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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組胺支氣管激發試驗在咳嗽變異性哮喘診斷中的價值。    方法  對122例慢性咳嗽

疑似哮喘的患者，進行組胺支氣管激發試驗，並與發作史、臨床表現等比較它們對哮喘診斷的敏感性、

特異性、正確指數。    結果  組胺支氣管激發試驗在咳嗽變異性哮喘中的正確指數高於臨床表現及發作

史。組胺支氣管激發試驗診斷咳嗽變異性哮喘的敏感性為90.8%，特異性為91.2%，正確率為82.0%，高

於既往單純靠病史及臨床表現診斷。    結論  組胺支氣管激發試驗在咳嗽變異性哮喘的診斷中具有重要

作用。通過與臨床病史等結合，可早期診斷、及時治療咳嗽變異性哮喘。

【關鍵詞】 氣道高反應性；咳嗽變異性哮喘；早期診斷

Role of histamine bronchoprovocation test in cough-variant asthma.
ZHANG Xiao-zhan, CHEN Yao-qiu, CHOI Kun, IEONG O, GU Ji-rui, TUNG Yee-hung, Leong Zhen-sheng, LU 

Shu-xin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o; E-mail: zhangxiaozhan282@sina.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using histamine bronchoprovocation test in the 

diagnosis of cough-variant asthma (CVA).   Methods  In a group of 122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ugh, broncho-
provocation test were performed. Comparisons were made between air hyperresponsiveness (AHR) and history, 
clinical features in the diagnosis of asthma regarding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Youden’s index.   Results  AHR has a 
higher detection rate for cough-variant asthma compare to the clinical features. For diagnosing asthma, AHR has a 
sensitivity of 90.8%, specificity of 91.2%, Youden’s index of 82.0%.   Conclusion  Histamine bronchoprovocation 
test is a useful methods for diagnosing CVA. It has advantages over history, and clinical features.

