ、ＡＳＴ、γＧＧＴ、ＴＧ、ＴＣ、ＨＤＬＣ、ＨＡ、ＬＮ、ＰＣⅢ、ⅣＣ
变化，治疗期间用药不良反应及症状改善情况。

１４　疗效评定　参考相关文献标准［５］：①临床治愈：
肝脏酶学、血脂及超声检查显示肝脏形态及实质恢复

正常。②显效：ＡＬＴ下降幅度 ＞５０％以上，ＴＣ下降
２０％以上或 ＴＧ下降 ４０％以上，ＨＤＬＣ升高 ０．２６
ｍｍｏｌ／Ｌ以上，超声检查显示减少２个级别。③有效：
ＡＬＴ下降幅度 ＜５０％但是 ＞３０％，ＴＣ下降 ＜２０％但
是＞１０％或 ＴＧ下降 ＜４０％但是 ＞２０％，ＨＤＬＣ升高
＜０．２６ｍｍｏｌ／Ｌ但是 ＞０．１３ｍｍｏｌ／Ｌ，超声检查减少１
个级别。④无效：达不到以上标准者，为无效。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采
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变化比较　ＡＬＴ、
ＡＳＴ、γＧＧＴ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下降（Ｐ＜０．０５），详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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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组ＮＡＳＨ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
变化比较（ｘ±ｓ，Ｕ／Ｌ）

组别 时间 例数 ＡＬＴ ＡＳＴ γＧＧＴ

观察组 治疗前 ５０ １８０．２３±４８．８１１１０．７５±２６．８６ ９７．２１±３３．２４
治疗后 ５０ ３０．１４±１４．７２ａ ２４．０３±１０．８４ａ３２．４７±１１．１３ａ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０ １７６．３８±４９．０４１０５．８２±２８．６９１００．３２±３０．７０
治疗后 ５０ ３３．２９±１８．４７ａ ２６．４９±１１．９０ａ３５．８２±１１．０１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指标变化比较　ＴＣ、ＴＧ
治疗后较治疗前下降、ＨＤＬＣ升高（Ｐ＜０．０５），观察组
较对照组ＴＣ、ＴＧ、ＨＤＬＣ改善更为明显（Ｐ＜０．０５），详
见表２。

表２　２组ＮＡＳＨ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指标变化
比较（ｘ±ｓ，ｍｍｏｌ／Ｌ）

组别 时间 例数 ＴＣ ＴＧ ＨＤＬＣ

观察组 治疗前 ５０ ７．６８±２．８５ ２．７３±０．８８ １．１５±０．３５
治疗后 ５０ ４．３８±１．３４ａｂ １．４４±０．５３ａｂ １．５９±０．５６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０ ７．６６±２．９１ ２．６８±１．０４ １．１４±０．４０
治疗后 ５０ ５．４３±１．５１ａ １．９７±０．５６ａ １．３４±０．４９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进行比较，
ｂ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变化比较　ＨＡ、
ＬＮ、ＰＣⅢ、ⅣＣ治疗后较治疗前下降（Ｐ＜０．０５），观
察组较对照组改善更为明显（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表３　２组ＮＡＳＨ患者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变化比较（ｘ±ｓ，μｇ／Ｌ）
组别 时间 例数 ＨＡ ＬＮ ＰＣⅢ ⅣＣ

观察组 治疗前 ５０ ３２２．８３±８０．２３ １７４．６１±４０．８８ ２００．３４±７０．３１ １０６．２８±４０．３１
治疗后 ５０ １２５．８７±３０．４２ａｂ ８３．３９±２７．３０ａｂ ９３．４６±２５．３０ａｂ ４２．１９±１９．７８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０ ３１８．７０±８１．４５ １７９．９８±３７．２０ ２０７．７１±６５．１６ １０３．４１±４０．１７
治疗后 ５０ １７３．９４±４７．７９ａ １２０．６４±３８．４１ａ １３８．２９±４１．７２ａ ６９．３３±２３．７３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１２周后观察组治愈４例，显效２７例，有效１７例，
无效２例；对照组治愈１例，显效２３例，有效１９例，无
效７例；治疗疗效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Ｕ＝５．２９，
Ｐ＜０．０５）。治疗期间２组均无明显用药不良反应。

３　讨　论
　　研究发现，ＮＡＳＨ的发病机制可能与氧化应激和
脂质过氧化损伤、血清及肝实质细胞内的游离脂肪酸

蓄积、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激活等因素有关［６］，肥胖、高脂血症

等则是引起ＮＡＳＨ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７］。降脂药物

多烯磷脂酰胆碱是治疗 ＮＡＳＨ的常用药物［８］，动物实

验研究证实［９］多烯磷脂酰胆碱能通过修复及稳定肝细

胞膜及细胞器膜保护肝细胞，能改善脂质代谢及降低

肝细胞内的脂肪堆积。多烯磷脂酰胆碱的主要活性成

分１，２二亚酰磷脂胆碱能抑制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２Ｅ１，有
利于减少自由基损伤起到抗氧化作用［１０］。

ＮＡＳＨ在中医认为属于“肥气”“积聚”“胁痛”等
范畴，病因形体肥胖、喜卧少动、嗜食肥甘、情志失调等

致痰、气、血、瘀集结于肝所致，现代医家归纳认为痰、

湿、瘀、积为病理基础，病机为脾失健运、湿邪内生、痰

浊内蕴、肝失疏泄、肝血瘀滞、肾精亏损等，治疗可从

“肝”论治、从“脾”论治、从“肾”论治、从“痰、瘀”论

治［１１］，病机根本为正虚血瘀，正虚则气阴两虚，血瘀则

瘀血阻络，治疗以活血、祛瘀、通络为中医治疗法则。

扶正化瘀胶囊主要成分为丹参、桃仁、五味子、冬虫夏

草等，症见头晕目涩、面色晦暗、胁肋疼痛、疲倦乏力者

为治疗适应症，现代研究证实扶正化瘀胶囊用于治疗

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属瘀血阻络、肝肾不足见上症

者能通过抗脂质过氧化、保护肝细胞、抑制星状细胞的

增殖及胶原合成等环节发挥治疗肝纤维化作用［１２］。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单独使用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治

疗的对照组与联合用药的观察组比较观察组患者肝纤

维化指标与血脂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疗效

优于对照组，表明联合用药后患者肝细胞受损得到了

一定程度修复，肝纤维化指标明显改善，研究结果与临

床报道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扶正化瘀胶囊治

疗ＮＡＳＨ疗效优于单纯应用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对
肝纤维化指标改善更为明显，这更有利于控制患者的

病情发展，避免ＮＡＳＨ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

参考文献
［１］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诊疗指南（２０１０年修订版）［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１０，１８
（３）：１６３１６６．

［２］　张彬，王梦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率和缓解率的预测因素：
基于普通人群的７年前瞻性随访［Ｊ］．中华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３，５
（６）：３８４．

［３］　李雪萍，王焕英，吴华清．非酒精性脂肪肝现代治疗进展［Ｊ］．中国
现代医生，２００９，４７（２２）：２４２７．

［４］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医诊疗共识
意见（２００９，深圳）［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２０１１，１８（４）：
２７６２７９．

［５］　占伯林，张来，李群．保和丸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治疗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炎随机对照观察［Ｊ］．新中医，２０１３，５（２）：２２２４．

［６］　郭秀丽，梁丕霞，徐有青．甘草酸二胺与多烯磷脂酰胆碱治疗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炎的疗效比较［Ｊ］．中国新药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３）：
２８９２９２．

［７］　郑瑞丹，庄群瑛，陈建能，等．男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危险因素
分析［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１）：６２６５．

［８］　徐双林，王鲁文，吴泽江．扶正化瘀胶囊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
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疗效观察［Ｊ］．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
２０１３，２３（２）：８８８９．

［９］　陈潇迪，熊全，张霹云，等．多烯磷脂酰胆碱对大鼠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的防治作用观察［Ｊ］．实用肝脏病杂志，２０１２，１５（６）：５４８
５５０．

［１０］　ＲｉｅｕｓｓｅｔＪ，ＣｈａｕｖｉｎＭＡ，ＤｕｒａｎｄＡ，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ｅｓｏｒＧｒｐ７８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ｏｅｓｎｏ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ｍｕｓｃｌｅｃｅｌｌｓｆｏｒｍ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Ｊ］．Ｂｉｏｎｃｈｅ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２，４１７（１）：４３９４４５．

［１１］　郑昕，王亚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中医药研究进展［Ｊ］．陕西
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３４（２）：８６８７．

［１２］　ＬｉｕＰｉｎｇ．ＦｕｚｈｅｎｇＨｕａｙｕＣａｐｓｕｌｅ（扶正化瘀胶囊）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Ｌｉｖｅｒ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１８（５）：３９８４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６

·６２３１·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１４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２，Ｎｏ８



·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通冠化浊汤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合并高脂血症
４５例临床研究

武学农，陈申杰

摘要：目的　探讨通冠化浊汤治疗稳定性心绞痛（ＳＡＰ）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９０例患者采
用随机数字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４５例。对照组予辛伐他汀片２０ｍｇ／次，１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
通冠化浊汤，１剂／ｄ。疗程均为 １２周。记录心绞痛发作次数、程度及持续时间，检测治疗前后血清脂联素
（ＡＰＮ）、血管性血友病因子（ｖＷＦ），检测治疗前后血脂水平，监测心电图。结果　观察组心电图疗效总有效率
９３．３％，优于对照组的７５．５％（Ｐ＜０．０５）；观察组降脂疗效总有效率９５．０％，优于对照组的８０．０％（Ｐ＜０．０５）；２
组治疗后血脂（ＴＣ、ＴＧ、ＬＤＬＣ、ＨＤＬＣ）均明显改善，观察组ＴＣ、ＴＧ的改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后观察组
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均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后２组血清 ＡＰＮ水平均升高，观察组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治疗后２组血清ｖＷＦ均下降，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论　通冠化浊汤能减少ＳＡＰ合并高脂
血症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调节脂代谢，改善心电图，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体内 ＡＰＮ、ｖＷＦ水平以
减轻炎症反应、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有关。

关键词：稳定性心绞痛；高脂血症；通冠化浊汤；脂联素；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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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脂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ＡＳ）斑块形成的主要
原因，是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对于冠心病除了抗血小板聚集、抗凝和抗冠状动脉痉

挛等常规治疗措施外，防止粥样硬化的加重和稳定斑

块至关重要。已经认识到有效的药物降脂治疗对防治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化学药

物降脂疗效方面积累了大量临床证据，但其产生的不

良反应也突出［１］。本研究笔者观察了自拟通冠化浊汤

治疗稳定性心绞痛（ＳＡＰ）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的临床疗
效及作用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本院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４月门
诊或住院部的９０例 ＳＡＰ合并高脂血症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５例。对照组男性２４例，女性２１
例；年龄（５８．２±８．５）岁，ＳＡＰ病程（７．９±４．５）年，高
脂血症病程（９．８±４．５）年。观察组男性２６例，女性
１９例；年龄（５８．５±７．９）岁，ＳＡＰ病程（８．３±５．２）年，
高脂血症病程（１０．１±４．５）年。２组在性别、年龄及病
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ＳＡＰ诊断标准参照２００７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
学分会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慢

性稳定性心绞痛（ＳＡＰ）标准。高脂血症参照《中国成
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的标准判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者为血脂异常：ＴＧ≥２．２６ｍｍｏｌ／Ｌ，ＴＣ≥６．２２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Ｃ≤１．０４ｍｍｏｌ／Ｌ，ＬＤＬＣ＞４．１４ｍｍｏｌ／Ｌ。痰浊证
和血瘀证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痰浊

证：形体肥胖，头重如裹，胸闷，呕恶痰涎，肢麻沉重，舌

胖，苔腻，脉滑。血瘀证：胸痛，刺痛或痛有定处，唇甲

紫暗，舌质紫暗或有淤斑、淤点，舌下脉络粗张（舌下脉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浙江省自然基金资助项目（Ｙ１３Ｈ２７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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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武学农，Ｅｍａｉｌ：１１５４８９６０１８＠ｑｑ．ｃｏｍ

络弯曲、怒张或分支多，或伴有青紫色等），脉涩。纳入

标准：①符合 ＳＡＰ及符高脂血症西医诊断标准；②符
合中医痰浊证和（或）血瘀证辩证者；③年龄４０～７５
岁；④近３个月内未服用过降脂药物治疗；⑤取得知情
同意。排除标准：①近６个月急性心肌梗死者或合并
严重心律失常者或心功能Ⅲ级以上者；②合并心、脑、
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精神病患者，过敏体质者；

③过敏体质或对多种药物过敏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均给予患者常规治疗，包括给予
阿司匹林、硝酸酯类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及

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低脂饮食，适当运动。辛伐他
汀片（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２０ｍｇ／次，１次／ｄ。观
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通冠化浊汤。药物组

成：桂枝１５ｇ、黄芪３０ｇ、三七粉６ｇ、丹参２０ｇ，红花６
ｇ、桃仁１５ｇ、川芎１５ｇ、法半夏１２ｇ、陈皮１５ｇ、枳实１５
ｇ、焦山楂３０ｇ、郁金１０ｇ、石菖蒲１５ｇ，１剂／ｄ，常规水
煎分２次服用。疗程均为１２周。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检测治疗前后血脂水平。②记录
心绞痛发作次数、程度及持续时间。③监测患者心电
图，１个月１次。④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治疗前后外周
血ＡＰＮ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ｖＷＦ）。
１４　疗效标准　①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参照《中药
新药治疗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②血脂
疗效判断标准：参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制

定。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计
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心电图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３．３％，
对照组为７５．５％，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果见表１。
２２　２组降脂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５．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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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为 ８０．０％，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组稳定性心绞痛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心电图
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５ １５ １９ １１ ７５．５
观察组 ４５ ２０ ２２ ３ ９３．３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稳定性心绞痛合并高脂血症患者降脂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５ １０ ２１ １５ ９ ８０．０
观察组 ４５ １４ ２２ ６ ３ ９５．５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治疗后血脂水平比较　治疗后２组 ＴＣ、ＴＧ
水平均明显下降，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治疗后２组ＬＤＬＣ水平均降低，ＨＤＬＣ
水平明显升高，２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
见表３。

表３　２组稳定性心绞痛合并高脂血症患者治疗后
血脂水平比较（ｘ±ｓ，ｍｍｏｌ／Ｌ）

组别 例数 时间 ＴＣ ＴＧ ＬＤＬＣ ＨＤＬＣ

对照组 ４５ 治疗前 ５．９７±０．７５ ３．３１±０．７９ ５．２４±０．９５ １．０８±０．２５
治疗后 ５．３９±０．４０ａ ２．２５±０．４６ａ ３．０４±０．７４ａ １．４５±０．３１ａ

观察组 ４５ 治疗前 ６．０４±０．７８ ３．２８±０．８２ ５．１８±１．０３ １．０６±０．２４
治疗后 ５．０３±０．４３ａｂ １．７３±０．４７ａｂ ２．８２±０．６８ａ １．５１±０．３３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１。

２４　２组治疗后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心绞痛每月发作次数（７．３２±３．１２）次、
每次持续时间（２．４５±１．０５）ｍｉｎ，均少于对照组的
（１０．５４±２．８５）次和（３．８７±１．４５）ｍｉ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
２５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ＡＰＮ、ｖＷＦ水平比较　治疗后
２组血清 ＡＰＮ水平均升高，观察组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治疗后２组血清ｖＷＦ均下降，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１），结果见表４。

表４　２组稳定性心绞痛合并高脂血症患者治疗前后
血清ＡＰＮ、ｖＷＦ水平（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ＡＰＮ（ｍｇ／Ｌ） ｖＷＦ（％）

治疗组 ４５ 治疗前 ３．４２±０．８２ １８５．４±１８．５
治疗后 ５．８４±０．９５ａ １５３．６±１２．３ａ

观察组 ４５ 治疗前 ３．３７±０．７７ １８３．３±１７．８
治疗后 ６．７８±０．９２ａｂ １４０．７±１１．９ａ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ＳＡＰ属于中医中医胸痹、厥心痛、真心痛等病证范
畴。本病病位在心，病机特点是本虚标实，阴阳气血同

病，虚实错杂。本虚是指心肾脾肝肺诸脏虚损，标实为

血瘀、痰浊、气滞、寒凝诸因［２］。痰浊血瘀是构成冠心

病病机的主要环节，是导致疾病进展或急性发作的病

理因素。《证因脉治》中云：“心痹之因，痰凝血滞。”

《古今医鉴》也提出：“心痹痛者，素有顽疾死血”。

冠心病主要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ＡＳ）所致，临床

与实验研究已证实“高血脂为血中痰浊”这一理论。

高脂血症是痰浊的生化物质基础，由高脂所化生的痰

浊，必然引起血液黏稠性增高，血浆流动性降低，聚集

性增高，最终导致内皮细胞损伤［３］。ＡＳ斑块即为痰浊
瘀血相凝之结块，痰瘀互结形成的高脂血症，是 ＣＨＤ
心绞痛发生发展的始动和诱发因素［４］。因此治疗应用

注重泄浊化痰，活血通脉。

本组通冠化浊汤中以桂枝温通心脉，黄芪配三七

益气通脉，丹参、红花、桃仁、川芎活血化瘀以通血腑冠

脉，法半夏、陈皮、枳实、焦山楂化痰泄浊，石菖蒲配郁

金化湿豁痰，又清心开窍。全方共奏益气通阳，活血化

痰，开窍通脉之功。

本组资料显示，治疗后观察组心绞痛发作次数及

持续时间均少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ＴＣ、ＴＧ下降更
为显著；心电图疗效总有效率达９３．３％，降脂疗效总
有效率达 ９５．０％，均分别优于对照组的 ７５．５％和
８０．０％，提示了通冠化浊汤改善了 ＳＡＰ合并高脂血症
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降低了患者的血脂水平，且对心

电图均也有改善作用，与西医配合使用，提高了临床疗

效。

脂联素（ＡＰＮ）是由脂肪细胞分泌的一种胶原样血
浆激素蛋白，在体内还发挥着抗炎、减少氧化应激、抑

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心血管保护作用［５］，低

ＡＰＮ血症是发生ＡＳ的独立危险因素［６］。在高脂血症

患者中，因增高的脂蛋白尤其是氧化 ＬＤＬ（ｏｘＬＤＬ）和
ＴＣ以及血脂增高引起血流动力学变化产生的湍流和
切应力，使动脉内膜发生功能性损伤和解剖损伤［７］，储

存于Ｗｅｉｂｅｌｐａｌａｄｅ小体中的ｖＷＦ被过度释放，引起血
浆中ｖＷＦ含量显著升高，通过特异的血小板膜受体
（糖蛋白 ＩｂＩＸ复合物）介导血小板与内皮下层的黏
附，其增高有利于血小板的黏附，被认为是一个反映内

皮损伤的标志物［８］。本组资料显示，采用通冠化浊汤

治疗后患者血清ＡＰＮ水平明显升高，从而有利于减轻
炎性反应，抑制 ＡＳ的形成；ｖＷＦ水平明显下降，从而
有利于抵制血栓的形成，稳定 ＡＳ斑块，减少血栓堵塞
引发临床事件。

综上，通冠化浊汤治疗 ＳＡＰ合并高脂血症患者，
能减少心绞痛发作次数及持续时间，调节脂代谢，改善

患者心电图，提高临床疗效，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体

内ＡＰＮ、ｖＷＦ水平以减轻炎症反应，改善血管内皮功
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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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中医／康复·

布拉氏酵母菌在预防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中的疗效观察
董欣敏，张剑，齐桂玲

摘要：目的　分析研究布拉氏酵母菌在对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ＡＡＤ）预防中的价值、疗效。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２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６２例肺炎患儿，随机分为２组，对照组
（３１例）患儿给予抗生素和对症治疗，预防组（３１例）患儿在抗生素和对症治疗基础上口服布拉氏酵母菌（２５０
ｍｇ／次，Ｂｉｄ），出现继发腹泻后２组均使用相应治疗，比较２组患儿ＡＡＤ发病率、继发腹泻持续时间、住院总时间
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预防组继发腹泻５例（１６．１３％），对照组继发腹泻１１例（３５．４８％），２组患儿抗生素相
关腹泻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预防组ＡＡＤ患儿腹泻持续时间（１．９５±１．２６）ｄ，明显短于对照组
ＡＡＤ患儿腹泻持续时间（４．５６±２．２１）ｄ，预防组住院总时间明显较对照组缩短，２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布拉氏酵母菌能有效降低小儿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发病率，显著缩短继发腹泻的持续时间，减
少住院总时间，促进患儿康复。

关键词：布拉氏酵母菌；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婴幼儿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７２　Ｒ７２３．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２９０２

　　肺炎是婴幼儿常见的疾病，抗生素是治疗肺炎的
主要药物，治疗过程中往往会因抗生素的使用出现腹

泻，延长病程且严重影响小儿健康和生长发育。如何

减少这种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发生，近年来国内外使

用微生态制剂预防取得了良好效果。布拉氏酵母菌是

近年唯一上市的真菌类肠道微生态制剂，有研究指出，

它对抗生素引起的肠内菌群失调性腹泻具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现选择我院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２月住院
治疗的６２例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拟通过随机对照研
究，探讨布拉氏酵母菌在预防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腹

泻（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ＡＡＤ）中的临床疗效。
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
我院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２月收治的肺炎患儿为研
究对象，共６２例，年龄２个月 ～３岁，其中男３６例，女
２６例，随机分成２组，预防组（ｎ＝３１）中男１７例，女１４
例，对照组（ｎ＝３１）中男１９例，女１２例，２组均使用抗
生素治疗７～１０ｄ，２组性别、年龄、病情分度、抗生素
应用时间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参照《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第
７版关于肺炎的诊断依据，本研究急性肺炎患儿纳入
标准：①根据临床症状、体征、胸片符合肺炎诊断标准
的患儿；②２个月 ～３岁。排除标准：①有严重感染或
全身性细菌感染者；②双肺可闻及明显哮鸣音，患儿有
明显喘息者，确诊呼吸道病毒感染者；③入院前１周内
接受过抗生素治疗或预防性应用抗生素者；④入院时
存在腹泻或入院后７２ｈ内出现腹泻者；⑤入院前１周