[Key Words]  AHR; CVA; Early diagnosis

‧臨床研究‧

支氣管哮喘是全球最常見的慢性疾病之一[1]。隨著對哮喘

認識水準的提高，近年來以慢性咳嗽為首發症狀或主要表現為

咳嗽變異性哮喘(CVA)患者逐漸增多。以往在臨床上對這類患

者診斷比較困難，常常延誤治療。本院2008年5月開展支氣管

激發試驗以來，對122例慢性咳嗽患者進行了檢測，測定患者

是否存在氣道高反應性(ARH)，用以明確或排除哮喘的診斷，

並進行了隨診，結果分析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 一般資料

本組男55例，女67例，年齡13~71歲，平均41.3±9.7歲，病

程3周~16年。

二、病例選擇

持續咳嗽3周以上或反復發作性咳嗽、臨床體檢及胸片等輔

助檢查不能明確診斷，伴或不伴氣促而懷疑支氣管哮喘者，受

試者1個月內無呼吸道感染。

三、檢查方法

肺功能檢測採用德國耶格公司生產的master screen肺功能儀

測定。耶格肺功能儀能精確控制藥物的定量霧化裝置在定量噴

射式霧化給藥裝置的基礎上輔之以電腦量化控制(由耶格肺功能

軟體自動完成)。控制霧化時吸氣流速約為1L/s。

氣道高反應性測定步驟：受試者先測3次FEV1.0基礎值測量

時取其最高值。首先霧化吸入生理鹽水同組對照測定FEV1.0、

PEF、FVC、MMEF與基礎值比較降低小於10%，證實對生理鹽

水無反應。然後用濃度0.6%組胺開始吸入，分六步順次成倍遞

增至組胺累積劑量達到2.2mg(程式的最高劑量)，每一濃度吸完

後休息2min再測定FEV1.0，當FEV1.0較基礎值降低量 20%時即

終止吸入組胺試驗，最後吸入VENTOLIN氣霧劑400μg以擴

張支氣管，15min後再測定FEV1.0、PEF、FVC、MMEF，要求

FEV1.0 改善15%。當組胺累積劑量2.2mg時仍不能激發支氣管

收縮者停止試驗。

四、結果判斷

支氣管激發試驗氣道反應性陽性判斷指標:使FEV 1或

PEF下降20%時，所需組胺累積量來判斷[2]，以引起FEV 1下

降超過20%時的吸入組胺累積劑量為激發閾值，閾值越低，

氣道越敏感。即PD20-FEV1.0<0.03mg,為重度氣道高反應性；

PD20-FEV1.0在0.03~0.24mg之間為中度氣道高反應性；PD20-

FEV1.0在0.25~0.98mg之間為輕度氣道高反應性；PD20-FEV1.0在

0.99~2.2mg之間為極輕度氣道高反應性。受試前12h停用吸入

性β-受體激動劑，受試前24h停用口服β-受體激動劑，受試

組胺支氣管激發試驗在咳嗽變異性哮喘診斷中的價值

張曉戰   陳耀球   程錕   楊珂   古紀璿   董綺紅   梁振盛   盧淑欣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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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8h停用抗組胺藥物或色甘酸鈉；經常規肺通氣功能檢查

FEV1>70%的患者可行支氣管激發試驗。

五、統計學分析

比較性別、年齡、臨床表現與氣道反應性的關系，並按文

獻提供的方法計算出各個指標對哮喘診斷的敏感性、特異性、

正確指數。組間差異採用Wilcoxon秩和檢驗、χ2檢驗，氣道反

應性與年齡的相關性分析採用Spearman 秩相關分析。

結 果

一、氣道反應性與性別、臨床表現、診斷的關係

表1顯示：本組122例慢性咳嗽患者中，支氣管激發試驗陽

性者63例，其中極輕度15例，輕度25例，中度16例，重度7例，

陰性59例。不同性別的氣道反應性無統計學意義(Z=-0.769，

p=0.442)，但在陽性反應者中，中重度男性比例高於女性，極

輕度及輕度則相反，經χ2檢驗，具有統計學意義。既往有無

類似發作史，其反應性在兩組之間有統計學意義(Z=-3.415，

p=0.001)。咳嗽時伴氣促、病史中或試驗時出現哮鳴音，其氣

道反應性陽性比例分別高於單純咳嗽及無哮鳴音者(Z=-5.214，

p<0.001；Z=-5.195，p<0.001)。經隨診確診哮喘後，哮喘患者中

59例存在不同程度的氣道高反應性，6例陰性哮喘患者因為懼怕

停藥後復發在行試驗前均未遵醫囑停止應用吸入或口服激素。

1例因試驗中咳嗽劇烈未能完成，統計為陰性，但按哮喘治療

後穩定，確診為哮喘。診斷結果：是否之間比較：Z=-8.672，

p<0.001，即診斷支氣管哮喘者的AHR陽性率高於陰性者。5例

極輕度及輕度患者最後分別為神經官能症1例，鼻後滴漏徵

2例，過敏性鼻炎2例。

二、氣道反應性與年齡的關係

表2顯示在不同年齡組，陽性人數與年齡呈明顯的負相關

(rs=-0.292, p=0.001)，發病人數在青少年為高峰期，隨著年齡增

長，發病人數降低，但在60歲後，發病人數再次升高。

項 目 陽 性

           極輕度       輕度       中度      重度

陰 性

性別                 

男                 5               9            9            5 26

女                10             16           7            2 33

發作史                 

有                 3               4            3            3 1

無                12              21         13            4 58

癥狀   

單純咳嗽                 8              13           4            1 49

伴氣促                 7              12          12           6 10

體徵                                

哮鳴音                 0               4            9           3 1

 無哮鳴音                15              21           7           4 58

診斷          

是                12              23          16           7 7

否                 3                2            0            0 52

表1.氣道反應性與性別、臨床表現、診斷的關係

年齡

 (歲) 

陽性 陰 性 陽性率

(%)

 <20 13 4 76.5

  20~ 16 8 66.7

  30~ 13 12 52.0

  40~ 11 16 40.7

  50~ 8 17 32.0

≧60 2 2 50.0

表2.氣道反應性與年齡的關係

指標

 