作者单位：０１００１０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儿科（董欣敏，齐桂玲）；０１００５０呼和浩特市，内蒙古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张剑）

通讯作者：张剑，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３１５８＠１２６．ｃｏｍ

内使用过微生态制剂者；⑥有免疫缺陷病、胃肠道畸
形、先天性心脏病等基础疾病者，有合并症者。

１３　治疗方法　２组均给予抗生素及对症支持治疗，
抗生素以静脉途径给药，使用的抗生素种类包括头孢

菌素类或大环内酯类。预防组３１例在抗生素治疗基
础上加用布拉氏酵母菌（亿活２５０ｍｇ，ｂｉｄ，法国百科
达制药厂），服用时间＞７ｄ，出现继发性腹泻后继续服
用，对照组３１例仅在出现继发性腹泻后再加用布拉氏
酵母菌，２组患儿发生腹泻后均根据病情加用蒙脱石
散剂和补液治疗。治疗中发生发热等与腹泻无关的症

状可以使用相关对症药物。治疗前与治疗后都应对２
组患儿肝肾功能进行复查，观察有无不良反应发生。

１４　观测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ＡＡＤ）定义为抗生素治疗７２ｈ后发生的，连续２４ｈ
内出现３次以上水样便或不成形便［１］。观察２周内患
儿腹泻情况（大便性状和次数）、严重程度，记录继发

腹泻发生率、继发腹泻持续时间、腹泻总疗程及住院总

时间。腹泻患儿均取标本进行大便常规、大便细菌培

养、轮状病毒抗原检测。腹泻分型：中轻型腹泻：有腹

泻，但无电解质紊乱、脱水、酸中毒；重型腹泻：腹泻伴

电解质紊乱、脱水、酸中毒。继发腹泻发生后继续治疗

疗效判定标准：按北京中国腹泻会议制定的腹泻病疗

效判断标准，显效：经治疗７２ｈ内，全身症状消失，腹
泻减至每日２次以下，大便外观正常；有效：经治疗７２
ｈ，全身症状缓解，大便次数及外观、性质改变明显；无
效：经治疗７２ｈ，全身症状及大便次数及外观、性质均
无改善，甚至加重。显效率＋有效率＝总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所得结果
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
示，２组各指标间差异行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ＡＡＤ发生率比较　预防组３１例出现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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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腹泻５例（１６．１３％），对照组３１例出现继发性腹
泻１１例（３５．４８％），２组ＡＡＤ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预防组发病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预防组和对照组轻型腹泻、重型腹泻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肺炎患儿腹泻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ＡＡＤ 轻度腹泻 重度腹泻

预防组 ３１ ５（１６．１３） ４（１２．９０） １（３．２３）
对照组 ３１ １１（３５．４８） ７（２２．５８） ４（１２．９０）

２２　２组患儿继发腹泻持续时间、腹泻总疗程、住院
总时间比较　预防组患儿继发腹泻持续时间明显少于
对照组，相应腹泻总疗程较对照组缩短，住院总时间

（７．１２±０．４３）ｄ也较对照组（９．２６±１．３１）ｄ明显减
少，２组患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
表２。

表２　２组继发性腹泻患儿腹泻持续时间
及腹泻总疗程比较（ｘ±ｓ，ｄ）

组别 例数 ＡＡＤ持续时间 腹泻总疗程

预防组 ５ ３．１２±０．４３ ４．２８±０．６７
对照组 １１ ４．２３±１．２６ ６．７５±３．２１

２３　不良反应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肝肾功未见异常，
均无明显不良反应。

３　讨　论
　　在婴幼儿肺炎的治疗过程中，临床主要应用的药
物为抗生素［２３］，治疗中病原菌本身及痰液等有害物会

对肠道产生刺激，且抗生素的应用使机体免疫力进一

步下降，加之婴幼儿消化道功能、肠道微生态屏障不完

善，内生环境、定植力不稳定，免疫系统发育不健全，血

清免疫球蛋白和胃肠分泌型 ＩｇＡ较低，本身就易受到
感染、药物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各种因素的叠加使肠

道菌群失调、微生态破坏机率大幅增加［４］，发生抗生素

相关性腹泻，导致患儿病情加重，延长住院时间。抗生

素相关性腹泻是最常见的医源性腹泻，是由于应用抗

生素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调。临床上常使用微生态制剂

进行预防抗生素相关腹泻。细菌类微生态制剂应用广

泛，其作用主要是通过纠正肠道菌群失调、抑制有害菌

产生内毒素、在受损肠道黏膜形成生物菌膜，从而恢复

肠道正常菌群的生态平衡，重新建立生物学屏障，修复

人体肠道的正常生理功能，抵御病原菌的侵入［５］。布

拉氏酵母菌作为不同于一般微生态制剂的非致病性真

菌类微生态制剂，可直接黏附侵袭细菌、病毒，抑制致

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６］，缓解肠道的异常分泌，释放低

分子量蛋白酶中和、钝化和降解细菌毒素，还具有抗

炎、抗毒素、滋养肠道黏膜的作用，从而达到肠道微生

态平衡，增强宿主的免疫功能。而常规细菌类微生态

制剂易受到抗生素、胃酸、胆汁的影响，需与抗生素分

开服用，须２～１０℃低温保存。近年来，随着微生态学
的不断发展，真菌类微生态制剂布拉氏酵母菌逐渐应

用于临床。该菌仅暂时性充当肠道益生菌，在消化系

统中存活时间长，约２～５ｄ，却不在肠道永久定植，停
药２～５ｄ后粪便中便找不到该菌，且天然对所有抗生
素耐药可与抗生素同时服用，常温下保存不影响疗效

并耐受胃酸、胆汁和各种消化酶破坏，是十分安全的微

生态制剂，在预防 ＡＡＤ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７］。

据报道，抗生素治疗的住院患者中ＡＡＤ的发生率
最高为２６％ ～６０％，本研究中对照组继发性腹泻发生
率３５．４８％，与以上报道范围相符，预防组ＡＡＤ发生率
１６．１３％，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布拉氏酵母菌能有效
预防ＡＡＤ的发生。多项临床研究和系统分析也均证
实了这一点［８９］。本研究预防组患儿在肺炎治疗同时

加服布拉氏酵母菌散剂（亿活），对照组３１例仅在出
现继发性腹泻后再家用布拉氏酵母菌，预防组腹泻患

儿的继发腹泻持续时间（３．１２±０．４３）ｄ、腹泻总疗程
（４．２８±０．６７）ｄ、住院总时间（７．１２±０．４３）ｄ与对照组
腹泻患儿的继发腹泻持续时间（４．２３±１．２６）ｄ、腹泻
总疗程（６．７５±３．２１）ｄ、住院总时间（９．２６±１．３１）ｄ相
比较，各项指标均明显缩短，２组各指标间比较均有显
著性差异。研究中在治疗婴幼儿肺炎时，预防性使用

布拉氏酵母菌，可明显减少继发性腹泻的发病率（预防

组：１６．１３％，对照组：３５．４８％），促进患儿的恢复。２
组患儿在治疗中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综合本研究

各指标可指出婴幼儿肺炎治疗中联合运用布拉氏酵母

菌散剂，可更有效的平衡肠道微生态环境，保护肠黏

膜，显著减少继发性腹泻的发生、缩短病程，减少住院

总时间，避免交叉感染，提高治愈率，值得临床上推广

应用。同时本研究也进一步让我们意识到应用抗生素

治疗婴幼儿感染性疾病时均应关注腹泻问题。合理应

用抗生素，同时补充微生态制剂是对于抗生素相关腹

泻最重要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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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早期功能锻炼对膝关节置换术后功能恢复的影响
唐侠

摘要：目的　研究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功能锻炼对于膝关节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
年６月全膝关节置换术治疗膝关节重度骨性关节炎３２例，术前制定规范有效的早期功能锻炼方案。术后早期功
能锻炼从麻醉恢复开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术后０～２ｄ；第二阶段：３～１０ｄ；第三阶段：１０～１４ｄ，内容包
括：肌力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平衡功能及步态训练，以循序渐进为原则。采用手术前后膝关节功能自身对比研

究的方法，分别将术后２周、６周、１２周的患肢膝关节最大屈曲度、活动度、ＨＳＳ评分及 ＷＯＭＡＣ评分与术前评分
进行比较。结果　本组３２例膝关节置换术，术后经过早期膝关节功能锻炼，仅３例出现膝关节轻微屈曲畸形
（１０°～２０°），其余膝关节屈膝９５°～１１５°，伸膝０°～５°，膝关节获得良好的功能，活动接近无痛，生活完全自理。
术后６个月复查按照ＨＳＳ膝关节评分标准：优２７例，良５例；优良率达到１００％。结论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
进行合理、有效的功能锻炼，是影响手术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减少并发症、加速康复的关键，对于膝关节功能恢

复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人工膝关节置换术；骨性关节炎；早期功能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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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病变，由于高龄、
肥胖、劳损、创伤、关节先天性异常、关节畸形等诸多因

素引起的关节软骨退化损伤、关节边缘和软骨下骨反

应性增生，又称骨关节病、老年性关节炎等。临床表现

为缓慢发展的关节疼痛、僵硬、关节肿胀、活动受限和

关节畸形等症状。全膝关节置换术是治疗膝关节重度

骨关节炎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１］，能够缓解关节软

骨破坏造成的关节疼痛，纠正关节畸形，改善膝关节功

能，达到患肢膝关节适当负重，伸屈活动自如的目的，

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６月全膝
关节置换术３２例为临床研究对象，左膝１８例，右膝１４
例。其中男性１１人，女性１９人，２人分期行双侧全膝
关节置换术；年龄５０～８１岁；全组均为膝关节重度骨
性关节炎，病程为３～８年；手术假体均选用后稳定型
假体。采用美国特种外科医院（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ｏｒＳｐｅ
ｃｉ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ＨＳＳ）膝关节百分评分［２］术前 ＨＳＳ评分为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

（２７．８±５．６）分，ＷＯＭＡＣ评分为（４２．６±７．６）分。术
后康复治疗１０～２０ｄ出院，６周、１２周复查，最长随访
１２个月。
１２　护理方法
１２１　术前护理　完善全膝关节置换术前常规准备。
这类患者由于病程较长，存在一定程度的静息痛、负重

痛及严重关节功能障碍等症状，对术后疼痛、手术效果

存在顾虑，应针对性地给予心理疏导，缓解紧张焦虑的

情绪。采用多种健康宣教的形式，向患者及家属反复

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制定早期康复训练的方案，告知术

后早期功能锻炼对于膝关节功能恢复的重要意义，教

会下肢肌力训练和关节活动的方法，有计划地指导患

者进行增强肌力及关节活动度的练习有利于术后的积

极配合［３］。

１２２　术后早期功能锻炼的方法　术后早期功能锻
炼目的是改善患肢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增加膝关节周

围肌力，预防肌腱粘连和挛缩，恢复关节功能，同时减

少并发症，延长假体的使用寿命。术后功能锻炼自麻

醉恢复开始，锻炼的频率达到每日至少４次，以循序渐
进为原则，强度以患者可耐受为宜。一般分为３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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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一阶段（术后０～２ｄ），麻醉恢复后即开始进行
适度股四头肌、绳肌等长收缩练习及踝泵运动，１０～
１５ｍｉｎ／ｈ。第１天增加膝关节主动、被动屈伸运动，仰
卧位或半卧位，踝关节下方垫一小枕，双手轻压膝关

节，尽量将患肢伸直，维持５～１０ｍｉｎ；双手环抱大腿中
上段用力上提，使膝关节主动屈曲；在护士辅助下做膝

关节被动的伸直和屈曲运动，１０～１５ｍｉｎ／２ｈ，屈曲角
度以患者可耐受为宜。第２天拔除引流管后，开始进
行髌股关节、膝关节主动、被动屈伸训练，使用下肢关

节康复器（ＣＰＭ）锻炼，ＣＰＭ机每日使用２～３次，每次
３０～６０ｍｉｎ，膝关节屈曲度从３０°开始，每天增加１０°直
至到达９０°以上。第二阶段（３～１０ｄ），继续０～２ｄ的
功能锻炼，增加身体平衡及膝关节本体感觉训练，扶助

行器床边站立、行走，练习重心转移，逐步过渡到独立

行走及上下楼梯，尽可能使膝关节伸直到０°，屈曲９０°
以上；结合渐进抗阻力的屈伸运动和直腿抬高训练，增

加关节屈伸活动范围；夜间睡眠时将患肢抬高３０°～
４５°，使膝关节处于强迫伸直位，防止屈曲挛缩，促进静
脉回流。第三阶段（１０～１４ｄ），除继续下肢肌力训练、
膝关节屈伸功能训练外还应加强下肢运动协调训练，

促进肌力恢复，扩大关节活动范围，达到膝关节功能恢

复的目的。

１２３　术后疼痛护理　膝关节置换的主要目的是解
决患者的疼痛问题，其次才是功能［４］。关节疼痛是造

成关节僵硬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股四头肌和绳肌

对疼痛的保护作用，使得关节屈曲困难、活动受限，患

者术后早期因膝关节疼痛而不能配合康复锻炼，造成

肌力训练和膝关节活动的强度不够，达不到促进关节

功能恢复的目的。因此，对疼痛的处理是否及时有效，

会严重影响疾病的治疗、预后及生存质量。良好的镇

痛是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进行早期康复锻炼的基础，只

有保证术后接近“无痛”效果，早期功能锻炼才能顺利

进行［５］。我科于２０１０年开始建立“无痛病房”，采用
多模式镇痛，大幅减少了患者术后疼痛感，ＶＯＳ疼痛评
分明显下降。

１２４　预防静脉血栓的形成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血
液粘稠度增大，血管内壁破坏，血流速度减慢是导致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的因素。术后８ｈ应用低分子肝
素常规剂量皮下注射，用药时间７～１４ｄ。双下肢应用
静脉泵或采用循序减压弹力袜预防患肢深静脉血栓

形［６］。注意观察患肢皮肤的颜色变化、末梢的温度和

的肿胀程度。术后早期进行膝关节功能锻炼可以促进

血液循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

１２５　术后预防切口感染　感染是人工膝关节置换
术最严重的并发症，也是导致手术失败的重要原因［７］。

术后应严密观察体温变化及伤口情况，保持手术切口

敷料清洁、干燥，负压引流管妥善固定，维持有效负压

和引流通畅，观察引流液的量和性质。

１２６　出院指导　教会患者出院后继续进行膝关节
伸屈活动及肌力锻炼，在不增加膝关节疼痛、肿胀的前

提下提高下肢肌力，增加关节活动范围，矫正脱离拐杖

后正确的行走及上下楼梯的步态，肥胖者适当控制体

重，以使人工关节获得长期、有效的功能［８］，并配合医

生做好随访工作，定期复查。

１２７　膝关节功能评定标准　采用 ＨＳＳ评分系统临
床疗效评定，优：＞８５分，良：７０～８４分，中：６０～６９
分，差：＜５９分。同时采用美国西部 Ｏｎｔａｒｉｏ和 Ｍｃ
Ｍａｓｔｅｒ大学骨性关节炎指数 ＭＯＭＡＣ评分标准从疼
痛、僵硬和关节功能三大方面来评估膝关节的功能。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根据 ＨＳＳ评分及 ＷＯＭＡＣ评分标准，采用手术前
后膝关节功能自身对比研究的方法，分别将术后２周、
６周、１２周的结果与术前评定结果，进行患肢膝关节最
大屈曲度、活动度、ＨＳＳ评分及 ＷＯＭＡＣ评分作比较
（见表１）。本组通过以上方法进行早期膝关节功能锻
炼，仅３人出现膝关节轻微屈曲畸形（１０°～２０°），其余
患者膝关节活动接近无痛，屈膝９５°～１１５°，伸膝０°～
５°，膝关节获得良好的功能。术后 ６个月复查按照
ＨＳＳ膝关节评分标准：优 ２７例，良 ５例；优良率达到
１００％。

表１　患者手术前后患肢膝关节最大屈曲度、活动度、ＨＳＳ评分及ＷＯＭＡＣ评分比较

观察指标 手术前 手术后２周 ｔ值 Ｐ值 手术后６周 ｔ值 Ｐ值 手术１２周 ｔ值 Ｐ值

最大屈曲度 ７８．６±１０．３ １０９．５±８．２ １３．６２ ＜０．０１ １１７．８±７．９ １７．０８ ＜０．０１ １２１．４±１３．６ １４．１７ ＜０．０１
活动度 ７３．５±１２．８ １０３．２±６．３ １１．７９ ＜０．０１ １１６．５±８．６ １５．７５ ＜０．０１ １２０．８±９．７ １６．６５ ＜０．０１
ＨＳＳ评分 ２７．８±５．６ ８５．７±３．９ ４７．８５ ＜０．０１ ８９．７±２．７ ５６．２７ ＜０．０１ ９１．２±７．２ ３９．１２ ＜０．０１
ＷＯＭＡＣ评分 ４２．６±７．９ ８１．３±４．６ ２３．８９ ＜０．０１ ８７．５±６．７ ２４．５４ ＜０．０１ ９０．８±５．６ ２８．１５ ＜０．０１

３　讨　论
　　膝关节的主要功能是负重和屈伸运动，站立时人
体的重力沿垂直中心线传递并经过膝关节的内侧，这

些力的和代表膝关节在此面上总的支持力［９］。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的患者，由于膝关节受力的不平衡，导致膝

关节疼痛和活动受限。全膝关节置换术后的关节周围

软组织作用失去平衡或肌力减退导致假体的松动、膝

关节不稳定，严重者可影响手术的效果甚至产生严重

的并发症［１０］。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康复锻炼的重点是

恢复股四头肌肌力，加大关节活动度，术后肌力训练应

始终贯穿康复训练全过程，早期的功能锻炼可以增强

关节周围肌肉力量，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假体之间

的压力，从而降低对人工关节的磨损，延长假体的使用

寿命。术后早期进行合理、有效的功能锻炼，是影响膝

关节置换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减少术后并发症、加速

康复的关键，因此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下转第１３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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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标准化沟通方式在 ＩＣＵ患者转出交接中的应用
郭学珍，杨宝义，方敏，曾雪

摘要：目的　探讨“现状背景评估建议”（ＳＢＡＲ）沟通方式作为标准化沟通方式在ＩＣＵ患者转出交接中的应用
效果。方法　对２０１２年１—６月采用传统方式进行患者转出交接的１６８例 ＩＣＵ患者（对照组）与２０１２年７—１２
月采用ＳＢＡＲ标准化沟通方式进行交接的１７２例患者（观察组）的交接问题发生率、交接耗时、患者满意度方面进
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者转出的交接问题发生率６．４０％（１１／１７２）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２２．０２％（３７／１６８），交接
耗时也明显短于对照组，而９２．４４％患者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６．１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结论　运用ＳＢＡＲ标准化沟通方式后，规范了患者转出交接的流程，明显降低了患者转出过程的交接问题发生
率，提高了护士的沟通能力和患者的满意度。

关键词：标准化沟通方式；重症监护病房；病人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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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危重病医学的发展，危重患者安全问题成为
众人关注的重点。在 ＩＣＵ患者转运过程中，患者信息
在不同科室医务人员之间的顺利交接是确保患者安全

转运并接受延续性治疗和护理的重要要因素［１］。研究

显示，信息交流不畅已成为超过６０％不良事件发生的
主要原因之一［２］。我科是全院唯一的一个综合 ＩＣＵ，
负责收治全院各种危重症患者。患者在ＩＣＵ作为一个
过渡，病情稳定后随即转出至普通病房。在以往的转

出过程中，交接双方常常因为患者病情不清楚、药品交

接不详细、相关护理措施未到位以及患者物品遗漏等

不良事件产生误解，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安全。根据中

国医院协会的患者安全十大目标要求，即“严格执行在

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之间有效沟通的程序，做到正确

执行医嘱”［３］。我科自２０１２年７月开始将ＳＢＡＲ标准
化沟通方式引入患者转出交接过程，收到良好效果，现

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７—１２月ＩＣＵ转出患者
１７２例作为观察组，采用 ＳＢＡＲ标准化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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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学珍，方敏，曾雪）；２３３０００安徽省蚌
埠医学院护理学系（杨宝义）

通讯作者：杨宝义，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ｂａｏｙｉｇｏｄｆｒｅｄ＠１６３．ｃｏｍ

进行交接，其中男性 １０３例，女性 ６９例；年龄 ９～６８
岁，平均（４５．２±４．６）岁。另外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６月
ＩＣＵ转出患者１６８例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方式进行
交接，其中男性９７例，女性７１例；年龄１０～６６岁，平
均（４３．７±５．８）岁；脑出血５２例，脑外伤３６例，先心病
术后３８例，冠心病 ２８例，产后大出血 １０例，其它 ４
例，分别转运至神经外科、胸心外科、心血管内科、产

科、普外科等。观察组中，脑出血４８例，脑外伤３７例，
先心病术后４１例，冠心病３２例，产后大出血８例，其
它６例，同样转运至神经外科、胸心外科、心血管内科、
产科、普外科等。两组患者在性别男女比例、年龄、原

发病病种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０５）。
１２　制表方法　根据 ＳＢＡＲ沟通交接方式的基本原
则和丁力等［４］设计的“患者转出交接核查表”的基础

上，结合相关科室特点和自身科室实际，自行设计出

“患者转出交接安全核查表”，表格的内容包括６项，
分别为：①患者一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诊断、
入院日期及入住ＩＣＵ时间等项目。②患者转出时的基
本病情，包括生命体征、意识、阳性检查结果和需重点

关注的护理问题等。③管道情况，重点交接引流管留
置天数、引流液的颜色、性状、量以及需要特殊固定的

高度等。④全身皮肤情况，对于转出时存在的皮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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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需详细记录发生时间、采取的相关措施以及转归