敏感性

估計值(95%CI)

特異性

估計值(95%CI)

Youden指數

估計值(95%CI)

發作史 0.206 (0.100, 0.299) 0.983 (0.947, 1.000) 0.189 (0.085, 0.293)

症狀 0.587 (0.462, 0.708) 0.839 (0.745, 0.940) 0.426 (0.272, 0.580)

體徵 0.254 (0.152, 0.371) 0.983 (0.947, 1.000) 0.237 (0.124, 0.350)

氣道高反應性 0.908 (0.835, 0.980) 0.912 (0.837, 0.988) 0.820 (0.717, 0.923)

表3. 既往發作史、臨床表現及AHR對CVA診斷的敏感性、特異性、正確率 

三、氣道反應性在咳嗽變異性哮喘中的診斷價值

由表3可以看出，既往有無類似發作史及肺部出現哮鳴音的

特異性最高，均為98.3%，敏感性以氣道高反應性為最高，為

90.8%。但反應綜合指標的Youden指數以氣道高反應性最好。

四、副反應

發生面紅者10例；咳嗽再發或加重16例，其中2例咳嗽劇

烈，不能進行試驗，需預約第二次檢查；哮喘重度發作2例，

經停止試驗、吸氧、吸入VENTOLIN後緩解；全身皮疹1例，

經抗過敏等治療後好轉。

討 論

氣道反應性增高是哮喘慢性非特異性炎症的主要特徵，對

有慢性咳嗽病史，懷疑哮喘病而一般肺功能檢查正常者，支

氣管激發試驗可作為排除或確定哮喘診斷的常用方法之一。

臨床上有5%~6%的哮喘患者缺乏典型的喘息、哮鳴症狀，而

以持續不斷的咳嗽為主要臨床表現，此時往往被誤診為支氣

管炎，上呼吸道感染及冠心病等。也有部份患者出現不明原

因的胸悶、但心、肺功能檢查無異常發現，被誤診為神經官

能症。對這類不典型哮喘患者，支氣管激發試驗具有非常重

要的臨床價值。

本組122例可疑哮喘患者，單純咳嗽者激發試驗陽性即存

在AHR26例，佔34.67%，高於文獻報導的20%[3]。咳嗽並胸悶

者陽性37例，佔78.7%，明顯高於單純咳嗽者，且中重度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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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高於單純咳嗽者,敏感度為58.7%，特異度為83.9%。病史中