等。⑤药物情况和患者自身物品，详细交接清楚患者
当日用药的执行情况，有口服药时需交接清楚每一种

药物的用法、用量等。⑥病史文件。详细交接病史文
件的完整性、医务人员签名情况以及医嘱的执行情况

等。整张表格采用打“√”的形式，均由交班者如实填
写并签名。

１３　使用方法　相关科室医师下达转科医嘱后，我科
护士先与转出科室的病房护士电话沟通，告知对方需

要准备的物品及器械，约定具体转出时间。然后我科

护士根据患者情况逐项填写“患者转出交接安全核查

表”，在相应符合的项目上打“√”并签名。最后在患
者家属的陪同下一起将患者转运至普通病房，与普通

病房的护士对患者的具体信息进行面对面的交接，待

对方核实无误后，在“患者转出交接核查表”上签名确

认。

１４　评价方法　记录转出交接问题发生率、转出交接
所耗时间、患者的满意度。转出交接问题发生率是指

一位患者转出交接班过程［５］，如未达到一次性成功，就

属发生交接问题一例。转出交接所耗时间是指从交班

护士填写“患者转出交接安全核查表”开始，到接班护

士经检查各项交班内容，确认无误签字后结束时的这

段时间。患者转至普通病房，交接结束后，由交班护士

发放我科自行设计的患者转出过程满意度调查表并当

场回收。

１５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交接问题发生率低，交接
所耗时间短，患者满意度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ＩＣＵ转出患者交接质量指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交接问题发生率（问

题发生例数／例数）
交接所耗

时间（ｍｉｎ）
患者满意度（满

意例数／例数）
对照组　　 １６８ ３７／１６８ ３２．６５±５．８０ １２８／１６８
观察组　　 １７２ １１／１７２ ２４．７４±４．２０ １５９／１７２
χ２或ｔ值 １７．１２ １４．３８ａ １７．０６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ａ为ｔ值。

３　讨　论
　　ＩＣＵ工作节奏快，护理量相对偏大，而患者由 ＩＣＵ
转出至普通病房的过程是护理工作必要的环节，安全、

快速地完成不同科室之间的交接过程是优质护理的重

要体现［４］。在日常的临床护理工作中，不同科室之间

交流方式的差异常常会导致交接人员之间的沟通障

碍，这就需要一种结构 化、标准化的方式来改善［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转出的交接问题发生率

由原来的２２．０２％（３７／１６８）降至６．４０％（１１／１７２），交
接耗时相比缩短近８ｍｉｎ，这表明基于 ＳＢＡＲ的“患者
转出交接安全核查表”的应用，能显著降低转运过程中

交接问题的发生率，减少交接耗时，这与之前丁力［４］、

陆婷婷等［５］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显示 ＳＢＡＲ标准化沟
通方式可以显著提高 ＩＣＵ的护理质量。转运前，交班
护士在填写“患者转出交接安全核查表”中相关项目

的同时，就对被转运患者的病情有了系统的评估。转

运过程中，有重点的对相关病情变化进行观察，能及时

有效地发现和处理各种危急情况。患者本安全转运到

目的地后，交接双方根据“患者转出交接安全核查表”

中的项目进行详细的沟通，接收科室的医护人员可在

相对短的时间内对患者的基本病情及需要关注的重

点。整个交接过程条理清晰、顺序明确、记录简洁，既

保证了患者的安全，又使患者的治疗、护理信息延续。

沟通能力是护士四大核心能力之一［７］。有调查指

出，影响护患沟通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护理人员主动

服务 意识相对薄弱、沟通 能力不足以及沟通技巧的缺

乏等［８９］。在转出交接过程中采用 ＳＢＡＲ沟通方式，交
接双方按照“患者转出交接安全核查表”中的内容进

行交接，可以使交班护士之前收集的信息及时完整地

传递给接班护士，使其完整、快速地了解患者相关信

息，并给予及时的处置，保证了整个治疗过程的延续，

避免了之前因不能一次性交接导致的反复打电话或交

接遗漏带给患者家属的不便和患者及家属对医护人员

的不信任感，保证了交接的成功率，提高了患者及家属

对整个交接过程的满意度。本研究也显示，采用标准

化沟通方式之后，患者的满意率由原来的７６．１９％提高
到９２．４４％，充分说明了加强沟通可以显著提高患者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这与霍春燕［１０］、郑志方等［１１］的

研究结果相一致。同时，患者满意率的提升也体现了

交接双方团结协作的精神，有利于双方护理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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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心理护理对首发高血压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刘靖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首发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为临床护理提供参考。方法　
比较１０８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与９０例健康对照者心理健康状况，再将１０８例患者分成２组，心理护理组５７例，
护理对照组５１例；通过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所有被试者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评，同时比较不同护理
方式对患者心理健康程度方面的影响。结果　高血压患者组ＳＡＳ量表得分［（５３．４４±１０．０５）分］大于正常对照
组［（４１．９３±８．６２）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５５４，Ｐ＜０．００１）。出院时，心理护理组ＳＡＳ量表得分［（４８．８１±
８．１７）分］低于护理对照组［（５２．５１±９．０８）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２３１，Ｐ＝０．０２８）。出院６个月后心理
护理组服药依从性优于护理对照组（χ２＝４．１６３，Ｐ＝０．０４１）。结论　护理人员在实施护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对
高血压患者的心理健康护理，从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关键词：高血压：心理护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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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ｐ（χ２＝
４．１６３，Ｐ＝０．０４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ｓｙｃｈｄｏｇ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ｆｉｒｓｔｅｐｉｓｏｄ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ｕ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Ｅｍｏｔｉｏｎ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由于病程长，并发症
多，终生服药较易引起患者的情绪变化。大量研究均

发现给予药物控制的同时辅以有效的心理护理，可以

显著改善患者心理健康水平，提高高血压药物治疗效

果。查阅近１０年有关心理护理在高血压患者中应用
的１９篇文献，通过 Ｍｅｔａ分析发现心理干预加药物治
疗高血压的有效率高于单纯药物治疗组［１］。但是以往

研究的缺陷之处在于首发高血压患者心理状况研究较

少，且在研究发现心理护理的高血压患者虽然情绪方

面较单纯高血压患者有所改善，但是没有比较高血压

患者情绪是否改善到正常对照组水平，本次研究将高

血压患者分为心理护理组和护理对照组，比较２组在
心理护理前后情绪方面的差异。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组：选取安徽濉溪县医院２０１２
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６月住院治疗的首发高血压住院治
疗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诊断均符合世界卫生
组织国际高血压协会（ＷＨＯ／ＩＳＨ）高血压诊断标准［２］；

②小学以上文化程度；③无其它躯体并发症；④自愿参
加本试验。排除标准：① 由其它器质性原因所

作者单位：２３５０００安徽省濉溪县医院心内科

引起的血压升高；②存在其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
病；③理解能力较差，语言障碍；④有严重的高血压并
发症。

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１０８例高血压患者
按门诊号的单号与双号不同分成２组，符合入组条件
的心理护理组５７例，其中男性４４例，女性１３例；平均
年龄（５０．６０±５．４１）岁，受教育年限（１１．２１±２．７５）
年；婚姻状况：已婚５５例，离异２例；职业情况：脑力３２
例，体力２５例。护理对照组５１例，男性３９例，女性１２
例；平均年龄（５０．６９±４．５０）岁，受教育年限（１１．０６±
２．４５）年；婚姻状况：已婚４９例，离异１例，丧偶１例；
职业情况：脑力２０例，体力３１例。

健康对照组：选择体检健康志愿者共９０例，入组
条件：①无高血压及其他确诊的器质性疾病；②小学以
上文化程度；③自愿参加本试验。其中男性６８例，女
性２２例；平均年龄（５０．７７±５．１９）岁，受教育年限
（１１．２９±２．７１）年；婚姻状况：已婚８５例，离异３例，丧
偶２例；职业情况：脑力４０例，体力５０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①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年龄、性
别、受教育年限、婚否、职业）。②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
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３］，取标准分小于５０为无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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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情绪。③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ＳＤＳ）［３］，取标准分小于５０为无抑郁情绪。
１２２　心理护理　常规临床治疗：２组临床患者均采
用常规临床药物治疗，护理对照组的患者住院期间未

进行系统的护理干预，仅出院时口头告知出院后用药

及定期随诊等注意事项。心理护理组的患者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对其在院期间予心理健康护理。心理护理

方法如下：①了解患者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
消除患者对高血压疾病的恐惧。②详细说明高血压药
物治疗机制及其治疗安全性，消除患者对于高血压药

物的恐惧。③有针对性地说明高血压并发症出现的高
危因素，告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率。④强调终生服药的必要性。
１２３　分析方法　入院初所有患者均完成一般人口
学资料的统计；记录患者入院时及出院时血压及情绪

量表得分；出院后６个月随访患者服药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定量资料采用（ｘ±ｓ）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
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所有统计学检验
均为双侧概率检验，取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比较　３组在年龄（Ｆ＝
０．０２０，Ｐ＝０．９８１）、受教育年限（Ｆ＝０．１２２，Ｐ＝
０．８８５）、性别（χ２＝０．０５３，Ｐ＝０．９７４）、婚姻状况（χ２＝
１．５０８，Ｐ＝０．８２５）、职业情况（χ２＝３．３７０，Ｐ＝０．１８５）
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　高血压患者与健康对照组情绪量表得分比较　
高血压患者组ＳＡＳ量表得分（５３．４４±１０．０５）分，大于
正常对照组的（４１．９３±８．６２）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８．５５４，Ｐ＜０．００１）。高血压患者组 ＳＤＳ量表得分
为（４２．７６±９．３４）分，与正常对照组的（４２．５７±９．３１）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３６，Ｐ＝０．８９２）。
２３　心理护理干预组与护理对照组入院时情绪及血
压情况比较　心理护理干预组与护理对照组入院时
ＳＡＳ、ＳＤＳ量表得分及血压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１。

表１　心理护理干预组与护理对照组入院时
情绪及血压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ＡＳ（分） ＳＤＳ（分）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心理护理组 ５７ ５３．１２±１０．４１ ４２．１２±９．９１ １５３．５８±１９．８９ ８７．２５±７．８４
护理对照组 ５１ ５３．８０±９．７３ ４３．４７±８．６９ １５２．８２±１９．７７ ８６．０６±７．９５
ｔ值 －０．３５０ －０．７４７ ０．１９８ ０．７８０
Ｐ值 ０．７２７ ０．４５７ ０．８４４ ０．４３７

２４　心理护理干预组与护理对照组出院时情绪及血
压情况比较　出院时，心理护理组 ＳＡＳ量表得分低于
护理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２５　心理护理干预组与护理对照组出院６个月以后
服药依从性比较　出院６个月后，心理护理组１５人有
不规则服药史，护理对照组２３人有不规则服药史，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６３，Ｐ＝０．０４１）。

表２　心理护理干预组与护理对照组出院时
情绪及血压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ＡＳ（分） ＳＤＳ（分）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心理护理组 ５７ ４８．８１±８．１７ ４３．０７±８．３５ １２９．３３±１０．６８ ８２．９５±６．７８
护理对照组 ５１ ５２．５１±９．０８ ４１．８６±９．２４ １２６．８０±９．６９ ８３．３３±７．０９
ｔ值 －２．２３１ ０．７１３ １．２８３ －０．２８９
Ｐ值 ０．０２８ ０．４７７ ０．２０２ ０．７７３

３　讨　论
　　金敏等［４］采用ＳＡＳ、ＳＤＳ及医学应对问卷对５０例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中焦虑症状发生率为 １８％，抑郁症状发生率为
５０％，同时存在焦虑及抑郁症状者为 １０％。周明霞
等［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高血压患者５００
人与正常健康人员２００人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高血压
患者的 ＳＡＳ与 ＳＤＳ评分分别为（４８．１±１０．１）分和
（４０．５±８．５）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一项使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社区５２位
高血压患者进行心理问卷调查并与常模比较，结果

ＳＣＬ９０调查表明，５２位高血压患者在抑郁、躯体化、人
际敏感、偏执与常模比较有显著差异［６］。本次研究中，

没有发现高血压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在 ＳＤＳ量表得
分方面的差异，但是高血压患者组在 ＳＡＳ量表得分方
面大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高血压患

者组有较明显的焦虑情绪，与既往研究结果基本相似。

护理干预方面，谭琴等［７］选择住院的高血压患者

１０８例为研究对象，对住院患者发放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予以适当的健康教育后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经过

合理有效的综合护理后，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显著

改善，本次研究证实，给予有效的心理护理，心理护理

组高血压患者ＳＡＳ量表得分低于护理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提示经过心理护理后高血压患者对高血

压疾病及高血压治疗药物认知方面有较大改变，有效

缓解了由于恐惧造成的焦虑等负性情绪。

本次研究出院６个月后的电话随访提示，心理护
理组在服药依从性方面要显著优于护理对照组。既往

研究提示，在出院３个月后，心理护理干预组不但在焦
虑自评量表的得分方面高于无心理护理组，而且心理

护理干预组在收缩压控制效果要显著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８］。甚至心理护理组在情绪状态改善

的同时，生理职能、健康状况、精力、情感职能和精神健

康等各方面评分均明显高于无心理护理组，且试验组

在生存质量量表１年后上述评分中均高于治疗前［９］。

本次试验虽没有考虑上述因素，但充分提示心理护理

在短期内对于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较为积极

的临床意义。

心理护理不仅没有负作用，而且这也是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适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要求。
高血压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疾病，也是诱发心脑血管意

外的重要因素，在临床治疗上，给予药物治疗的同时，

护士要予以有效的心理护理，通过改善患者心理健康

状况，提高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从而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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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耳穴埋豆和涌泉穴按摩对原发性高血压的疗效
及其护理干预
赵吉华，朱静娟

摘要：目的　探讨耳穴埋豆和涌泉穴按摩辅助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病的应用方法和效果及其护理干预。方法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选择在心内科住院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２００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单
用药物治疗）和干预组（即药物治疗加上耳穴埋豆和涌泉穴按摩）各１００例。干预组１００例，男性５５例，女性４５
例；年龄３７～６８岁，平均（４６．２±９．５）岁；病程１．５～１２．２（７．９±０．５）年；血压：１６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１０ｍｍＨｇ。对照
组１００例，男性５４例，女性４６例；年龄３５～６７岁，平均（４４．７±１１．６）岁；病程 １～１５．５（８．８±０．５）年，平均
（１２．５±３．０）年；血压：１６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１０ｍｍＨｇ。干预组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耳穴埋豆（用止血钳夹取王不
留行籽胶布贴于耳部穴位上）和涌泉穴按摩；对照组采用利尿剂、钙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等药

物进行降压治疗。２组并于治疗后７ｄ、１４ｄ、２１ｄ，观察降压效果，并采用统计学分析。结果　干预组和对照组比
较，在降压方面，干预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耳穴埋豆和涌泉穴按摩在原发性高血压辅助
治疗中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耳穴埋豆；涌泉穴按摩；原发性高血压；疗效；护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４．１　Ｒ４７３．５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３７０２

　　原发性高血压是以体循环动脉压增高为主要表现
的临床综合征，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由多基因

遗传、环境及多种危险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常引起心、

脑、肾等重要靶器官损害，属中医学眩晕范畴［１］。临床

上对于高血压的控制多采用药物治疗，但是有些患者

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波动幅度较大。为此，本科在

常规应用降压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采用耳穴埋豆和涌泉

穴按摩辅助治疗，取得了显著效果，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３月，选择在
本科住院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２００例。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干预组（即药物治疗加上耳穴埋豆和涌泉穴

按摩）和对照组（单用药物治疗）各 １００例。干预组
１００例，男性５５例，女性４５例；年龄３７～６８岁，平均
（４６．２±９．５）岁；病程１．５～１２．２年，平均（７．９±０．５）
年；血压：（１６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１０）ｍｍ 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对照组１００例，男性 ５４例，女
性４６例；年龄３５～６７岁，平均（４４．７±１１．６）岁；病程
１～１５．５年，平均（８．８±０．５）年，平均（１２．５±３．０）年；
血压：（１６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１０）ｍｍＨｇ。２组患者年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安徽省宿州市中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赵吉华，Ｅｍａｉｌ：１６９７７６２６８６＠ｑｑ．ｃｏｍ

龄、性别、血压值和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诊断、纳入和排除标准　诊断标准符合“中国高
血压防治指南”诊断标准［２］，且患者均神志清楚，能配

合治疗，依从性较高。排除已出现心、脑、肾并发症的

患者和伴有脑、肝、肾及神经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

及内分泌异常者。

１３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给予心理干预和基本生
活方式干预，包括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

使患者积极接受治疗，增强患者的依从性，使血压稳定

性好。对照组采用利尿剂、钙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等药物治疗。干预组给予药物治疗加上

耳穴埋豆和涌泉穴按摩。２组于治疗后７ｄ、１４ｄ、２１ｄ
监测血压，并作记录。

１３１　耳穴埋豆　我们选取耳部穴位：三焦、神门、
心、肝、交感、肾、皮质下。方法：用 ７５％酒精由上到
下，由内到外的顺序常规消毒耳廓。用耳穴探棒按压

所取穴位最敏感点后一手固定耳廓，另一手用止血钳

夹取王不留行籽胶布贴于穴位上，操作者以拇指、食指

分别置于耳廓的正面和背面进行对压，手对压的力度

由轻到重，至患者出现酸、麻、胀、痛为止，每次每穴按

压约１～２ｍｉｎ，每日按压３～５次，直至２１ｄ。埋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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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如埋豆部位潮湿，随时更换豆；两耳交替埋豆，３ｄ更
换一次。

１３２　涌泉穴按摩　患者取仰卧位，两足趾向上，用
双手拇指按摩患者涌泉穴位。涌泉穴在足底（去趾）

前１／３处，足趾跖曲时成凹陷处。按压的力度，以患者
感热酸胀为宜。每次按摩２０ｍｉｎ，每日２次，直至２１
ｄ。
１４　观察指标　评价指标［３］为治疗到２１ｄ时，测２
组患者血压。临床疗效判定标准参照卫生部制定的高

血压疗效判定标准。显效：ＳＢＰ下降≥１０ｍｍＨｇ并降
至正常，或下降≥２０ｍｍＨｇ；有效：ＳＢＰ下降 ＜１０ｍｍ
Ｈｇ并已降至正常或下降１０～２０ｍｍＨｇ；或 ＤＢＰ下降
３０ｍｍＨｇ；无效：未达到以上２项标准。显效、有效合
计为总有效率。

２组患者均于住院期间监测血压每日１次，并于
治疗后７ｄ、１４ｄ、２１ｄ监测２组患者血压。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０．１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数据以（ｘ±ｓ）表示，组间数据进行 χ２检验和 ｔ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组患者分组前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血压改善结果比较，干预组
血压下降幅度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７ｄ、１４ｄ、２１ｄ时

血压改善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７ｄ

正常 好转 不明显

１４ｄ
正常 好转 不明显

２１ｄ
正常 好转 不明显

干预组 １００ ０ ６５ ３５ ３２ ４８ ２０ ８０ １６ ４
对照组 １００ ０ ４ ９６ ４ ３６ ６０ ２６ ５２ ２２
χ２值 ７２．００ １５．３８ ４．７０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组患者治疗后血压下降幅度、达标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２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治疗后血压下降幅度、

达标率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收缩压下降幅度

（ｍｍＨｇ）

收缩压达标率

（％）

舒张压下降幅度

（ｍｍＨｇ）

舒张压达标率

（％）
干预组 １００ ３３．６±６．８ ８２．４±１０．３ １３．８±３．３ ７８．２±９．１
对照组 １００ ２５．６±６．９ ６７．８±９．８ ７．７±３．１ ７４．３±８．９
ｔ值 ６．４４ ７．８３ １０．１６ ２．２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中医耳穴埋豆对血压的影响　当机体血压升高
时，在耳廓的相应部位有一定的敏感点，它便是该患者

应选的穴位。在选穴位时，应根据患者的症、舌、脉进

行辨证分型，从而辨证取穴［４］。祖国医学认为，耳与全

身脏腑、经络有着密切的关系，针刺腧穴有全面调整高

血压患者的心血管功能，改善血液粘滞性，改善血液动

力学，调节神经递质等作用。而且对血压的影响具有

双向调整作用［５］。因此本科选用王不留行籽贴敷这些

耳部穴位，通过适度按压，直接、持续性刺激这些耳部

穴位，具有针刺腧穴一样的调整作用，从而达到控制血

压的目的。

３２　按摩涌泉穴可疏经活血降压　足部有人体“第二
心脏”之称，是足三阴经、三阳经循行交汇处。有丰富

的穴位，能够反映人体的疾病及健康状况［６］。按摩涌

泉穴之所以能降低血压，这是因为：①中医的经络系统
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

路。而腧穴是人体脏腑组织气血输注于体表的部位，

它与脏腑、经络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可以反应病症，协

助诊断和接受各种刺激，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通过按摩涌泉穴，可以达到对肾、肾经及全身起到由下

到上的整体性调节和整体性治疗的目的。②人类的足
底部含有丰富的末梢神经网，以及毛细血管、毛细淋巴

管等器官，它与人体各个系统、组织、器官有着密切的

联系。通过对涌泉穴的按摩可以加强它们之间的相互

联系，有效地改善局部毛细血管、毛细淋巴管的通透

性，和有节律的运动性，从而促进了血液、淋巴液在体

内的循环，调整人体的代谢过程。③按摩摩擦出现的
热、麻、涨、痛感，就是一种良性的刺激。反射性引起血

管扩张，从而使血压下降［７］。

耳穴与涌泉穴均为人体经络、脏腑和组织器官等

相互沟通的位置。虽二者一上一下，但穴位表皮受到

刺激，就可起到疏通经络［８］、调节脏腑的效果。所以，

二者合用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单一。因此，在治疗高血

压使用药物的基础上，加用本方法，简便，见效快，疗效

肯定，且无任何副作用，属绿色降压法，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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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研究·

优质护理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术后生存质量
的影响分析

王岩

摘要：目的　探讨优质护理对急性闭角型青光眼（ＡＡＣＧ）患者术后恢复和生存质量的影响，为ＡＡＣＧ的医护工作
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眼科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期间收治的ＡＡＣＧ患者８４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
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２例，研究组针对ＡＡＣＧ临床特点给予优质护理，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护理。结果　①治疗
后２组患者眼压均显著降低，前房深度和视力均明显改善（Ｐ＜０．０５），研究组上述指标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②治疗后２组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研究组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③生存质量评分显示，术后３个月研究组症状与视功能、身体机能、社会活动、精神心理和生存质量总分
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优质护理可以促进ＡＡＣＧ患者术后康复，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关键词：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优质护理；生存质量；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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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Ａｃｕｔｅａｎｇｌｅｃｌｏｓｕｒｅｇｌａｕｃｏｍａ，
ＡＡＣＧ）主要是由于前房角被虹膜组织机械性阻塞导
致房水流出受阻，继而引起眼压升高的一种疾病，是危

害患者视力的眼科急症之一［１］。有报道表明，目前全

球有ＡＡＣＧ患者超过６千万，其中５２０万因 ＡＡＣＧ致
盲，成为眼科最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之一［２－３］。近年来，

随着ＡＡＣＧ的治疗效果不断提高，同时也对护理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优质护理强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理

念，深化护理内涵，可以有效地提升护理服务水平，对

多种患者术后康复有积极意义［４］。我科近年来针对眼

科疾病特点开展优质护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我科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９月
期间收治的ＡＡＣＧ患者８４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
诊疗指南：眼科学分册》中 ＡＡＣＧ诊断标准，并排除合
并其他慢性疾病患者［５］。８４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４２例，男性２４例，女
性１８例；年龄３８～７８岁，平均（５２．４±８．３）岁。对照
组４２例，男性２３例，女性１９例；年龄３５～７８岁，平均
（５１．１±８．７）岁；左眼２０例，右眼１４例，双眼８例。２
组患者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护理方法　对照组仅给予常规护理，即按照医嘱
进行常规护理，同时根据患者及家属的需求给予相应

的健康教育和指导。研究组则按着优质护理原则制定

护理方案，具体护理方法如下。

１２１　术前护理　患者入院后了解患者一般情况，并
安排固定的责任护士负责患者的基础护理和心理护

理。要求护士与患者积极沟通与交流，建立良好的护

患关系，主动协助患者日常生活的需求。注重患者的

心理需求，ＡＡＣＧ患者常伴有心理异常和情绪变化，尤
其是老年人和女性多见，患者常担心手术治疗能否成

功，治疗后生存质量是否发生变化等，因此患者可能出

作者单位：０１００５０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眼科

现烦躁、焦虑、紧张、愤怒等情绪变化［６］，应向患者介绍

病情的一般情况，ＡＡＣＧ治疗现状和治疗方法，告知患
者ＡＡＣＧ手术是安全有效的，同时介绍成功病例，鼓励
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消除患者焦虑、恐惧、紧张的情绪。

１２２　术后护理　术后３ｄ内密切观察患者情况，每
日测量患者血压、体温等，观察患者基础血压变化。同

时注意患者眼部有无液体渗出，及时换药，并应用抗生

素眼药水清洗手术眼，防止眼部出现感染等。当患者

同时应用２种或２种以上眼药水时，应注意用药时间
间隔５～１０ｍｉｎ，减少用药的不良反应。患者术后眼部
应给予良好的包扎，每天检查敷料是否清洁，并给予换

药处理，换药后应保证绷带松紧合适，告知家属不要随

意加压或松解绷带，避免压迫或撞击术眼。每日记录

患者症状，观察有无头痛、眼痛等症状，如有异常首先

应判断疼痛是否由眼压过高引起，并及时告知主治医

生，给予有效的处理。术后１周开始给予患者眼球按
摩，此时患者眼部创口开始预合，但虹膜切口处仍有血

凝块和炎症，通过眼球按摩可以清除阻塞虹膜切口的

血凝块和炎性渗出，至术后中晚期有效的眼球按摩可

以促进房水冲刷切口［７］。按摩方法：护理人员将双手

中指、无名指分别放在患眼颞侧和健侧眼额部，双手示

指关节有节奏的轻拍患眼上睑皮肤，适当用力交替起

伏按压患眼。

１２３　出院指导　患者出院前由责任护士指导患者
按医嘱用药，告知患者注意眼压变化，如患者发现视野

有变化，看灯光时有彩色光环、眼痛、视物不清、眼痛、

视力减退等应及时来院检查［８］。告知患者家属饮食以

清淡为主，避免高盐饮食，防止血压升高后引起眼压升

高。保持患者愉快心情，注意控制饮水量，避免饮水过

多导致血液稀释，血浆渗透压降低，影响房水产生，导

致眼压升高。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眼压、前房深
度、视力等质变变化。应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
自评量表（ＳＤＳ）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焦虑和抑郁水平。
应用生存质量量表评定２组患者生存质量情况，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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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包括症状与视功能、身体机能、社会活动、精神心理

４个方面，每个方面２５分，量表总分１００分，份数越高
表明患者术后生存质量越高［９］。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眼压、前房深度、视力变化　
治疗前２组患者眼压、前房深度及视力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眼压均显著降
低，前房深度和视力均明显改善（Ｐ＜０．０５），研究组上
述指标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治疗前后眼压、前房深度、

视力变化（ｎｉ＝４２）

组别 时间 眼压（ｍｍＨｇ）前房深度（ｍｍ） 视力（Ｄ）

研究组 治疗前 ２９．２６±１．７３ ４．８５±０．３３ ０．１２±０．０７
治疗后 １４．５５±１．６４ａｂ ２．５７±０．２７ａｂ ０．７４±０．０５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０．１１±１．９３ ５．０１±１．１２ ０．１３±０．０８
治疗后 １８．８７±２．１８ａ ２．９７±０．５８ａ ０．５２±０．０７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ｂ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　治疗前
２组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 ２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研究组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治疗前后ＳＡＳ、ＳＤＳ

评分情况（ｎｉ＝４２）

组别 时间 ＳＡＳ ＳＤＳ

研究组 治疗前 ５５．２４±５．０１ ５５．４７±５．１２
治疗后 ３８．７４±７．１２ｂｃ ３９．８１±６．１８ｂｃ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４．８１±４．７２ ５５．１２±５．１８
治疗后 ４６．４１±６．３４ａ ４７．４１±５．８１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术后３个月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生存
质量评分显示，术后３个月研究组症状与视功能、身体
机能、社会活动、精神心理和生存质量总分均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术后３个月生存质量

评分比较（ｎｉ＝４２）

组别 症状与视功能 身体机能 社会活动 精神心理 总分

研究组 ２２．４３±２．０２ａ ２２．２３±１．３１ａ ２３．１２±１．５３ａ ２２．５２±１．０５ａ ９０．３０±４．８１ａ

对照组 １８．２６±１．８３ ２０．１８±２．０１ ２１．６２±１．７２ ２１．２２±１．７８ ８１．２８±６．１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青光眼是眼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是继白内障之
后得第二位致盲性眼病［１０］。而 ＡＡＣＧ是原发性闭角
型青光眼中的一种类型，其症状较为剧烈，患者常疼痛

难忍，且术后并发症较多。有报道表明，ＡＡＣＧ的临床
疗效除与医生治疗方法有关外，还与护理水平有密切

的关系。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被认为是一种心身失调性

疾病，探寻急性闭角性青光眼患者的心理反应特点，加

强患者的心理护理是临床护士的重要内容之一。为

此，优化ＡＡＣＧ护理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院通过对近年来眼科疾病治疗的临床经验的总

结，制定了ＡＡＣＧ优质护理方案，同时根据眼科疾病的
特点，将心理护理、基础护理、眼科护理和健康指导融

合起来，贯穿于护理全过程，护理效果较好。从２组治
疗前后眼压、前房深度、视力变化来看，２组患者治疗
后眼压均显著降低，前房深度和视力均明显改善，但研

究组治疗后上述指标改善更好，表明优质护理可以促

进ＡＡＣＧ患者术后的康复，提高治疗效果，这可能与优
质护理更加注重护理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注重患者个

性化需求有关，从而起到了促进患者康复的作用。

ＡＡＣＧ患者常伴有心理异常和情绪变化，尤其是
老年人和女性多见，患者常担心手术治疗能否成功，治

疗后生存质量是否发生变化等，可能出现烦躁、焦虑、

紧张、愤怒等情绪变化［１１］。优质护理针对患者这种心

理变化，进行积极的疏导和沟通，向患者介绍ＡＡＣＧ治
疗现状和治疗方法，告知患者 ＡＡＣＧ手术是安全有效
的，介绍成功病例，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从２组患
者治疗前后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来看，治疗后２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均显著降低，研究组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表明优质护理可以有效的降低患者焦虑、

抑郁等情绪。

本研究还应用生存质量量表对２组患者治疗后生
存质量情况进行了观察，从结果来看术后３个月研究
组症状与视功能、身体机能、社会活动、精神心理和生

存质量总分均高于对照组，表明优质护理对于 ＡＡＣＧ
患者术后早期恢复和生存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

义。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注重患者的个性化需求，降低

患者焦虑、抑郁等情绪，对患者术后康复起到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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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肥胖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血浆
炎症指标的影响

姜建平

摘要：目的　分析肥胖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ＳＡＨＳ）血浆炎症指标的影响。方法　分析２０１１
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在浙江省荣军医院接受治疗的ＯＳＡＨＳ患者的临床资料。另选择３０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
组，将ＯＳＡＨＳ患者列入观察组。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接受诊疗的ＯＳＡＨＳ患者（观察组）８７例，健康体检者（对照
组）３０例。观察组体质指数（ＢＭＩ）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２８．７５±２．０２ｖｓ２１．７６±１．６８；ｔ＝
１７．０２０，Ｐ＜０．００１）。观察组血浆ＣＲＰ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６．８７±３．４１ｖｓ３．４１±１．２３；ｔ＝５．４２４，Ｐ＜０．００１）；观
察组血浆ＴＮＦα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２５．３５±２．１５ｖｓ２２．４３±１．９３；ｔ＝６．５７８，Ｐ＜０．００１）；观察组血浆ＩＬ６水平
显著高于对照组（４４．３２±３．５６ｖｓ４０．１３±２．４１；ｔ＝５．９８３，Ｐ＜０．００１）。进一步将观察组分为３组，Ａ组：ＢＭＩ＜２４
ｋｇ／ｍ２；Ｂ组：ＢＭＩ２４～２７ｋｇ／ｍ２；Ｃ组：ＢＭＩ＞２７ｋｇ／ｍ２。３组患者血浆ＣＲＰ、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血浆ＣＲＰ、ＴＮＦα及 ＩＬ６水平在 Ａ组、Ｂ组及 Ｃ组中呈现递增趋势。观察组 ＢＭＩ与 ＣＲＰ、ＴＮＦα及
ＩＬ６呈现显著正相关。结论　ＯＳＡＨＳ患者的血浆炎症指标升高，并且随着体重的增加全身性炎症反应进一步加
重。

关键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炎症反应；肥胖；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４１０３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ＳＡＨＳ）是一种病因不
明的睡眠呼吸疾病，临床表现为夜间睡眠打鼾伴呼吸

暂停以及白天嗜睡［１］。夜间反复的呼吸暂停可引发夜

间低氧和高碳酸血症，长期得不到纠正可引发高血压、

冠心病及心脑血管疾病［２］，严重者甚至可出现夜间猝

死。因此ＯＳＡＨＳ是一种有潜在致死性的睡眠呼吸疾
病［３］。ＯＳＡＨＳ所导致的缺氧可引发全身性低度炎症
反应，这可能是糖尿病、代谢紊乱性疾病的诱发因

素［４］。此外ＯＳＡＨＳ患者多半合并有肥胖，本文尝试分
析肥胖对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血浆炎症

指标的影响，以期为此类患者的诊疗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４年１月在我
院接受治疗的ＯＳＡＨＳ患者８７例作为观察组，所选患
者无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无合并糖尿病等代谢性疾

病；无合并活动性感染；无合并恶性肿瘤等终末期疾

病；无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患者接受了机械通气治

疗，且机械通气治疗超过４８ｈ，患者临床资料完整。另
选择３０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１２　相关定义及标准　ＯＳＡＨＳ的诊断依据如下［５］。

①症状：有白天嗜睡、睡眠时严重打鼾和反复的呼吸暂
停现象；②体征：检查有上气道狭窄因素；③多导睡眠
监测（ｐｏｌｙｓｏｍ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ＳＧ）检查每夜７ｈ睡眠过程中
呼吸暂停及低通气反复发作３０次以上，或睡眠呼吸暂
停和低通气指数≥５。呼吸暂停以堵塞性为主。所有
受试者均于清晨７～８时留取静脉血，并进行相关检
查。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２组受试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２组受试者血液学指标，包括：白蛋白、空腹血糖、总胆

作者单位：３１４０００浙江省嘉兴市，浙江省荣军医院呼吸科

固醇、甘油三脂、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
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及白介素６（ＩＬ６）；分析不同
体质指数患者血浆炎症指标的差异；分析体质指数与

血浆炎症指标间的相关性。ＣＲＰ、ＴＮＦα及 ＩＬ６的检
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比较采用 ｔ检验。
率的比较使用 χ２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一般情况比较　见表１。２组受试者性别比
例、年龄、吸烟及饮酒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体质指数（ＢＭＩ）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２８．７５±２．０２）ｋｇ／ｍ２ｖｓ．
（２１．７６±１．６８）ｋｇ／ｍ２；ｔ＝１７．０２０，Ｐ＜０．００１。

表１　２组受试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岁） ＢＭＩ（ｋｇ／ｍ２）
吸烟

是 否

饮酒

是 否

对照组 ３０ １７／１３ ４５．９３±７．８５２１．７６±１．６８ １１ １９ １３ １７
观察组 ８７ ４６／４１ ４７．０１±８．１２２８．７５±２．０２ ３１ ５６ ３６ ５１
ｔ值／χ２值 ０．１２９ ０．６６３ １７．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５
Ｐ值　　　 ０．７１９ ０．５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９１９ ０．８５２

２２　２组受试者血液学指标的比较　２组受试者血液
学指标的比较详细情况见表２。２组受试者血浆白蛋
白、空腹血糖水平、血清总胆固醇及甘油三酯等指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血浆 ＣＲＰ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６．８７±３．４１）ｍｇ／Ｌｖｓ（３．４１±
１．２３）ｍｇ／Ｌ；ｔ＝５．４２４，Ｐ＜０．００１；观察组血浆 ＴＮＦα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２５．３５±２．１５）ｐｇ／ｍｌｖｓ．
（２２．４３±１．９３）ｐｇ／ｍｌ；ｔ＝６．５７８，Ｐ＜０．００１；观察组血
浆ＩＬ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４４．３２±３．５６）ｐｇ／ｍｌ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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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３±２．４１）ｐｇ／ｍｌ；ｔ＝５．９８３，Ｐ＜０．００１。
表２　２组受试者血液学指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白蛋白（ｇ／Ｌ）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总胆固醇（ｍｍｏｌ／Ｌ）甘油三酯（ｍｍｏｌ／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ＩＬ６（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３０ ４１．２４±４．３２ ５．２１±１．２２ ４．４１±１．０３ ２．２３±１．４７ ３．４１±１．２３ ２２．４３±１．９３ ４０．１３±２．４１
观察组 ８７ ４０．８９±３．９８ ５．３４±１．１９ ４．５２±１．１８ ２．４１±１．８７ ６．８７±３．４１ ２５．３５±２．１５ ４４．３２±３．５６
ｔ值 ０．４０６ ０．５１３ ０．４５４ ０．４７８ ５．４２４ ６．５７８ ５．９８３
Ｐ值 ０．６８５ ０．６０９ ０．６５１ ０．６３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不同体质指数患者血浆炎症指标的比较　本文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ＢＭＩ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
患者血浆炎症指标亦显著高于对照组。我们推测观察

组血浆炎症指标的升高与 ＢＭＩ有关，故而我们依据
ＢＭＩ不同将观察组患者分为３个亚组，Ａ组：ＢＭＩ＜２４
ｋｇ／ｍ２；Ｂ组：ＢＭＩ２４～２７ｋｇ／ｍ２；Ｃ组：ＢＭＩ＞２７ｋｇ／ｍ２。
不同体质指数患者血浆炎症指标的比较详细情况见表

３。Ａ组患者血浆ＣＲＰ、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Ｂ组患者血浆 ＣＲＰ、ＴＮＦα及 ＩＬ６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Ｃ组患者血浆
ＣＲＰ、ＴＮＦα及 ＩＬ６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血浆ＣＲＰ、ＴＮＦα及 ＩＬ６水平在 Ａ组、Ｂ组及
Ｃ组中呈现递增趋势。
２４　体质指数与血浆炎症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血浆

ＣＲＰ、ＴＮＦα及ＩＬ６水平在Ａ组、Ｂ组及Ｃ组中呈现递
增趋势，进一步分析ＢＭＩ与血浆炎症指标的相关性，详
细情况见图１。血浆ＴＮＦα水平与ＢＭＩ呈现显著正相
关（ｒ＝０．３５９，Ｐ＜０．００１）；血浆 ＩＬ６水平与 ＢＭＩ呈现
显著正相关（ｒ＝０．４０３，Ｐ＜０．００１）；血浆 ＣＲＰ水平与
ＢＭＩ呈现显著正相关（ｒ＝０．４１２，Ｐ＜０．００１）。

表３　不同体质指数患者血浆炎症指标的比较

组别 ＣＲＰ（ｍｇ／Ｌ）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ＩＬ６（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３．４１±１．２３ ２２．４３±１．９３ ４０．１３±２．４１
Ａ组 ４．６３±１．５１ａ ２３．２８±２．０３ａ ４１．９５±２．６５ａ

Ｂ组 ５．１１±３．０３ａ ２４．１５±２．１０ａ ４３．２８±３．１６ａ

Ｃ组 ７．９８±３．６５ａ ２８．９６±２．４５ａ ４７．７６±３．８７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５。

图１　体质指数与血浆炎症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３　讨　论
　　由于西方化的生活方式、生活工作压力等的影响，
我国ＯＳＡＨＳ发病率有上升趋势，重视该疾病的预防与
治疗十分迫切。虽然其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但目

前认为ＯＳＡＨＳ是由于上呼吸道的解剖结构异常或睡
眠时上呼气道周围肌肉过度松弛等引发［６］，这些因素

可导致气道受阻，呼吸时气流受限，呼吸的阻力增加，

从而引发呼吸浅慢甚至是暂停。反复的夜间呼吸暂停

可以引发缺氧、高碳酸血症以及酸中毒［７］，同时可以引

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８］。夜间睡眠不良可导致日间嗜

睡、乏力，影响患者正常学习与生活［９］。疾病严重时可

促进高血压的发生与发展，引发心血管疾病，甚至是猝

死［１０］。同时，ＯＳＡＨＳ被证实是导致全身低度炎症反应
的原因之一［１１］。除 ＯＳＡＨＳ外，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
提高，肥胖者数量亦不断增多，有研究显示 ＯＳＡＨＳ的
发生与肥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肥胖亦可导致全身

性的炎症反应。本文尝试分析肥胖对 ＯＳＡＨＳ血清炎
症指标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ＯＳＡＨＳ患者血
浆ＣＲＰ、ＩＬ６及 ＴＮＦα水平显著升高，并且随着体重
的增加，观察组患者血浆炎症指标呈现逐渐增高的趋

势。进一步分析患者 ＢＭＩ与血浆炎症指标的相关性，
发现 ＢＭＩ与血浆 ＣＲＰ、ＩＬ６及 ＴＮＦα呈现显著正相
关。ＣＲＰ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急性期反应蛋白，其可在
代谢紊乱、应激、感染等情况下升高［１２］。ＯＳＡＨＳ可导
致缺氧，而缺氧可导致应激，这可能是导致 ＯＳＡＨＳ患
者血浆 ＣＲＰ升高的原因之一。同时 ＣＲＰ可促进 ＩＬ６
及ＴＮＦα的表达。而缺氧本身亦可导致ＩＬ６及ＴＮＦα
的表达升高［１３］。再者ＯＳＡＨＳ患者常伴有上呼吸道黏
膜受损，在炎症状态下 ＩＬ６及 ＴＮＦα可高表达。ＩＬ６
及ＴＮＦα又可直接导致呼吸道水肿，甚至是痉挛，从
而导致恶性循环［１４］。肥胖患者的脂肪组织可高表达

ＩＬ６及ＴＮＦα等促炎因子，这些促炎因子又可促进
ＣＲＰ的表达，从而引发全身性的低度炎症反应［１５］。对

于合并有肥胖的ＯＳＡＨＳ患者，其全身性炎症反应可以
由缺氧直接引起，也可由肥胖所导致。我们观察到随

着体重的增加，ＯＳＡＨＳ患者的血浆炎症指标不断升
高。

结合本研究结果及既往研究，我们认为ＯＳＡＨＳ患
者血浆炎症指标水平的增高可能与肥胖相关，和肥胖

交互作用共同导致全身性异常炎症反应。事实上有研

究证实ＯＳＡＨＳ可以通过升高血清血浆神经肽 Ｙ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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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诱发食欲亢进，从而增加能量摄入同时降低消耗，

促进肥胖的发生与发展［１６］。此外 ＯＳＡＨＳ患者夜间频
发的缺氧可导致血浆 ＴＮＦα等炎症因子的表达增高，
而这可通过增加非快速动眼睡眠、延长慢波睡眠等机

制而改变睡眠结构，导致深睡眠减少、觉醒增多，从而

导致日间嗜睡［１７］，而嗜睡可直接导致患者运动减少，

能量消耗减少，促进肥胖的产生。而肥胖可直接导致

上呼吸道脂肪等软组织的堆积，加重ＯＳＡＨＳ患者上呼
吸道解剖结构紊乱，使得呼吸气流受阻加重，更加促进

ＯＳＡＨＳ的发生与发展［１８］。事实上，临床上 ＯＳＡＨＳ患
者多为超重者，这也提示肥胖与ＯＳＡＨＳ的发生与发展
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肥胖与 ＯＳＡＨＳ的相互关系需要
进一步研究以明确。

综上，我们的研究显示ＯＳＡＨＳ患者的血浆炎症指
标升高，并且随着体重的增加全身性炎症反应进一步

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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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３

（上接第１３３２页）
期功能锻炼对于促进膝关节功能恢复具有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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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拉呋替丁与兰索拉唑治疗胃溃疡的对照研究
王卫卫

摘要：目的　观察拉呋替丁胶囊治疗胃溃疡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并与质子泵抑制剂兰索拉唑片进行对比研究。
方法　选择门诊胃溃疡患者１２０例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２组患者在服用克拉霉素（０．５ｇ口服，２次／ｄ）
和甲硝唑（０．４ｇ口服，２次／ｄ）根除Ｈｐ治疗的基础上，试验组给予拉呋替丁胶囊５ｍｇ口服，每次２粒，２次／ｄ，对
照组给予兰索拉唑片３０ｍｇ口服，每次２片，２次／ｄ。４周为１个疗程，１个疗程后观察疗效。结果　２组间胃镜
下总有效率之间无明显差异，其中试验组为９５％，对照组为９０％（Ｐ＞０．０５），试验组痊愈率为５５％，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４０％（Ｐ＜０．０１）。Ｈｐ根除率试验组为９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８％（Ｐ＜０．０５）。２组患者症状指标治疗
后与治疗前相比明显改善，且疼痛和反酸２项指标试验组略好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拉呋替丁治疗胃溃
疡取得较好的效果，疗效显著，可快速缓解临床症状，促进溃疡愈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拉呋替丁；兰索拉唑；胃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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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溃疡为消化内科门诊的常见疾病，是指发生于
贲门与幽门之间的炎性坏死性病变，机体的应激状态，

物理和化学因素的刺激，某些病原菌的感染都可引起

胃溃疡病，较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胃溃疡的发病机制

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是对胃黏膜有损害作用的侵袭因

素与黏膜自身的防御因素之间失去平衡所致［１］。同时

胃溃疡如不能及时有效的治愈，黏膜会出现不典型增

生，有肠化及癌变的风险，因此，胃溃疡的治疗我们要

求达到黏膜的完全愈合和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目

前，胃溃疡的治疗仍主张制酸剂、抗生素及黏膜保护剂

的联合应用，但是对于药物的应用没有具体的标准［２］，

从临床经验来看，治疗胃溃疡抑酸剂的使用较球部溃

疡及反流性食管炎要温和一些。本文为此具体探讨比

较了Ｈ２受体阻滞剂拉呋替丁与质子泵抑制剂兰索拉
唑治疗胃溃疡的临床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１３年９月我院
门诊确诊为胃溃疡的患者１２０例。根据药物的不同将
患者分为２组，试验组与对照组各６０例，其中试验组
男性３６例，女性２４例，平均年龄（４５．０±７．２）岁，对照
组男性２８例，女性３２例，平均年龄（４２．０±８．５）岁。２
组患者的个体因素（包含性别、年龄、患者职业、饮食习

惯、兴趣爱好、个人体质，有无遗传史，有无用药史以及

吸烟史，发病时间长短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具有可比性。入选标准：①经胃镜检查确诊为胃溃
疡（Ａ１～Ａ２）期病变患者；②年龄１８～６５岁；③２周内
未参加其他临床试验及未服用与本病相关药物；④１３Ｃ
呼气试验Ｈｐ阳性；⑤受试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相关文
件［３］。排除标准：①孕妇、哺乳期患者；②伴有应激性
溃疡、上消化道出血、复合型溃疡等严重并发症，严重

心、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在服用克拉霉素（０．５ｇ口
服，２次／ｄ）和甲硝唑（０．４ｇ口服，２次／ｄ）根除 Ｈｐ治
疗的基础上，试验组给予拉呋替丁胶囊（济川药业集团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１０广州市，广州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

有限公司）５ｍｇ口服，每次２粒，２次／ｄ，对照组给予兰
索拉唑片（海南益尔药业生产）３０ｍｇ口服，每次２片，
２次／ｄ。４周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１个疗程后观察效
果。

１３　观察方法及判定标准　治疗前后填写临床疗效
观察表，疗程４周结束后复查胃镜、１３Ｃ呼气试验以及
症状的改善情况。

１３１　总体疗效判定标准　①痊愈：症状消失，溃疡
消失进入Ｓ２期，ＨＰ根除；②显效：主要症状消失，溃疡
消失进入Ｓ１期，ＨＰ根除；③有效：主要症状减轻，溃疡
缩小面积＞５０％，ＨＰ减少；④无效：主要症状未减轻、
溃疡面积缩小＜５０％［４］，ＨＰ未根除。
１３２　症状指标评分　见表１。

表１　症状指标评分情况

临床症状
评分

０ １ ２ ３
疼痛 无 轻度，不影响

日常生活

中度，部分影响

日常生活

严重，必须全休，服

药

烧灼感 无 偶有 频繁 持续烧灼

反酸 无 偶有 １天１～２次 １天数次
恶心恶吐 无 偶有 频繁恶心，有呕吐 持续恶心，频繁呕吐

嗳气 无 偶有 频繁 持续嗳气

腹胀 无 偶有 频繁 严重腹胀，影响生活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学软件，胃镜
下治疗有效率与幽门螺杆菌根除率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Ｐ＜０．０５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治疗结果经过统计学分析，２组胃镜下治疗总有
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痊愈率为
５５％，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４０％（Ｐ＜０．０１）。Ｈｐ根除率
试验组为９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８％（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２组胃溃疡患者治疗疗效对比（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Ｈｐ根除率（％）

试验组 ６０ ３３ １８ ６ ３ ９５ ９３
对照组 ６０ ２４ ２３ ７ ６ ９０ ７８

　　治疗前后对２组症状指标进行统计，与治疗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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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试验组还是对照组症状的评分均显著降低，在

疼痛和反酸两个指标上面试验组要优于对照组。见表

３。
表１　２组胃溃疡患者治疗前后症状指标的改善情况（ｎｉ＝６０）

组别 时间 疼痛 烧灼感 反酸 恶心呕吐 嗳气 腹胀

试验组 治疗前 １２３ １６９ ９５ １１２ １４１ １１５
治疗后 １６ ２０ ３ ２７ ３３ ９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１５ １７１ １０１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０５
治疗后 ３３ ２２ １７ ２１ １６ １０

３　讨　论
　　消化性溃疡主要指发生在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溃
疡，即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因两者的流行病学、临

床表现和药物治疗反应有相似之处，所以习惯上还是

把它们归并在一起。消化性溃疡临床上常表现为慢

性、周期性、节律性中上腹部疼痛，胃溃疡常在剑突下

或偏左，进餐后１～２ｈ发作，持续１～２ｈ胃排后缓解；
十二指肠溃疡多在剑突下偏右，多于空腹时发生，进食

后缓解，发作与季节有关。疼痛性质可呈钝痛、灼痛或

饥饿样痛。特殊类型溃疡如幽门管、球后、胃底贲门

区、巨大溃疡及多发性溃疡、复合性溃疡或有并发症

时，腹痛可不典型，可有剧烈腹痛或夜间痛。现在医学

界认为其具体的发病机理与导致溃疡的攻击因子和黏

膜的防御因子失去平衡有关［１］。攻击因子包括胃酸、

胃蛋白酶、反流的胆汁等；防御因子包括粘液屏障、黏

膜修复功能等。其发病因素主要跟以下几种有关：①
行为因素，如吸烟、饮酒；②饮食习惯，如暴饮暴食、辛
辣等；③精神因素，如紧张、焦虑；④Ｈｐ感染；⑤非甾体
抗炎药［５］。

在药物治疗中除了根除幽门螺杆菌，抗酸药物和

抑酸药物的应用是治疗的方向。抗酸药物虽然起效迅

速，但持续时间短，且只能将胃内 ｐＨ值提升到 ３左
右，达不到溃疡愈合或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最佳 ｐＨ值，
因此常常用来作为迅速缓解症状和提高溃疡愈合质量

的组方之一［６］。而抑酸药物能从根本上抑制胃酸分

泌，而且效果稳定，作用持久，不仅能够较快地促进溃

疡愈合，还能抑制幽门螺杆菌，防止溃疡复发，所以抑

酸药物的应用在溃疡的治疗过程中必不可少而且也越

来越受到重视。

在我们的研究中，对于胃溃疡病治疗效果，拉呋替

丁优于兰索拉唑。兰索拉唑是一种传统的质子泵抑制

剂，它能够通过抑制胃黏膜内微粒体的ＨＫＡＴＰａｓｅ的
活性，该药可渗透到胃黏膜壁细胞的酸分泌细管，在酸

性条件下转变为活性体结构，这种活性物质与质子泵

的ＳＨ基结合，从而抑制胃酸的分泌。兰索拉唑对胃
黏膜壁细胞由组胺、乙酰胆碱和胃泌素的刺激所产生

的酸分泌，皆具有抑制作用，是常用的一种抑酸剂。

拉呋替丁是一种新一代长效非竞争性组胺 Ｈ２受
体拮抗药物，能持续地抑制胃酸、胃蛋白酶的基础分

泌、夜间分泌及四肽胃泌素等刺激因子引起的胃酸分

泌；对胃酸的抑制作用强且疗效持久，作用时间长；其

作用强度是西咪替丁的８５．５倍，是雷尼替丁的１０倍，
是法莫替丁的２倍。同时，拉呋替丁还有很强的黏膜

保护作用，其在低于抗胃酸分泌剂量下就可产生抗溃

疡活性，而以往的西咪替丁、雷尼替丁、法莫替丁等都

只能在高于抗胃酸分泌剂量下才能产生抗溃疡活性。

在动物实验中，拉呋替丁可使胃黏膜损伤加速愈合，包

括恢复变薄的胃黏膜厚度，减少壁细胞数量等，而兰索

拉唑等质子泵抑制剂也无研究表明对胃黏膜具有修复

作用［７］。实验研究还证明：拉呋替丁不仅能抑制胃酸

的分泌，还有增强人体胃黏膜的粘液屏障作用，抑制胃

黏膜的炎性细胞浸润［８］。同时，他同抗菌药物联合使

用，能高效抑制幽门螺杆菌，提高幽门螺杆菌的根除

率，防止溃疡复发。综上所述，拉呋替丁符合良好的溃

疡治疗方案对药物保护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和根除

幽门螺杆菌的３点要求［９１０］。本文结果显示，拉呋替

丁组胃镜下治疗有效率优于兰索拉唑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拉呋替丁组幽门螺杆菌根除
率根除率９３％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７８％（Ｐ＜０．０５）。
研究结果表明，拉呋替丁治疗胃溃疡能取得较好的效

果，治疗４周后总有效率达到９０％以上，与质子泵抑
制剂兰索拉唑组相当，临床症状也得到了有效迅速的

缓解。痊愈率方面，试验组则要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

拉夫替丁能够更好地促进溃疡愈合质量的提高。

总之，拉呋替丁作为新一代 Ｈ２受体拮抗剂，治疗
胃溃疡总体疗效方面与质子泵抑制剂兰索拉唑无显著

差异，在痊愈率方面则要明显高于兰索拉唑，且能迅速

有效地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根除，防止溃疡复发，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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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原发性肝癌合并骨转移４５例临床分析
应希慧，纪建松，涂建飞，张登科

摘要：目的　探讨原发性肝癌合并骨转移的诊断方法的综合运用和骨转移综合治疗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性分析４５例肝癌骨转移的诊治方法及疗效。结果　将ＥＣＴ、ＭＲＩ、ＣＴ多种检查联合应用全部患者骨转移得
到确诊。采用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ｃｈｅｍｏ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ＣＥ）、骨转移灶供血动脉灌注及
栓塞、双磷酸盐类药物及止痛等综合治疗后，患者疼痛均不同程度缓解，１年生存率５５．６％（２５／４５），２年生存率
２８．９％（１３／４５），３年生存率１３．３％（６／４５），中位生存期１３．４个月。结论　肝癌合并骨转移采用多种检查手段可
以提高诊断阳性率，介入、药物等综合治疗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骨转移瘤；诊断；综合治疗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４６０２

　　原发性肝癌在中国的年发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分
别为中国恶性肿瘤的第二、三位，其骨转移平均发生率

为８％［１３］，易于误诊和漏诊，治疗不及时，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显著缩短生存期，目前骨转移诊断率偏

低，与检查手段联合应用不足有关。单一治疗手段治

疗肝癌骨转移效果较差，尚需要探讨该病的综合治疗

策略。本文对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我院原发性肝癌合并
骨转移的４５例患者的资料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
５０６例原发性肝癌患者，４５例发生骨转移。其中男性
４３例，女性２例，年龄２８～７６岁，中位年龄４７岁。４５
例全部经过肝穿刺或手术病理证实，４３例为肝细胞肝
癌，２例为胆管细胞癌。４５例骨转移患者中５例表现
为颈肩部疼痛，４例为胸痛，２例表现为局部肿块，２例
表现为四肢疼痛，１例表现为肱骨骨折，３１例无明显症
状，所有骨转移均经 ＣＴ、ＥＣＴ、ＭＲＩ、Ｘ线平片、临床体
征综合分析后确定，其中１处转移有１０例，余３５例骨
转移灶为２处或２处以上，最多６处。椎骨３４处（颈
椎１２处，胸椎９处，腰椎１３处），肋骨１５处，四肢长骨
７处，颅骨１处，盆骨１处，尾骶骨１处，锁骨１处。４５
例患者经随访，４１例死亡，４例尚生存。
１２　治疗方法　肝癌原发灶行 ＴＡＣＥ治疗４５例，采
用改良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法经股动脉穿刺插管，首先选择腹腔
动脉和肠系膜上动脉造影，了解肿瘤血供情况。随后

常规采用微导管超选到肿瘤供血动脉。化疗药物一般

为氟尿嘧啶类、铂类、阿霉素类、丝裂霉素（ＭＭＣ）等，
选择其中２～３种药物灌注化疗；肝脏病灶栓塞剂以超
液化碘油为主，血供丰富者联合明胶海绵颗粒或者条

栓塞。骨转移灶４５例全部进行动脉插管灌注，其中
３０例以微导管插至肿瘤供血动脉进行栓塞，栓塞剂多
采用３５０～５６０μｍ的明胶海绵颗粒（杭州艾利康公
司）或者明胶海绵条。本组４５例共行１１０例次治疗，
其中１０例１次，１２例２次，２０例３次，４例４次。双磷

作者单位：３２３０００浙江省丽水市，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丽水市中心医院）介入科

通讯作者：纪建松，Ｅｍａｉｌ：ｊｊｓｔｃｔｙ＠ｓｉｎａ．ｃｏｍ

酸盐使用静脉注射唑来膦酸４ｍｇ（不小于１５ｍｉｎ），每
４周重复一次，至少６个月。
１３　疗效评价
１３１　疼痛治疗效果评定标准　采用国际上通用的
数字评估法（ＮＲＳ）结合主诉法（ＶＲＳ）评定治疗前和治
疗中每天的疼痛程度，分为无痛、轻度疼痛、中度疼痛、

重度疼痛４级。完全缓解（ＣＲ）：治疗后完全无痛；部
分缓解（ＰＲ）：治疗后疼痛较前明显减轻，睡眠基本不
受影响，能正常生活；轻度缓解（ＭＲ）：疼痛较前减轻，
但仍明显，睡眠受干扰；无效（ＮＲ）：与治疗前相比，疼
痛无减轻。ＣＲ＋ＰＲ为有效，ＣＲ＋ＰＲ＋ＭＲ为临床获
益。

１３２　生存指标　采用１～３年生存率和中位生存
期。

２　结　果
２１　骨转移的诊断情况　全组４５例均行 ＥＣＴ检查，
骨转移经ＥＣＴ诊断１８例，经 ＥＣＴ＋ＣＴ诊断１１例，经
ＥＣＴ＋ＭＲＩ诊断１６例。
２２　治疗结果　４５例患者骨转移灶经动脉栓塞、双
磷酸盐类药物后疼痛均不同程度缓解。疼痛治疗效

果：４５例骨痛患者经治疗后，ＣＲ１２例（２６．６％），ＰＲ
２７例（６０％），ＭＲ４例（８．９％），ＮＲ２例（４．４％），治疗
有效率为８６．６％，临床获益率为９５．５％。生存获益情
况：１年生存率 ５５．６％（２５／４５），２年生存率 ２８．９％
（１３／４５），３年生存率１３．３％（６／４５），中位生存期１３．４
个月。毒副反应：发生栓塞部位酸胀、轻度疼痛１８例，
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７例，应用双磷酸盐后发热２
例、关节痛１例、肌肉痛１例、疲倦２例，对症处理后一
周内均缓解。

３　讨　论
３１　原发性肝癌骨转移的诊断　本组患者骨转移灶
呈多发性分布者占 ７７．８％，呈单发性分布者占
２２．２％。转移灶分布以脊柱为主，占 ５３％，其中以胸
椎最多，占脊柱病灶的 ７５％。与文献报道相似［４５］。

本组６８．９％骨转移患者并无症状，１１．１％患者以颈肩
部疼痛为首发症状，单纯靠症状学诊断肝癌骨转移，漏

诊误诊率较高［６］。而确定患者有无骨转移对肝癌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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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治疗计划的制定及对生存时间的评估有重要参

考意义。诊断骨转移常采用 ＥＣＴ、ＭＲＩ、ＣＴ等方法。
核素骨显像是基于转移灶局部血流及代谢改变，导致

局部放射性异常浓聚，能提早发现转移灶，对于筛查全

身是否存在骨转移价值较大，ＥＣＴ检查存在假阳性和
假阴性，尤其是单发转移，需注意询问病史，我们在日

常工作中发现单发浓聚很多是陈旧性骨损伤；同时对

于一些隐匿部位如骶椎等位置，ＥＣＴ检查容易漏诊。
ＣＴ检查能弥补ＥＣＴ诊断非多发骨转移的不足。尤其
对于肋骨转移，ＣＴ骨窗扫描有一定优势。ＣＴ较 Ｘ线
检查能提早发现骨质破坏，但难以发现跳跃性椎体转

移灶及骨髓内病灶。ＭＲＩ检查可以把椎体转移与结核
性冷脓肿、严重骨质疏松鉴别开来，与 ＥＣＴ结合起来，
可以大大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本组患者中，联合运用

上述检查手段，全部患者可以得到及时确诊。因此，对

于考虑肝癌骨转移病例我们推荐首先 ＥＣＴ扫描进行
初筛，然后根据浓聚多寡和部位，决定是否联合 ＣＴ或
者ＭＲＩ，多数骨转移患者可以得到确诊。当然，在临床
工作中更应注意病史的询问，如本组 １例患者在行
ＴＡＣＥ前１天突发下肢瘫痪，随后影像学证实存在腰
椎转移，我们总结认为日常工作中缺少了相关病史的

询问。面对肝癌，要考虑到发生骨转移的潜在可能，尤

其应注意是否存在各部位疼痛症状。

３２　肝癌骨转移的治疗　疼痛是骨转移瘤的主要症
状，肝癌骨转移治疗目的是为了使患者舒适无痛苦，提

高生活质量，并延长其生存时间。在本组患者中我们

采用了多种治疗手段。①肿瘤原发灶治疗：积极治疗
肿瘤原发病灶，行 ＴＡＣＥ术、射频消融术等治疗。４５
例患者中我们对于原发灶与转移灶均同时介入治疗。

这样化疗药物总剂量不增加，既可提高转移灶与原发

灶药物浓度，又减少全身毒副反应，可以达到预防再复

发与再转移的目的，显著改善了肝癌骨转移患者的生

存质量。②骨转移灶介入治疗：治疗的主要方法是肿
瘤靶血管超选择灌注化疗和栓塞术，局部灌注药物浓

度高，延长药物与病变接触时间和保持肿瘤区的有效

药物浓度，可明显增加疗效和降低全身毒性反应。大

部分骨转移瘤血供丰富，在此基础上给予栓塞治疗，可

使肿瘤缺血坏死，局部止痛及治疗的效果明显。我们

进行了４５例骨转移瘤的介入治疗的体会是不同转移
部位宜采用不同的介入治疗方法：椎体骨转移癌采用

肿瘤动脉内灌注化疗，血供丰富着微导管超选栓塞；骨

盆与四肢骨转移癌采用肿瘤动脉内灌注化疗并栓塞治

疗方法。介入治疗的严重并发症是异位栓塞。我们本

组患者中未观察到异位栓塞的发生。主要体会是操作

尽可能超选择性插入供血动脉内，栓塞过程中注意速

度、流量等事项，遵循上述原则有效避免了并发症的发

生。与国外研究的结论相似：精确选择骨转移瘤的靶

血管对于成功操作至关重要［７］。其次的反应主要是化

疗药物对肋间动脉、腰动脉的刺激，可能导致局部皮肤

反应，一般不需特殊处理。还有就是局部栓塞后肿胀

导致的疼痛，常规退肿、止痛处理均能改善症状。③双
磷酸盐药物的临床应用：帕米磷酸二钠、唑来膦酸等能

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并诱导破骨细胞凋亡，抑制破骨

细胞及肿瘤细胞释放疼痛物质，显著降低了骨相关事

件的发生。临床实验中显示二磷酸盐能抑制肿瘤细胞

生长、播散［８］，同时联合索拉非尼、吉非替尼等分子靶

向药物在实验小鼠模型中有协同抗肿瘤作用［９１０］。我

们采用了第三代二磷酸盐药物———唑来膦酸，已被美

国临床肿瘤协会推荐为骨转移性肿瘤的一线用药。双

磷酸盐耐受性好，我们观察到的副作用包括流感样症

状，例如：发热、关节痛、肌肉痛和疲倦。不过这些表现

都比较温和，且有自限性。尚未观察到下颌骨坏死等

严重不良反应。④止痛治疗：镇痛药仍是骨转移治疗
的关键和基础性用药，口服、按时、三阶梯、个体化给药

是达到良好止痛效果的关键。我们体会是：有效的镇

痛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患者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提高了其对治疗的依从性。总之对肝

癌原发灶的积极干预的同时对骨转移灶采取介入、药

物等联合治疗，取得３年生存率１３．３％，中位生存期
１３．４个月的较理想效果。高于文献报道的中位生存
期４．５个月。

本研究结果表明，根据肝癌骨转移发生的多寡和

部位，ＥＣＴ、ＣＴ、ＭＲＩ联合运用，可以提高诊断阳性率。
而采取介入和药物的综合治疗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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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三氧化二砷联合维甲酸治疗初诊 ＡＰＬ的疗效分析
刘传才

摘要：目的　分析三氧化二砷（Ａｓ２Ｏ３）联合全反式维甲酸（ＡＴＲＡ）治疗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ＡＰＬ）的临
床效果。方法　将７０例初诊 ＡＰＬ患者随机分为２组，对照组（ｎ＝３５）单用 ＡＴＲＡ治疗，观察组（ｎ＝３５）给予
Ａｓ２Ｏ３联合ＡＴＲＡ治疗，随访１年，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完全缓解（ＣＲ）率、缓解时间、复发率、生存率及毒副作用。
结果　观察组患者早期病死率（１１．４％）和达到ＣＲ时间（２５．４±４．４）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８．６％，（３８．７±６．２）
ｄ］，而ＣＲ率（８８．６％）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１．４％）（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复发率（６．５％）明显低于对照组
（３２．０％），总生存率（９３．５％）明显高于对照组（６８．０％）（Ｐ＜０．０１）；观察组毒副反应发生率（５４．３％）与对照组
（５１．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Ａｓ２Ｏ３联合ＡＴＲＡ较单用ＡＴＲＡ具有ＣＲ率高，达到ＣＲ时
间缩短，复发率低，生存率提高，毒副作用无明显增加等治疗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三氧化二砷；全反式维甲酸；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３．７１　Ｒ７３０．５３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４８０２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ＡＰＬ）是一种急性白血病
亚型，经积极治疗可取得较好的预后，完全缓解（ＣＲ）
后患者存活率可明显升高［１２］。本病起病急骤，病情极

为凶险，较多患者在 ＣＲ前期即因出血等严重并发症
而导致死亡。临床研究全反式维甲酸（ＡＴＲＡ）和三氧
化二砷（Ａｓ２Ｏ３）用于诱导治疗 ＡＰＬ，ＣＲ率高达８５％～
９０％［３］，也有报告 ＡＴＲＡ联合 Ａｓ２Ｏ３对耐砷剂的 ＮＢ４
细胞有促进凋亡和分化的药理效应作用，对 ＡＴＲＡ耐
药患者的治疗效果也明显优于ＡＴＲＡ或Ａｓ２Ｏ３的单一
治疗效果［４５］。因此本研究拟分析 Ａｓ２Ｏ３联合 ＡＴＲＡ
治疗初诊ＡＰＬ的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７０例初诊ＡＰＬ患者均为本院血液科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５月期间住院治疗患者，均符合
相关诊断标准［６］。上述患者按数字随机法分为２组，
对照组（ｎ＝３５）男性 ２２例，女性 １３例，平均年龄为
（３４．４±５．５）岁，ＷＢＣ为（２．８７±１．４３）×１０９／Ｌ；观察
组（ｎ＝３５）男性 ２０例，女性 １５例，平均年龄为
（３３．５±４．８）岁，ＷＢＣ为（２．８７±１．４３）×１０９／Ｌ。２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及血常规指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密切监测生命体征
变化，及时检测肝肾功能、血常规、凝血全套、心电图等

指标，根据检查结果积极对症支持治疗，必要时可补充

血浆、血小板等血制品，如伴随有感染现象者则予以抗

生素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者每日仅口服 ２５
ｍｇ／ｍ２剂量的ＡＴＲＡ，一直到 ＣＲ为止；观察组除服用
相同剂量 ＡＴＲＡ外，０．１６ｍｇ／ｋｇ剂量的 Ａｓ２Ｏ３溶于
５％葡萄糖溶液５００ｍｌ每日静脉滴注，两种药物联合
治疗直至ＣＲ。
　　ＣＲ后治疗方法：ＡＰＬ患者达到 ＣＲ后，即给予４５
ｍｇ／ｍ２剂量的柔红霉素连续治疗３ｄ或１０ｍｇ／ｍ２剂
量的去甲氧柔红霉素连续治疗３ｄ；１００ｍｇ／ｍ２剂量的
阿糖胞苷连续治疗１周巩固４个疗程；最后ＡＴＲＡ＋甲

作者单位：４３６０００湖北省鄂州市中心医院血液内科

氨喋呤（ＭＴＸ）、六巯基嘌呤（６ＭＰ）予以维持治疗。２
组治疗结束１个月后根据相关标准评估治疗效果［４］，

所有患者均随访１年时间。
１３　不良反应观察　根据 ＷＨＯ标准对治疗期间患
者出现的不良反应予以评估，治疗过程中 ＷＢＣ＞１０×
１０９／Ｌ即为白细胞增高；治疗后２０ｄ内出现死亡则为
早期死亡，同时密切观察是否有头痛、骨及四肢关节

痛、黏膜组织干燥、溃疡出血、水肿和维甲酸综合征等

异常表现出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实验
数据予以分析和处理，初诊时２组患者的白细胞水平、
血小板计数、年龄、达到ＣＲ时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２组
早期病死率、ＣＲ率、复发率、总生存率和不良反应发生
率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　果
２１　２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早期病死率
（１１．４％）和达到ＣＲ时间（２５．４±４．４）ｄ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２８．６％，（３８．７±６．２）ｄ］，而 ＣＲ率（８８．６％）
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１．４％）（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２组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早期死亡（％） ＣＲ（％） 达到ＣＲ时间（ｄ）

观察组 ３５ ４（１１．４）ａ ３１（８８．６）ａ ２５．４±４．４ａ

对照组 ３５ １０（２８．６） ２５（７１．４） ３８．７±６．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

２２　２组复发率及总生存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复发
率（６．５％）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２．０％），总生存率
（９３．５％）明显高于对照组（６８．０％）（Ｐ＜０．０１），见表
２。

表２　２组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
复发率及总生存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复发率（ｎ，％） 总生存率（％）

观察组 ３１ ６．５（２／３１）ａ ９３．５ａ

对照组 ２５ ３２．０（８／２５） ６８．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ａＰ＜０．０１。

２３　２组毒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治疗期间共出现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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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功能异常，５例头痛，３例发热，２例呼吸困难和胸
闷不适，毒副反应发生率为５４．３％（１９／３５）；对照组治
疗期间共出现６例肝功能异常，４例头痛，２例发热，２
例口干，２例全身关节肌肉酸痛和２例呼吸困难，毒副
反应发生率为５１．４％（１８／３５），经对症支持治疗均有
所好转。２组毒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ＡＴＲＡ治疗ＡＰＬ的作用机制主要是该药物可导致
ＰＭＬ／ＲＡＲａ融合蛋白出现降解，与其他类型的细胞毒
性药物相比较，其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凝血功能障碍而

不会对骨髓产生抑制作用，但 ＡＴＲＡ在治疗过程中可
诱发药物相关综合症导致死亡，此外单用 ＡＴＲＡ进行
维持治疗过程中白血病的复发率高［５］。Ａｓ２Ｏ３则对
ＰＭＬ／ＲＡＲａ融合蛋白的表达水平进行调节，进而消除
ＰＭＬ／ＲＡＲａ抑制细胞凋亡的生理学作用，使得细胞顺
利进入程序化死亡过程。Ａｓ２Ｏ３的药理学作用具有多
向性特点，还可对机体内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予以调

节，进而起到阻断血管形成过程，抑制白血病细胞异常

增生等药理学作用。有临床研究证实，Ａｓ２Ｏ３不仅可
诱导初治ＡＰＬ患者尽快达到 ＣＲ，还可使那些经细胞
毒性药物、ＡＴＲＡ等治疗后出现复发的 ＡＰＬ患者再获
得ＣＲ。近些年较多研究认为 ＡＰＬ临床治疗应转向诱
导完全缓解后进行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复发率和提高

生存率［６］。国内临床上则主张 ＡＴＲＡ、Ａｓ２Ｏ３、其它细
胞毒性药物等联合应用于巩固维持治疗［７］。Ａｓ２Ｏ３联
合ＡＴＲＡ较ＡＴＲＡ单独用药具有更强的诱导细胞分
化、凋亡的生理学功能作用［８］。在 Ａｓ２Ｏ３联合 ＡＴＲＡ
对ＡＰＬ细胞系的相关实验研究中可以发现，药物联合
应用具有协同促进细胞分化的作用，Ａｓ２Ｏ３与 ＡＴＲＡ
耐药细胞之间不存在交叉耐药性，且还可促进两者间

的敏感程度。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早期病死

率和达到ＣＲ时间、复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 ＣＲ

率和总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推测原因可能是两药

物联合应用可迅速降低早幼粒细胞的数量，明显缓解

炎症反应程度和改善凝血功能障碍［９］。ＡＴＲＡ的主要
毒副反应为肝功能损害和黏膜组织干燥，Ａｓ２Ｏ３毒副
反应则主要为肝脏严重受损。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毒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Ａｓ２Ｏ３联合ＡＴＲＡ较单用ＡＴＲＡ具有ＣＲ率
高，达到ＣＲ时间缩短，复发率低，生存率提高，毒副作
用无明显增加等治疗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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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方法是缩宫素的应用

#

按摩子宫及米索前列醇的

应用，近几年，欣母沛
#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及子宫动脉介入
栓塞术在临床应用，提供治疗产后出血的新方法［８］。

⑥提高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和业务技能，本组资料中１
例子宫内翻及１例子宫下段切口感染就是教训，属医
源性可避免子宫切除。为此，要提高产科医生手术质

量和助产人员的阴道助产技巧。⑦加强产后监测，及
时发现产后病理性出血，并尽早处理，阻断病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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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方体定向吸引术治疗高血压小脑出血３２例疗效观察
靳瑜，孙树杰，李贯清

摘要：目的　通过对方体定向吸引术治疗高血压小脑出血效果的评价，提高对方体定向吸引术的认识。方法　
对神经内科自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２月应用方体定向吸引术治疗高血压小脑出血３２例的经过及治疗效果进行
回顾性分析总结。结果　依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３２例高血压小脑出血的患者中，基本痊
愈６例，显著进步１２例，进步７例，无效或恶化５例，死亡１例，自动出院１例按死亡病计算；总有效率（基本痊
愈、显著进步、进步）７８．１２％。按照日常生活能力（ＡＤＬ）分级，患者出院３个月 ＡＤＬ分级，ＡＤＬⅠ级６例，ＡＤＬ
Ⅱ级９例；ＡＤＬⅢ级８例；ＡＤＬⅣ级３例；ＡＤＬⅤ级４例，死亡２例。Ⅰ～Ⅲ级为愈后优良组，优良率为７１．８７％。
结论　方体定向吸引术创伤小，操作简单，拓宽了手术适应证，明显提高了治愈率，是一种治疗高血压小脑出血疗
效可靠的手术方法。

关键词：高血压；小脑出血；方体定向吸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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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小脑出血占脑出血的５％ ～１０％，多见于
年龄＞６０岁的高血压患者，小脑齿状核动脉或静脉破
裂为常见出血原因。其病情凶险，易引起梗阻性脑积

水，脑干受压，乃至直接形成枕骨大孔疝而致患者死

亡，病死率达２０．０％ ～４１．７％［１２］。目前随着神经影

像学的进展，可以通过影像学引导进行手术治疗，从而

取得比较好的效果［３］。而方体定向血肿吸引术，即方

体定向穿刺，软管抽吸血肿，术后血肿腔内注入尿激酶

引流的一种简易立体定向术［４］，是治疗脑出血的有效

方法。我们科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１３年２月应用方体
定向吸引术治疗高血压小脑出血 ３２例，取得满意疗
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３２例患者，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２
例，年龄４３～７８岁，平均６０．６岁，有长期高血压病史
者３０例，已知高血压未服药者８例，不规则服药者２２
例，有２例平时无高血压症状入院后确诊为高血压病。
患者入院时收缩压≥１８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２２例，收缩压在 １６０～１７９ｍｍＨｇ６例，收缩压
１４０～１５９ｍｍＨｇ４例。其中６例有不同程度的冠心病
病史，７例有糖尿病病史，２例有脑卒中病史，５例有心
肺功能不全病史。在活动或激动状态下发病的２６例，
在安静状态下发病者 ６例。ＧＣＳ积分 １３～１５分 １４
例，１０～１２分１０例，６～９分６例，３～５分２例。入院
时诉眩晕２３例，头痛２１例（以后枕部为主），呕吐２２
例；伴共济失调２３例，眼震１２例，巴氏征阳性１０例；
意识清楚９例，嗜睡１４例，昏睡５例，浅昏迷２例，中
度昏迷２例。
１２　诊疗方法
１２１　影像学检查　入院时头颅 ＣＴ检查提示：小脑
半球出血２６例，小脑蚓部出血４例，半球和蚓部混合

作者单位：２３６８００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靳
瑜，李贯清）；１１６０２３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急诊科（孙树杰）

通讯作者：靳瑜，Ｅｍａｉｌ：２４４４２１８９７３＠ｑｑ．ｃｏｍ

性出血２例；其中血肿破入三、四脑室１２例，波及侧脑
室４例，合并梗阻性脑积水 ２０例，单侧脑室扩大 １４
例，双侧脑室扩大６例。血肿量按多田公式计算，１０～
３０ｍｌ，平均２０．２ｍｌ。
１２２　方体定向吸引术方法
１２２１　脑室外引流术　患者经头颅ＣＴ确诊为小脑
出血，备皮，取平卧位。确定脑室穿刺点，用龙胆紫标

示；软导管选取１２Ｆ３孔（大连七颗星提供，以下同）；
常规消毒，铺巾，用２％利多卡因局麻，切开头皮约 ５
ｍｍ，用凹骨钻分离皮下组织及帽状腱等，待有落空感
时取出颅骨钻，用凹骨钻取出骨屑，放入锁骨器固定，

置入软导管约６ｃｍ，敷料包扎固定，外接引流袋，使引
流袋固定高于头部位置１０～２０ｃｍ。
１２２２　小脑血肿微创穿刺术　手术方法：在基础＋
局部麻醉下，采取方体定向吸引及颅脑引流术，方体定

位方法依据文献［５］。术前 ＣＴ定位，准确测量患者头
部ＣＴ片上提供的脑内血肿三维数据，并计算出血肿
面积、血肿立体形态图，确定中心穿刺靶点及入颅路

径，将上述三维数据以坐标形式标记在患者头部，定向

脑内置软管（直径４～５ｍｍ）至靶点，进行缓慢抽吸血
肿，排出血肿３０％～８０％为宜。留置该管作为术后脑
内血肿引流管。术后脑内再出血是微创手术常见并发

症，因此术中应注意［６］：①准确确定血肿立体位置形态
图，认真执行三维立体定位标准，提高手术血肿靶点及

入颅径路操作准确性。②术中抽吸动作过程要求缓
慢、间断，排血不易损伤脑组织，血肿排空量以３０％ ～
８０％为宜，不要求一次性彻底清除血肿，达到降颅压、
减轻血肿对脑组织继发性损伤的目的；术后血肿腔内

可用相当于排出血量１／２的生理盐水充填，防止血肿
腔压力过低。③有效控制血压，围手术期维持收缩压
１３０～１６０ｍｍＨｇ为宜。可适当给予镇静剂，确保呼吸
道通畅，以利于血压稳定，要重视基础疾病如冠心病、

糖尿病、肺肝肾功能不全等的治疗和褥疮的预防。

１２２３　腰穿及时机的选择　患者合并脑室积血于
术后３ｄ，复查头颅ＣＴ如果四脑室通畅，则行腰穿，每
日１次每次放液２０～３０ｍｌ，放液后注入等量生理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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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直到脑脊液变清为止。每次腰穿放液前先观察脑

室引流管液平面，以脑室压力为 １０ｃｍ Ｈ２Ｏ（１
ｃｍＨ２Ｏ＝０．０９８ｋＰａ）为宜。
１２２４　拔管时机　复查头颅ＣＴ如小脑血肿基本吸
收，可拔除小脑软导管；如四脑室显影，形态基本正常，

脑室内高密度影消失，在２４～４８ｈ内逐渐提高外接颅
脑引流袋到头水平位 ２０～３０ｃｍ，如患者无头痛、头
晕、神志异常，则关闭２４～４８ｈ，复查头颅 ＣＴ，如无脑
室扩大，即可拔除脑室引流管。

１３　疗效判定　依据中华医学会全国第４届脑血管
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

准：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９１％ ～１００％，病残程度为０级
为基本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４６％ ～９０％，病残程
度为１～３级为显著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１８％ ～
４５％为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１７％左右为无变化；
治疗后功能缺损评分超过治疗前为恶化。按照日常生

活能力（ａｃｔｉｖｉｔ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ＡＤＬ）分级：ＡＤＬⅠ：社
会能力活动正常；ＡＤＬⅡ：有自理社会能力；ＡＤＬⅢ：
家庭生活需他人帮助；ＡＤＬⅣ：意识清楚，卧床；ＡＤＬ
Ⅴ：植物生存。

２　结　果
　　本组患者基本痊愈６例，显著进步１２例，进步７
例，无效或恶化５例，死亡１例，自动出院１例按死亡
病例算；总有效率（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

７８．１２％。患者出院３个月ＡＤＬ分级：ＡＤＬⅠ级６例，
ＡＤＬⅡ级９例，ＡＤＬⅢ级８例，ＡＤＬⅣ级 ３例，ＡＤＬ
Ⅴ级４例，死亡２例。Ⅰ～Ⅲ级为愈后优良组，优良率
为７１．８７％。

３　讨　论
　　因后颅凹容积较小，故小脑出血容易引起颅内压
力迅速升高和梗阻性脑积水，极易引发枕骨大孔疝导

致患者死亡。本组中１例死于枕骨大孔疝，１例手术
后患者神智昏迷而放弃治疗，可看出小脑出血临床表

现复杂。小脑出血不仅有小脑本身受损的症状、体征，

如早期可有眩晕、枕颈部疼痛、呕吐、复视及共济失调，

而且随着血肿压迫及梗阻性脑积水逐渐加重，可引起

脑干直接受压，意识障碍逐渐加重，甚至昏迷，呼吸衰

竭而死亡。

小脑出血不能仅以血肿量作为手术指征的唯一评

判标准，还应综合考虑血肿部位、患者神志、是否有梗

阻性脑积水、四脑室或基底池有无受压变形、患者一般

状况等，决定是否手术治疗［７］。一旦小脑出血的血肿

直经大于３．０ｃｍ，小脑半球血肿大于１５ｍｌ，蚓部出血
量大于１０ｍｌ，环池、四叠体池或四脑室受压或消失，血
肿破入四脑室，出现急性梗阻性脑积水，神志不清呈嗜

睡状态，烦躁或昏迷，具有上述指证之一者均应手术治

疗［８］。开颅手术因时间长、创伤大、危险性高、术后并

发症多以及老年人耐受性差而使家属难以接受，且血

肿形态不规则的患者更易发生术后继发性出血事

件［９］。高血压性小脑出血，掌握好手术适应症，确定适

当的手术时机，采用血肿清除术，以及术后积极的综合

治疗，能取得良好疗效［１０］。应用方体定向血肿吸引术

治疗高血压小脑脑出血，依据头颅 ＣＴ片简易定位法，
经过短时间手术准备３０ｍｉｎ内即可完成穿刺、抽吸血
肿及适当冲洗，患者创伤小，痛苦轻，及时抽吸血肿降

低颅内压，减少脱水药物用量，避免大剂量脱水治疗导

致的肾功能损害，可以起到挽救患者生命的关键作用。

总之，方体定向吸引术是目前治疗高血压小脑出

血的有效方法，具有损伤小、术后患者恢复快、效果好

等优点，值得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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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牵引方法在治疗颈椎病中的疗效观察
李大成，柯于华，刘均雨

摘要：目的　探讨牵引方法在治疗各型颈椎病中的应用疗效。方法　将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月期间治疗的
颈椎病患者中随机分为２组，Ａ组１００例，主要治疗方法为：颈椎理疗、中草药熏蒸、颈项部推拿等；Ｂ组１００例，主
要治疗方法为：颈椎理疗、中草药熏蒸、颈项部推拿、颈椎牵引等。采用的颈椎牵引方法主要有：①坐位枕颌带悬
吊牵引，根据颈椎的弧度可前倾５°～１０°或后仰５°；②采用国营青岛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生产的 ＪＱＲＩＱ脊柱牵引
机俯卧位水平牵引，牵引角度可前倾５°或后仰５°，牵引过程中可加用旋转复位。治疗后随访观察一年半时间，通
过２组治疗的有效率、治疗病程的长短、治疗前后颈椎Ｘ线的变化、治疗后一年半时间内的复发率来观察颈椎牵
引在治疗颈椎病中的疗效。结果　Ａ组治愈７３例（占７３％），有效１５例（占１５％），好转９例（占９％），无效３例
（占３％），总有效率占８８％；平均疗程２１ｄ；治疗前后颈椎Ｘ线无明显变化；一年半后复发率为７５％。Ｂ组治愈
９２例（占９２％），有效７例（占７％），好转１例（占１％），总有效率占９９％；平均疗程１６ｄ；治疗前后颈椎 Ｘ线显
示，颈椎弧度、小关节紊乱明显改善；一年半后复发率为１０％。２组在治疗疗效上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牵引方法在治疗颈椎病过程中，能够明显改善颈椎结构，缩短疗程，减少复发率，疗效显著。
关键词：牵引方法；颈椎病；疗效观察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８１．５５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５２０２

　　颈椎病是骨伤科常发病、多发病，患病率为
３．８％～１７．５％［１］。劲椎病主要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

性改变，颈椎骨质增生以及颈部损伤等因素导致脊柱

内外平衡失调，刺激和压迫颈神经根、颈脊髓和颈部的

交感神经、椎动脉而引起的一组综合症［２］。主要包括

颈型、神经根型、脊髓型、椎动脉型、交感神经型和混合

型。治疗方法有手术、各种微创以及种各样的保守治

疗方法。在非手术疗法中，牵引方法在治疗各型颈椎

病中疗效显著。现就我院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６
月期间治疗本组颈椎病２００例的治疗情况及随访一年
半时间颈椎病复发的情况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第二颈椎
病专题座谈会纪要》对颈椎病的最新诊断标及对各型

颈椎病的诊断依据；②能够按照试验方案治疗的病例；
③年龄在４０～６５岁之间；④病程在１年以内。排除标
准：①年龄在４０岁以下，６５岁以上；②妊娠期妇女；③
合并有其他严重性疾病不能完成正常治疗者；④精神
病患者；⑤因各种原因导致脊髓前后受挤压严重性脊
髓型颈椎病；⑥因其他原因退出治疗的或者无法随访
的。

１２　临床资料　颈椎病 ２００例，其中 Ａ组：男性 ３７
例，女性６３例，年龄平均５０．２岁，病程平均１２５ｄ。以
颈型为主的１４例，以脊髓型为主的２例，以交感型为
主的７例，以神经根型为主的３４例，以椎动脉型为主
的２５例，混合型的１８例。Ｂ组：男性 ３９例，女性 ６１
例，年龄平均５１岁，病程平均１２６ｄ。以颈型为主的１２
例，以脊髓型为主的２例，以交感型为主的５例，以神
经根型为主的３４例，以椎动脉型为主的２７例，混合型
的２０例。Ａ、Ｂ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及颈椎病的类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１２安徽省蚌埠海校医院骨伤科
通讯作者：李大成，Ｅｍａｉｌ：５４００１２８７９＠ｑｑ．ｃｏｍ

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３　牵引方法　牵引方法主要有２种：①坐位枕颌悬
吊牵引，采取间歇性牵引，牵引２ｍｉｎ左右，休息１０ｓ
左右，牵引重量６～１２ｋｇ，可逐渐增加，牵引时间１５～
２０ｍｉｎ，一般每日１次；②俯卧位机器水平牵引，采用
国营青岛无线电专用设备厂生产的 ＪＱＲＩＱ脊柱牵引
机牵引，在用机器牵引时，牵引距离长短可根据患者颈

椎长度、年龄大小、颈椎的状况来设置，牵引采取间歇

性，牵引１～２ｍｉｎ，休息１０ｓ左右，牵引距离逐渐增加，
牵引时间为１５ｍｉｎ左右，在颈椎适当牵开同时，医者
一手固定患者头部，另一手固定主要病变处椎间隙的

椎旁，可进行左右旋转，可同时让助手握住同侧患者踝

关节和医者协同配合向后直线用力瞬间牵拉，２种方
法都可听到相应的椎间隙牵开的响声，一般是１周１～
２次。
１４　治疗方法　Ａ组患者主要采用理疗、中草药熏
蒸、颈肩部推拿等疗法，每项治疗３０ｍｉｎ，每天１次。Ｂ
组患者在理疗、中草药熏蒸、颈肩部推拿等疗法的基础

上加用颈椎牵引方法。颈型颈椎病主要是颈椎弧度变

直或反弓而导致颈肩肌肉痉挛僵硬，颈肩部炎症疼痛。

发病年龄相对较早。在急性炎症、疼痛期以颈椎理疗、

中草药熏蒸、颈项部推拿为主，７ｄ左右炎症、疼痛减轻
后再配合牵引疗法，牵引角度都采用后仰５°左右。神
经根型颈椎病主要是由颈椎间盘突出、椎体后缘增生

或颈椎不稳等因素造成神经根受压迫、刺激而产生颈

肩部、上肢疼痛、麻木等。在神经根急性水肿期不宜用

牵引治疗，等 １周左右时间，水肿减轻后采用牵引方
法，牵引角度一般采用前倾０°～５°。脊髓型颈椎病主
要是由颈椎间盘突出、椎体后缘增生、后纵韧带钙化或

黄韧带肥厚钙化，造成脊髓受压缺血而损伤。在炎症

水肿期严禁牵引，在缓解期可加用牵引法，牵引角度前

倾０°～５°，牵引过程中减少振动。椎动脉型颈椎病主
要是由于钩椎关节增生刺激或横突孔增生压迫椎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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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脑供血不足和自主神经症状，以阵发性头晕伴恶

心为主要症状，可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时间长会有

耳鸣［３］，在急性发作期禁用牵引。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是颈椎病变导致颈交感神经纤维受刺激而引起的一系

列交感神经兴奋（或抑制）的一组综合症［４］，此型颈椎

病以消除无菌性炎症，以牵引纠正病变处的结构而减

少交感神经刺激为主。

１５　疗效评价标准　治愈：症状完全消失，体征消失
或基本消失，功能恢复正常并能参加正常的劳动和工

作；有效：主要症状、体征基本消失，功能基本恢复正

常，恢复原工作，劳累后有轻度不适，但不影响日常工

作和生活；好转：主要症状减轻，体征有改变或改变不

明显，中等强度以上的劳动后，症状又加重；无效：症

状、体征治疗前后没有变化或者稍有减轻［５］。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学软件，采用
χ２检验和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Ａ组治愈７３例（占７３％），有效１５例（占１５％），
好转 ９例（占 ９％），无效 ３例（占 ３％），总有效率
８８％；平均疗程２１ｄ；治疗前后颈椎 Ｘ线无明显变化；
一年半后复发率为７５％。Ｂ组治愈９２例（占９２％），
有效 ７例（占 ７％），好转 １例（占 １％），总有效率
９９％；平均疗程１６ｄ；治疗前后颈椎 Ｘ线显示，颈椎弧
度、小关节紊乱明显改善；一年半后复发率为１０％。２
组在治疗的疗效、治疗的疗程、治疗前后 Ｘ线的变化、
治疗后的复发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２组颈椎病患者治疗前后Ｘ线检查情况对比（例）

组别
颈椎弧度变直

治疗前 治疗后

颈椎局部反弓

治疗前 治疗后

小关节紊乱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５３ ５１ １８ １８ ４８ ４１
Ｂ组 ６０ １１ ２１ ４ ５２ ２

３　讨　论
　　Ａ组的理疗、中草药熏蒸、推拿等主要是活血化
淤、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消除了局部无菌性炎症，但对

颈椎结构的改善和小关节的纠正影响不大，从而影响

了治疗效果。Ｂ组加用了牵引方法，在消除无菌性炎
症的基础上，改善了颈椎的结构，纠正了小关节的紊

乱，提高了治疗效果，同时也使颈椎结构处在一个相对

稳定的结构，减少了颈椎病复发的几率。颈椎牵引治

疗应采用间歇式，不能持续牵引，牵引过程中肌肉张弛

有度，劳逸结合，以免引起肌肉、韧带的疲劳和加重炎

症反应［６７］。牵引可以缓解垂直轴线上的压力，增大椎

间隙与椎间孔，减轻骨赘或突出椎间盘对神经根的压

迫、减少椎间盘内压力，同时可以改善颈椎的弧度，纠

正颈椎小关节紊乱［８］。在各型颈椎病中，如颈椎有侧

弯都可以采用俯卧位机器水平牵引法，牵引１５ｍｉｎ左
右，颈部肌肉、韧带松弛，旋转复位更有利于侧弯和小

关节紊乱的纠正。如颈椎弧度变直或局部反弓，采用

俯卧位机器水平牵引法，加后仰５°左右，可逐渐纠正
颈椎的弧度。

牵引方法在治疗颈椎病过程中，要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灵活应用。颈型颈椎病在急性期牵引会加重颈

部痉挛僵硬肌肉的损伤，加重炎症、疼痛。由于痉挛肌

肉的阻抗，骨性结构无法牵开而改变，在急性期一般不

强行牵引；等局部炎症减轻后，再采用牵引，用后仰角

度有利于颈椎弧度的纠正；俯卧位机器水平牵引法的

快速直线调整有利于病变处快速松解或椎间隙牵开而

恢复正常活动度；嘱患者配合适当的仰头运动和睡眠

采用低枕后仰的姿势，颈椎弧度会明显改善，颈椎相应

的结构会逐渐恢复正常。神经根型颈椎病在神经根水

肿期牵引，可能牵拉、刺激神经根，加重神经的损伤、加

重疼痛，同时患者因疼痛而造成肌肉紧张无法使颈部

骨性结构改变，待神经根水肿减轻后，采用俯卧位机器

水平牵引，同时可固定病变处的椎旁，采用直线方向振

动，这样更有利于神经根和周围压迫物分离和粘连的

松解［９］，与助手协同配合，不仅使病变处松解，同时由

于瞬间椎间隙牵开而产生负压有利于椎间盘的回纳；

后仰的角度会刺激神经根，用前倾的角度较好。脊髓

型颈椎病如脊髓前后受挤压，无漂移空间应建议患者

立即手术治疗；如有漂移的空间，在水肿期牵引易损伤

脊髓，加快脊髓变性而失去相应的功能［１０］；在缓解期

牵引时一定要减少振动，以免损伤脊髓。椎动脉型颈

椎病、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使用牵引法，使病变处得到松

解，颈椎结构恢复正常，从而使椎动脉受压或刺激减

轻，减少颈交感神经节的刺激。

牵引方法是一种传统、有效且应用广泛的治疗方

法［１１］。在治疗各型颈椎病过程中，适当的应用，能够

改善颈椎结构，纠正小关节紊乱［１２］，减轻突出的椎间

盘或椎体后缘的骨赘对神经根、交感神经节或纤维的

刺激，从而提高治疗颈椎病的疗效，减少颈椎病的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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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徐荣明，廖旭昱．颈椎病的临床特点和治疗［Ｊ］．中国骨伤科杂志，

２０１２，２５（９）：７０５７０６．
［４］　代杰．交感神经型颈椎病３６例的临床分析及针刀治疗［Ｊ］．颈腰

痛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６）：４８２．
［５］　王小斌，董国顺，李宏涛，等．悬浮式牵引配合手法治疗颈腰综合

征的疗效观察［Ｊ］．颈腰痛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３）：２３３．
［６］　扬中香，黄承胜，易海波．间歇式牵引并物理因子治疗颈椎病［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２００２，２４（２）：１２５．
［７］　陶雪艳，徐远红，冯金彩．牵引及超声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Ｊ］．中

国复杂志，２００４，１９（４）：２５０．
［８］　任立红，杜秀花，郭文乾，ＰＮＴ技术联合牵引、推拿治疗神经根型

颈椎病［Ｊ］．颈腰痛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４）：３１７３１８．
［９］　冯宇，高燕．推拿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时限与适应症选

择的争论［Ｊ］．颈腰痛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１）：５４．
［１０］　郑军，申才良，董福龙，等．保留椎体后壁椎体次全切除术治疗脊

髓［Ｊ］．颈腰痛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２）：１０８１１１．
［１１］　任大星．牵引并超短波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１００例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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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张丽艳，任普阳，唐梦雨，等．综合疗法治疗颈源性头痛１０２例的

疗效观察［Ｊ］．颈腰痛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２）：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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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２１８例报告
张华，朱铁军，李奔，杨庆峰

摘要：目的　探讨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疗效并进行经验总结。方法　回顾性分析太和
县人民医院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８例接受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的输尿管结石患者临床及随访资
料，病例中男性１２１例，女性９７例，中位年龄４１岁。其中上段输尿管结石１８例，中、下段输尿管结石２００例，有
１０例系肾结石行ＥＳＷＬ术后形成的输尿管石街，并分析总结临床经验。结果　本组一次性碎石成功率９３．１％
（２０３／２１８），其中上段８３．３％（１５／１８），中下段９４．０％（１８８／２００）。主要并发症为置镜失败（７例）、结石或碎块游
入肾盂（８例）和输尿管穿孔（４例）。对１９３例术后成功随访了１～１８个月，平均８．５个月，均未见明显的输尿管
狭窄发生。结论　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治疗输尿管结石微创、安全、有效。成功置入输尿管镜、妥善处理
结石息肉包裹和防止结石游走是提高碎石成功率的关键。

关键词：输尿管镜；输尿管结石；气压弹道碎石术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５４０２

　　最新的国内外泌尿学治疗指南一致推荐冲击波碎
石术（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ＳＷＬ）和输尿管镜碎石术
为治疗输尿管结石的首选手段［１］。相比 ＳＷＬ，应用输
尿管镜技术碎石具有成功率高、碎石取石彻底等优点，

近二十年来逐渐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气压弹道碎石是

将压缩的空气驱动碎石机手柄内的子弹体脉冲撞击碎

石探杆，达到粉碎结石的效应，具有无热损伤、碎石效

力大、操作简单和经济耐用等优点。我院自２００７年６
月—２０１３年５月联合应用输尿管镜和气压弹道碎石
技术治疗输尿管结石２１８例，取得满意效果，并积累一
定临床经验，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输尿管结石患者２１８例，其中男
性１２１例，女性 ９７例，年龄 ２０～８０岁，中位年龄 ４１
岁，病程４ｈ～５年。上段输尿管结石１８例，中、下段
输尿管结石 ２００例。结石横径 ０．４～０．９ｃｍ，纵径
０．５～２．１ｃｍ。除７例为体检发现没有任何症状外，其
余２１１例均有不同程度的患侧腰部胀痛症状。所有患
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患侧肾积水，其中重度肾积水５０
例。伴发热感染１６例，有１０例系肾结石行 ＥＳＷＬ术
后形成的输尿管石街。因双侧输尿管中下段结石合并

急性肾功能不全 ２例。术前所有患者均行泌尿系 Ｂ
超、ＫＵＢ＋ＩＶＰ或者 ＣＴ平扫 ＋三维重建确诊，手术前
半小时再行ＫＵＢ确认结石位置。
１２　设备及治疗方法　采用蛛网膜下腔麻醉或连续
硬膜外麻醉，个别疼痛耐受力差的患者行气管插管全

身麻醉。取膀胱截石位，头高脚低，德国产Ｗｏｌｆ８／９．８
Ｆ硬性输尿管镜在内窥镜成像系统直视下，经尿道插
入膀胱。辨认患侧输尿管口后，插入Ｆ３～Ｆ４导丝或导
管，在液压扩张下（国产液压灌注泵，水流灌注压力为

１３～１５ｋＰａ），采用直入法、上挑法或旋转侧入法进入
输尿管，缓慢进镜至结石下缘。遇输尿管扭曲时，可将

患者头侧降低，或将导丝向上送一段以便拉直输尿管。

作者单位：２３６６０４安徽省太和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通讯作者：张华，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６５１０＠１２６．ｃｏｍ

置入瑞士ＥＭＳ气压弹道碎石杆，自结石边缘开始，以
单个脉冲或连续脉冲击碎结石。结石合并输尿管息肉

包裹时，先以气压弹道碎石探针击打息肉，直至暴露出

结石。尽量将结石击碎至２～３ｍｍ以下，对个别稍大
的结石碎块，用取石钳取至膀胱，细小的石粒则留待自

排。对输尿管石街，尽可能将结石粉碎并打通“隧

道”。所有患者均常规留置 Ｆ５输尿管双“Ｊ”管引流，
半个月至４０ｄ后拔除。术后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留
置导尿管３～５ｄ后拔除。出院后拔除双“Ｊ”管前复查
泌尿系Ｂ超及ＫＵＢ，如有残留结石仍大于５ｍｍ，带管
行ＥＳＷＬ。

２　结　果
　　本组２１８例患者，２０３例一次碎石成功，总成功率
达９３．１％（２０３／２１８），其中上段８３．３％（１５／１８），中下
段９４．０％（１８８／２００）。７例患者输尿管镜置入失败，其
中１例为后尿道狭窄，３例为输尿管膀胱开口角度异
常，３例为输尿管远端或开口狭窄行输尿管口扩张失
败，均中转开放手术。结石或碎块游入肾盂８例，其中
２例改行经皮肾镜气压弹道碎石术，６例于拔除输尿管
双“Ｊ”管之前行 ＥＳＷＬ并取得良好效果。术中输尿管
穿孔４例，考虑到碎石效果尚好，术中成功留置输尿管
双“Ｊ”管，未中转开放手术，嘱患者适当延长输尿管双
“Ｊ”管保留时间至１个月以上。多数患者有１～５ｄ轻
度血尿伴患侧腰痛，未做特殊处理，逐渐减轻至消失。

本组患者无输尿管黏膜撕脱、输尿管黏膜假道形成、输

尿管断裂、大出血、感染性休克等严重并发症出现。术

后对１９３例患者成功随访，持续时间１～１８个月，平均
８．５个月，Ｂ超、ＩＶＰ或ＣＴ等影像学检查未见明显的输
尿管狭窄形成。

３　讨　论
　　输尿管本身管腔狭小，且存在三大生理性狭窄段，
致使输尿管结石以及肾结石在下移过程中，容易发生

嵌顿，结石梗阻常导致严重的症状和肾功能损害，须及

时治疗。Ｇｏｏｄｍａｎ等于１９７７首次报道了输尿管镜技
术在临床上的应用，开启了输尿管镜下微创治疗输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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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结石的新时代。输尿管镜联合气压弹道碎石术出现

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因其具有直观可靠、碎石效率高、
安全、费用适中等优点，被广大医生及患者认可。随着

腔道泌尿外科技术的发展，输尿管镜技术已在国内得

到了普遍应用［２］。本组患者一次性碎石成功率高达

９３．１％，其中中下段结石碎石成功率高达９４．０％，且
术后随访未见输尿管狭窄等远期并发症发生，充分说

明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术的高效、安全、微创等优

点。

３１　麻醉方式的选择　尽管刘山等［３］认为局麻效果

很好，住院时间比硬膜外麻醉时间短，但笔者经过临床

尝试后，认为局部麻醉常带给患者紧张的心理状态，导

致患者血压心率大幅度波动，往往很难配合手术，不排

除一定程度上有增加心脑血管意外发生的可能性。本

组患者多数采用硬膜外麻醉或腰麻，个别耐受力差的

患者实施全身麻醉，外科医生与麻醉科医师通力配合，

取得了良好的麻醉效果，且安全可靠。

３２　输尿管镜的置入　输尿管镜从尿道进入膀胱的
过程必须在直视下进境，切忌盲进，否则一旦引起尿道

黏膜及膀胱颈部较严重出血，视野模糊，可能造成寻找

输尿管口困难。成功地置镜入输尿管内是输尿管镜下

碎石取石的前提。有学者认为可采用直接进镜法和导

丝引导进镜法［４］，但王艳波等［５］认为导丝引导法较安

全。笔者经过临床尝试后，认为进入输尿管口时，若输

尿管口比较松弛，则采用直接进入法；若输尿管口狭窄

则先置入导丝，再采用上挑法、旋转侧入法入镜。若肉

眼判断输尿管狭窄段较短或存在输尿管环状狭窄时，

可以适当加大灌注流量，用输尿管镜体直接扩张进镜，

通过狭窄段后迅速减小灌注流量。若有输尿管的扭

曲，笔者的经验是可降低头部位置，采取头低臀高位，

嘱患者缓慢均匀呼吸，必要时助手配合抬高患者肾区，

使输尿管尽量伸直，便于进镜。

３３　结石息肉包裹的处理　输尿管结石在同一位置
停留时间超过３个月以上，结石容易刺激输尿管黏膜
发生炎症性增生导致输尿管息肉形成。输尿管息肉一

般为多发、有蒂、呈苍白色或粉红色、菊花状或肉柱状。

张吉东等［６］在报道中提到对于合并有结石息肉的，在

碎石过程中改用活检钳或输尿管镜专用电极清除妨碍

碎石的息肉。庞栋等［７］则主张遇见明显息肉包裹的嵌

顿性结石，采用２μｍ激光先将结石下方息肉汽化切
除露出结石再碎石。其实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除对

输尿管结石碎石取石外，还可清除输尿管肉芽组织或

息肉。笔者根据经验认为，遇上结石被息肉包裹无法

显露时，可以先用气压弹道从息肉边缘开始连续击打，

待结石显露判断能粉碎结石时即可，不必过分强调先

将息肉完全处理好后再碎石，反而可能因为击碎息肉

过程中引起出血、大量絮状物等模糊视野影响碎石操

作。

３４　防止结石向上游走　结石游走往往是导致手术
失败的重要原因，本组８例患者结石或结石碎块随水
上移如肾盂，笔者就此总结防止结石游走的方法如下：

①在保证视野清晰的前提下，一旦输尿管镜进入输尿

管口后，应立即减小灌注压，减少灌注液入量，防止结

石被冲走；②采取头高臀低位；③碎石时将结石轻压于
输尿管壁或迂曲部位，由近及远进行粉碎；④若结石已
游走，应立即停止灌注，并向外放水，尽量利用近端尿

路积存的灌注液将结石冲出。张进等［８］报道利用输尿

管管路封堵器可有效防止结石迁移，不失为一种可以

尝试的方法。

３５　输尿管上段结石碎石成功率低于中下段的原因
分析　①因结石位于输尿管上段，随呼吸运动的活动
度较大，碎石技巧要求更高；②上段结石离肾盂近，输
尿管上段管腔较大，结石后管腔扩张明显，置镜及碎石

过程中结石容易漂入肾盂肾盏；③不成功的病例主要
发生于早期，可能与术者手术经验不足有关。

３６　输尿管双“Ｊ”管置入的必要性　有学者认为输尿
管镜碎石术后不必留置双“Ｊ”管，可减少手术时间和手
术费用及留置双“Ｊ”管引起的不适感［９１１］。但笔者常

规留置双“Ｊ”管，虽然部分患者可能会导致膀胱刺激症
状，但能有效免除术后肾绞痛的发生和减少二次住院

的概率。本组患者术中一律留置输尿管双“Ｊ”管，术后
１５～４０ｄ膀胱镜下拔除，笔者认为输尿管双“Ｊ”管的
放置对保持输尿管畅通，减少因血凝块、结石残渣、输

尿管黏膜水肿等引起术后近远期输尿管梗阻能起到积

极作用，尤其是对输尿管有穿孔的患者，更有放置的必

要。此外，带管行 ＥＳＷＬ也是后期治疗结石漂入肾盂
或结石残留的合适选择。综上所述，笔者主张输尿管

镜气压弹道碎石术常规留置输尿管双“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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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临床研究·

ＴＳＰＯＴ．ＴＢ实验在结核性胸腔积液中的诊断价值
王美芳，顾翔月

摘要：目的　评价结核感染Ｔ细胞斑点实验（ＴＳＰＯＴ．ＴＢ）在结核性胸腔积液中的诊断价值和临床意义。方法　
回归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在安吉县人民医院住院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５８例患者，收集胸腔积液患
者的外周血及胸水标本，采用无菌Ｆｉｃｏｌｌ淋巴细胞液分离出单个核细胞，对其进行结核感染 Ｔ细胞斑点实验检
测，对比结核性及非结核性胸腔积液组中阳性结果的比例来探讨ＴＳＰＯＴ．ＴＢ检验的敏感性及特异性。结果　确
诊结核性胸膜炎的患者３６例，非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２２例；外周血 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结核性胸膜炎的敏感性
８３．３％、特异性９０．９％、阳性预测值９３．７％、阴性预测值７６．９％；胸腔积液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结核性胸膜炎的敏感
性９４．４％、特异性９５．４％、阳性预测值９７．１％、阴性预测值９１．３％，其中胸腔积液单个核细胞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的
敏感性明显高于外周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虽然使用ＴＳＰＯＴ．ＴＢ技术都可以把从外周血
或胸腔积液中检测出单个核细胞作为当前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的辅助方法，但检测胸腔积液单个核细胞具有更好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关键词：胸腔积液；结核感染Ｔ细胞斑点实验；诊断价值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１．３　Ｒ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２０１４）０８１３５６０２

　　结核性胸腔积液是肺结核的常见类型，临床上主
要通过胸水中腺苷脱氨酶（ＡＤＡ）的增高来进行诊断
性抗结核治疗，但有时不易与肿瘤性及其他感染性胸

腔积液相区别，容易导致误诊漏诊，而开胸或胸腔镜下

胸膜活检的风险大且费用高，在基层医院不利推广［１］。

随着临床检验技术的发展，有报道称目前通过酶联免

疫斑点法检测患者外周血中抗结核特异性Ｔ淋巴细胞
的数量———结核感染Ｔ细胞斑点实验（ＴＳＰＯＴ．ＴＢ）是
检测Ｔ淋巴细胞反应最灵敏的方法。本研究收集不同
原因胸腔积液患者的外周血及胸水标本，无菌 Ｆｉｃｏｌｌ
淋巴细胞液分离出单个核细胞，利用结核感染 Ｔ细胞
斑点实验（ＴＳＰＯＴ．ＴＢ）检验结核感染。分析结核性及
非结核性胸腔积液组中阳性结果的比例来探讨 Ｔ
ＳＰＯＴ．ＴＢ检验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取得良好的结果，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归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６
月在我院住院的不明原因胸腔积液患者５８例，其中男
性 ３６例，女性 ２２例，年龄 ２７～７５岁，平均年龄
（５８．３±１１．５）岁，发病至检查时间最短３ｄ，最长３个
月，平均（１０．１±２．６）ｄ，留取胸水及外周血标本。
１２　采集样本　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ＰＢＭＣｓ）的分
离、收集。取所有入选患者的外周血８～１０ｍｌ（肝素钠
抗凝），小心加到淋巴细胞分离液上层，常温 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２０ｍｉｎ，用毛细滴管吸取中间白膜层，用 ＰＢＳ
洗涤离心细胞２～３次，显微镜下细胞计数，后用无血
清１６４０培养基调整细胞浓度到３×１０５／ｍｌ［２］。②胸腔
积液中的单个核细胞（ＰＥＭＣｓ）的分离、收集。取新鲜
胸腔积液８～１０ｍｌ（肝素钠抗凝）。提取细胞的其它
操作同上。

１３　ＴＳＰＯＴ．ＴＢ检验　在已包被抗 ＩＦＮγ单抗的９６

作者单位：３１３３００浙江省安吉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通讯作者：王美芳，Ｅｍａｉｌ：ａｊｗａｎｇｍｆ＠１６３．ｃｏｍ

孔板上，每份标本按顺序设阴性对照、结核抗原（ＥＳ
ＡＴ６／ＣＦＰ１０融合蛋白）和阳性对照孔，加入已制备好
的细胞悬液１００μｌ，３７℃、５％ＣＯ２培养箱孵育过夜，
ＰＢＳ洗板４次。加入新鲜配制的酶标抗体工作液，孵
育１ｈ，ＰＢＳ洗板４次。加入底物工作液，以蒸馏水冲
洗终止反应。用ＥＬＩＳＰＯＴ计数仪计数每个孔中斑点。
根据试剂说明判读阳性结果：阳性的标准为测量孔内

的菌素是阴性对照孔的２倍以上或者比阴性对照孔多
超过５个斑点；如果没有达到以上标准且质控对照孔
正常时则判定结果为阴性［３］。

１４　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标准　根据《结核病防治
指南》，胸腔积液患者胸膜腔活检提示结核性肉芽肿性

炎或者诊断性抗结核治疗有效者，确诊为结核性胸腔

积液［４］。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处理资料，
计量资料以（ｘ±ｓ）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结核性胸腔积液的诊断结果　根据《结核病诊治
指南》，最后确诊结核性胸膜炎的患者３６例，其中男性
２３例，女性１３例，年龄２７～７３岁，平均年龄（５４．５±
９．１）岁。非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２２例（主要为肺癌、
肺炎、心功能不全等），男性１３例，女性９例，平均年龄
（６１．７±１０．３）岁，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２２　外周血和胸腔积液 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结果　将入
选的５８例患者行胸腔穿刺，收集胸水标本５０ｍｌ及外
周血标本 １０ｍｌ，行 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其中外周血 Ｔ
ＳＰＯＴ．ＴＢ检测结果见表１；胸腔积液 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
结果见表２。由表３可知胸腔积液的敏感性９４．４％，
显著性高于外周血的８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同时胸腔积液的阳性似然比（ＬＲ＋值）明显
高于外周血，而其阴性似然比（ＬＲ值）则明显低于外
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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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外周血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结果（％）

项目 结核性 非结核性

ＴＳＰＯＴ．ＴＢ阳性 ８３．３（３０／３６） ９．１（２／２２）
ＴＳＰＯＴ．ＴＢ阴性 １６．７（６／３６） ９０．９（２０／２２）

表２　胸腔积液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结果（％）

项目 结核性 非结核性

ＴＳＰＯＴ．ＴＢ阳性 ９４．４（３４／３６） ４．５（１／２２）
ＴＳＰＯＴ．ＴＢ阴性 ５．６（２／３６） ９５．５（２１／２２）

表３　结核性胸腔积液患者外周血及胸腔积液ＴＳＰＯＴ．ＴＢ
检查结果评价指标比较

组别
敏感性

（％）
特异性

（％）
阳性预测值

（％）
阴性预测值

（％）
阳性

似然比

阴性

似然比

外周血 ８３．３ ９０．９ ９３．７ ７６．９ ９．１７ ０．１８
胸腔积液 ９４．４ａ ９５．４ ９７．１ ９１．３ａ ２０．２８ ０．０６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２ ０．５３ ０．０１８

　　注：与外周血组相比，ａ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结核病作为渗出性胸腔积液的一个重要原因，对
其诊断在临床上一直是个重点更是难点，因为该病缺

乏特异性，相当一部分患者是在经过抗结核治疗后才

明确诊断，且过去对其确诊主要依靠胸膜活检，对患者

造成的创伤较大。因此，寻找一种特异度和灵敏度均

较高且安全有效的试验检测方法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

诊断显得非常重要。ＴＳＰＯＴ．ＴＢ是一种计数单个结核
特异的效应Ｔ细胞的 ＥＬＩＳＰＯＴ检测方法，该检测方法
可以记录每个活化的结核特异效应 Ｔ细胞，对于结核
患者或疑似结核患者均适用。其主要机制为：ＥＳＡＴ６
和ＣＦＰ１０作为结核分枝杆菌特有的基因序列，可以用
它们作为刺激抗原，刺激外周血或胸腔积液来源的单

个核细胞；若机体存在结核感染的特异效应Ｔ细胞，经
刺激抗原刺激后，会产生大量细胞因子 ＩＦＮγ，然后通
过酶联免疫斑点技术就可间接测定特异的效应Ｔ细胞
的数目，从而证实机体存在结核感染［５］。且研究发现

使用ＥＳＡＴ６和ＣＦＰ１０两种抗原联合检测特异性和灵
敏性均强于单一抗原［６］。

目前国内外有学者均认为 ＴＳＰＯＴ．ＴＢ技术的检
测范围已不局限于胸腔积液和外周血，同时可以应用

于痰液、胸水、腹水及脑脊液等对肺内及肺外结核的诊

断［７８］。但ＳｏｙｓａｌＡ等［９１０］学者也认为胸腔积液来源

的单个核细胞诊断价值高于外周血和其他体液的诊断

价值。ＬｅｅＬＮ等［１１］用ＴＳＰＯＴ．ＴＢ检测对比胸腔积液
患者的外周血和胸腔积液单个核细胞，最终发现胸腔

积液的敏感性高于外周血，但特异性却低于外周血。

但鉴于其研究样本过小（４０例），且直到目前为止国内
外尚无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数据支持［１２］。本试验选择

来自病变部位的胸腔积液作为检测对象，通过 Ｔ
ＳＰＯＴ．ＴＢ技术检测受感染组织中的 Ｔ细胞反应因子。
试验结果显示，胸腔积液单个核细胞 ＴＳＰＯＴ．ＴＢ技术
检测结核性胸膜炎的敏感性为９４．４％高于外周血的
８３．３％，且其特异性为 ９５．４％也高于外周血的
９０．９％。本研究表明使用 ＴＳＰＯＴ．ＴＢ技术检测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对诊断结核病的意义更大，但由于样本

量也偏小，所以仍需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进一步验证。

综上所述，使用ＴＳＰＯＴ．ＴＢ技术检测外周血或胸
腔积液的单个核细胞均可以作为当前诊断结核性胸腔

积液的辅助方法，但是胸腔积液来源的单个核细胞较

外周血具有更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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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异烟肼生物蛋白胶的制备及体外释放特征研究
徐旭东，汪国香，陈达，叶波

摘要：目的　为探讨采用生物蛋白胶携带异烟肼的方法制备异烟肼缓释制剂新剂型的可行性，对该剂型的制备
及体外缓释特点等进行研究。方法　将５０ｍｇ异烟肼融入配制好的生物蛋白胶中，制取异烟肼生物蛋白胶凝胶
薄片。将薄片浸入生理盐水，分别在１２ｈ、２４ｈ、３６ｈ、４８ｈ、６０ｈ、７２ｈ、８４ｈ、９６ｈ、１０８ｈ以及１２０ｈ时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对其体外释放率进行检测，根据所得标准曲线计算累计释放率，色谱条件为流动相甲醇磷酸氢二钠（７５∶
２５，ｐＨ＝４．５，０．０２ｍｏｌ／Ｌ），检测波长为２５４ｎｍ，流速为１ｍｌ／ｍｉｎ，柱温为３０℃。结果　该异烟肼生物蛋白胶凝
胶薄片易于制备且性状稳定；高效液相色谱异性较高，保留时间约为３．８ｍｉｎ，未检测到其他物质对生物胶内异烟
肼测定的干扰；高效液相色谱重复性好，结果可靠，ＲＳＤ＝０．９２％；吸收峰面积（Ａ）及浓度线性关系良好，线性方
程为Ａ＝３．４４９Ｃ－０．３８１，回归系数ｒ＝０．８８７；该制剂缓释效果好，在前２４ｈ内缓释生物蛋白胶异烟肼释放最为明
显，该趋势可持续到７２ｈ以上；８４ｈ后蛋白胶薄片开始显著溶解，但到１２０ｈ时仍未完全溶解。结论　生物蛋白
胶携带异烟肼制备简单易行，体外缓释效果良好。

关键词：缓释；生物蛋白胶；异烟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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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范围内，全球的结核病防治现状较为严峻。
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流行病学资料，全球约有近
１／３的人口已经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其中约有２０００万
人口为结核病患者。在结核病造成死亡的人口中，

９８％发生于发展中国家［１］。我国为发展中国家，结核

病患者人数为世界第２位。目前我国结核病年发病人
数１３０万，占全球１４％［２］，在中西部及农村地区防治

形势尤为严峻。肺及骨关节是结核的常见感染部位，

当在肺部形成肺结核空洞、巨大寒性脓肿以及在骨关

节形成脓肿、死骨以及周围血管栓塞等病变时，全身运

用抗结核药物无法在上述病变部位内达到有效的血药

浓度，即使经过手术治疗，也存在较高的复发率，病变

迁延不愈，而长效口服药又会产生较大的毒副作用，治

疗上较为棘手［３］。因此，在上述病变局部具有长时缓

释作用的药物研制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异烟肼是最

基金项目：２００９年杭州市卫生科技计划项目（重点项目）
（２００９Ｚ０４）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３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胸外科
通讯作者：徐旭东，Ｅｍａｉｌ：ｄｏｃｔｏｒｘｘｄ＠１６３．ｃｏｍ

经典的抗结核药物之一，其作用可靠，具有较低的抑菌

浓度，可达０．０２５～０．０５０μｇ／ｍｌ［４］；制成的生物蛋白胶
能够以稳定的速率溶解，被其包裹的药物可以良好缓

释。本研究利用生物蛋白胶携带异烟肼，探讨其体外

释放特征，为结核病变的局部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ＨＺＳＨＡ型台式水浴恒温振荡器
（广州深华试验仪器设备公司）；Ｌ２０００型高效液相色
谱仪（Ｈｉｔａｃｈｉ，日本）；ＣＰＡ６４型电子分析天平（Ｓａｒｔｏｒｉ
ｕｓ，德国）；Ｄ２４ＵＶ型超纯水处理系统（ＭｅｒｃｋＭｉｌｌｉ
ｐｏｒｅ，德国）。医用蛋白胶（无锡贝迪生物工程公司）；
异烟肼标准品（９９．９％，ＡｌｄｒｉｃｈＳｉｇｍａ，美国）；异烟肼
原料药（大连美仑生物技术公司）；甲醇（色谱纯，天津

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配制医用蛋白胶　在体外释药试验中，可将生物
蛋白胶制成凝胶薄片。按照生物蛋白胶的说明书，分

别将生物蛋白胶主体与生物蛋白胶催化剂分别溶解，

即使用注射器吸取主体溶解液 Ｃ用以溶解主体胶 Ａ，
得到蛋白胶主体溶液；使用注射器吸取催化剂溶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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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用以溶解催化剂 Ｂ，得到催化剂溶液。将两注射器
固定在连接针座上，再将喷嘴连接到连接针座的锥头

上备用。取无菌无酶载玻片，将准备好的蛋白胶注射

至载玻片上，后迅速取另一载玻片压于其上，凝固后即

可将生物蛋白胶制成凝胶薄片。

１３　异烟肼生物蛋白胶凝胶薄片制备及体外缓释　
在“１．２”中催化剂溶液中加入５０ｍｇ异烟肼，注入催化
剂溶液中，待其完全溶解。制作凝胶薄片的操作过程

同“１．２”。向烧杯中注入生理盐水１０ｍｌ，将凝胶薄片
投入其中，于３７℃充分震荡。分别在开始震荡后每隔
１２ｈ（１２ｈ、２４ｈ、３６ｈ、４８ｈ、６０ｈ、７２ｈ、８４ｈ、９６ｈ、１０８ｈ
以及１２０ｈ）吸取释放液１０ｍｌ，并重新加入生理盐水
１０ｍｌ，继续置于３７℃震荡。将吸取的释放也定容至
２５ｍｌ作为测试样本，将未加入异烟肼的蛋白胶薄片各
时间点释放液作为对照组，每组共进行６次平行试验。
１４　高效液相色谱法
１４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选用 ＯＤＳＳＰ（５μｍ，４．６×
２５０ｍｍ），流动相为甲醇磷酸氢二钠（７５∶２５，ｐＨ＝
４．５，０．０２ｍｏｌ／Ｌ），检测波长为２５４ｎｍ，流速为１ｍｌ／
ｍｉｎ，柱温为３０℃。
１４２　专属性试验　采用上述高效液相色谱法分别
分离测试异烟肼标准品溶液、对照组溶液、对照组＋标
准品溶液以及测试样本溶液，并获得色谱图。

１４３　线性曲线方程　配制０．１ｇ／Ｌ的标准品储备
液，分别精密量取上述储备液 ０．５、１．０、５．０、１０．０、
１５．０、２５．０以及３５．０ｍｌ，均使用生理盐水稀释至１００
ｍｌ，按照上述色谱条件进行检测。以浓度（μｇ／ｍｌ）作
为横坐标（Ｘ轴），以测量色谱峰面积作为纵坐标（Ｙ
轴），通过线性回归算得回归方程。

１４４　体外释放率计算　按照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各
样本溶液，算得色谱峰面积，代入“１．４．３”中计算所得
的标准曲线方程，从而测得释放液浓度，计算６次平行
试验的平均浓度（Ｃ），然后根据累计释放率公式：累计
释放率＝（∑ＣＶ）／Ｍ，其中 Ｃ为算得的释放液异烟肼
浓度，Ｖ为释放液体积，Ｍ为溶解入生物蛋白胶内异烟
肼的质量。以累计释放率为纵坐标（Ｙ轴），以时间为
横坐标（Ｘ轴），做一体外累计释放率曲线。
１４５　重复性试验　每组样本来自同一批号异烟肼
原药，分别取５份，配置成５份平行样本进行检测，检
测方法同“１．４．１”中所述。

２　结　果
２１　高效液相色谱专一性　通过观察本研究所得的
色谱峰可知，本试验方法特异性较好，保留时间约为

３．８ｍｉｎ，未检测到其他物质对生物胶内异烟肼测定的
干扰（见图１）。
２２　标准线性曲线　以峰面积（Ａ）作为应变量，浓度
（Ｃ）作为自变量，得出回归方程如下：Ａ＝３．４４９Ｃ－
０．３８１，回归系数ｒ＝０．８８７，测得２．５ｎｇ为异烟肼的最
低检测限。

　　注：图１Ａ示空白对照释放液；图１Ｂ示异烟肼标准品释放液；图１Ｃ
示空白对照＋异烟肼标准品释放液；图１Ｄ示样本释放液。ａ为异烟肼
吸收峰。

图１　异烟肼高效液相色谱图
２３　体外释放率　通过本研究可以观察到，缓释生物
蛋白胶异烟肼可在外界环境温度为３７℃的条件下，在
生理盐水中持续释放，可长达１２０ｈ以上。本研究发
现，在前２４ｈ内缓释生物蛋白胶异烟肼释放最为明
显，该趋势可持续到７２ｈ以上；８４ｈ后蛋白胶薄片开
始显著溶解，但到１２０ｈ时仍未完全释放（见图２）。

图２　缓释医用蛋白胶异烟肼体外累积释放率
２４　重复性试验　测得ＲＳＤ＝０．９２％，表明本研究重
复性较强，结果可靠。

３　讨　论
　　对结核病的治疗，抗结核药物的临床使用应遵循
早期、规律、适量及全程的原则［５］。抗结核药全身用药

可在血液循环中达到较高的血药浓度，但对于四肢部

位及局限性的软组织等部位的感染，全身用药浓度加

大后，可给机体带来较大的毒副反应，且费用较高，同

时，在一些特殊部位及特殊类型的结核病，如骨关节结

合及纤维空洞型肺结核等，由于病变对病灶局部破坏

严重，周围组织瘢痕形成等，导致病灶血液循环较差，

在全身用药时，即使加大药物剂量，也往往无法在病灶

局部达到有效的杀菌浓度，还有可能导致病变局部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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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菌的出现，最终导致结核病变的复燃以及迁延不

愈［６］。以上因素极大的限制了抗结核药物的全身应

用。研究显示，局部给药可使治疗局部的抗生素浓度

达到全身用药的１００～２００倍，即使感染的病原菌对该
抗生素不敏感，该给药方式仍可达到一定的抗菌及抑

菌效果［７］。因此，提高病变局部药物浓度具有重要的

意义。近年来出现了以明胶海绵、骨水泥等生物材料

为载体的局部用药方式［８］，虽然可提高组织局部药物

浓度，但因无法在局部较长时间的维持有效药物浓度，

因而治疗效果不尽理想［９］。另有如羟基磷灰石、聚乳

酸共聚物、聚乙烯酸共聚物等材料生物相容性也较为

肯定，也被用于局部用药的载体，但通常需要二次手术

取出，也限制了其广泛应用。因此，寻找一种作用时间

长、毒副作用小的缓释制剂载体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制备缓释及控释制剂时，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载

体，该载体应具有较好的生物可降解性及生物相容性。

医用生物蛋白胶提取自生物组织内，由纤维蛋白原、凝

血因子及凝血酶等多种可凝性蛋白组成［１０］，通过模拟

生物体凝血反应，使上述成分形成纤维蛋白多聚体，该

多聚体具有稳定及特定的海绵状三维结构，是理想的

储药结构。在三维结构构成的小室间，还可形成类似

半透膜的结构，药物可顺浓度梯度方向自半透膜不断

从小室内向外渗透，同时该结构具有较大的表面积，因

此可延长自身溶解时间与药物释放时间，是一种良好

的缓释制剂载体。生物蛋白胶可在植入体内后，根据

局部纤溶活性及蛋白胶体积，可在８～１８ｄ内被组织
降解吸收，从而解决了上述某些生物材料植入后需二

次手术取出的问题。若在进行局部结核病灶清除术中

使用该种生物蛋白胶缓释制剂，还能够达到局部止血、

保护手术创面以及促进手术创伤愈合等作用。除此之

外，生物蛋白胶还具有抗压性、形状可塑性等特点。目

前，已经有生物蛋白胶复合抗生素如加替沙星等治疗

局部感染的临床报道［１１］。

异烟肼是一线的抗结核药物，其抗菌作用强，对结

核分枝杆菌具有较强的特异性［１２］，抑菌浓度低，对细

胞内外的结核杆菌均有杀菌作用。异烟肼在体外浓度

达到０．０２５μｇ／ｍｌ即可显示出抑菌效果，而在１０μｇ／
ｍｌ较高浓度可显现出明显的杀菌活性；异烟肼对细胞
内外的结核分枝杆菌具有等同的杀灭作用，处于静止

期的结核分枝杆菌在较高浓度或延长作用时间等条件

下也具有杀菌活性，是研发抗结核缓释制剂的理想药

物［１３］。本研究使用生物蛋白胶制备异烟肼的缓释制

剂并对其体外释放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发现该缓释

制剂性状稳定，在模拟体内的生理盐水及３７℃环境中
稳定存在，制剂载体可维持至 １２０ｈ而未完全溶解。
该缓释制剂异烟肼释放稳定，在前 ２４ｈ内释放率较
高，在７２ｈ后还可维持较为稳定的释放率，而在１２０ｈ
时仍能维持释放。若将该种制剂用于纤维空洞结核及

骨关节结合的手术治疗，既能发挥其长效抗结核的作

用，又能通过其促进手术创面止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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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术后骨折处螺钉固定及伤口情况

注：图2 为由外侧向内垂直骨折线打入2枚导针；图2 、图2 为通过导针拧入2枚空心螺钉；图2 为A B C D
术后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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