有哮鳴音或試驗中出現，除1例為慢性支氣管炎外，餘均被證

實為哮喘，且以中重度為多；而無哮鳴音者，陽性佔49.5%，

以極輕度和輕度者多見。哮鳴音是哮喘發作時氣流經過狹窄

的氣道時產生，因此對於哮喘的診斷極其重要，所以做為臨

床醫生應高度重視。試驗中特異度為98.3%，敏感性則低，僅

為25.4%。在63例激發試驗陽性者中，5例為非哮喘患者，假陽

性率7.9%，低於文獻報導，可能與我們的患者均為呼吸科門診

病人有關。5例中3例為極輕度，最後分別診斷為神經官能症，

鼻後滴漏徵，過敏性鼻炎。2例輕度，1例過敏性鼻炎，1例為鼻

後滴漏徵。陰性者中，6例最後診斷為哮喘，經隨訪證實在行

試驗前均未停止應用吸入或口服激素，因為懼怕停藥後復發。

1例因試驗中咳嗽劇烈未能完成，統計為陰性，但按哮喘治療

後穩定，確診為哮喘。在既往有類似發作史分組中發現，激發

試驗陽性者佔92.9%，特異度同胸部體徵一樣為98.3%。另外，

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陽性比例並無差別，但在陽性者中，中

重度男性比例高於女性，極輕度及輕度則相反，是否說明男性

在初診時病情往往重於女性，還需要進一步觀察研究。在不同

年齡組，陽性人數與年齡呈明顯的負相關，與文獻相同[4]。發

病人數在青少年為高峰期，隨著年齡增長，發病率降低，但在

60歲後，發病率再次升高。

咳嗽變異性哮喘，往往處於哮喘的早期階段，如不及早

干預，在以後的2年裏，絕大多數會出現典型的哮喘發作。因

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對於哮喘患者的慢性氣道炎症恢

復有重要意義。在本項研究中發現，臨床醫生的病史詢問及

查體對於早期診斷非常重要，對於中老年人，懷疑哮喘時，

一定詢問既往有無類似發作史，本組14例有病史者，最後均

被證實再發，其中1例62歲患者，在10多歲時曾發病，未規律

治療，約2年後緩解，後一直穩定，直到62歲時再次出現。此

外，咳嗽有無合併胸悶、氣促，查體時有無哮鳴音，有無突

發突止的特點等，結合激發試驗陽性，確診率會明顯提高，

而時間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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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 GPC3)免疫組化在肝細胞癌病理診斷的應用

價值。    方法  製作14個含731例肝腫瘤和腫瘤旁肝組織芯片，其中肝細胞癌357例、膽管癌26例、肝細

胞癌癌旁肝組織包括肝硬化171例、血管瘤旁肝組織93例、肝轉移癌84例。全部病例採用免疫組化檢測

GPC3(1G12克隆)蛋白表達，實驗設陽性對照。    結果  72.0%的肝細胞癌(257/357例)GPC3呈陽性反應，

其餘374例非肝細胞癌病例均為陰性，包括膽管癌、肝轉移癌、肝細胞癌癌旁肝組織包括肝硬化和血管

瘤旁肝組織。GPC3陽性率在不同的肝細胞癌組織學分級的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非常顯著性意義(p<0.01)，

陽性率高低排列為III級(77.1%)、II級(73.3%)、I級(50%)和IV級(0%)為陰性。    結論  GPC3免疫組化檢測是

肝細胞癌診斷的良好指標，敏感性達72.0%；也是區別瘤旁肝組織和肝轉移癌的鑒別診斷指標，其特異

性達100%。

【關鍵詞】  肝細胞癌；組織芯片；GPC3；免疫組化

Significance of GPC3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EN Jian-ming, YIP Yuk-ching, VONG Heong-ti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E-mail: wenjm@mail.sysu.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glypican-3 (GPC3)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Fourteen tissue microarray paraffin blocks were constructed, which 
comprised 731 samples from hepatic tumors and paratumor tissues, including 357 HCC, 26 cholangiocarcinoma, 
171 HCC adjacent hepatic tissue including cirrhosis, 93 hemangioma adjacent hepatic tissues. 84 carcinomas 
metastatic to liver. GPC3 (Clone 1G12) protein are detected immunohistochemically in all of cases with positive 
controls.   Results  GPC3 protein is positive in 72.0% HCC (270/357 cases), but negative in the rest 374 of non-
HCC cases, including cholangiocarcinoma, HCC adjacent hepatic tissue including cirrhosis, hemangioma adjacent 
hepatic tissues and metastatic carcinomas. GPC3 positive percentag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istological 
grading of HCC(P<0.01), highest in grade 3(77.1%) followed by grade 2(73.3%), grade 1 (50%) and grade 4 
(0%).   Conclusion  GPC3 immunohistochemistry is a valuable diagnostic marker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 sensitivity 72.0%, and a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marker from tumor adjacent hepatic tissue and carcinomas 
metastatic to liver with specificity 100%.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issue microarray; GPC3; Immunohistochemistry

‧臨床研究‧

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人類常見的惡

性腫瘤之一，我國是HCC高發的國家，每年超過10萬人死於

HCC[1]。臨床上，HCC的診斷有賴於血清AFP檢測、影像學和

病理檢查，後者是最可靠的診斷方法。然而，當HCC高分化

時，鏡下有時很難與肝臟其他病變和腫瘤包括轉移癌鑒別。

最近，研究發現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GPC3)免

疫組化檢測是HCC的特異性標記物[2]。本院將GPC3免疫組化

檢測用於肝穿刺活檢HCC診斷，也取得很好的效果[3]。為深入

探討GPC3免疫組化在HCC病理診斷的意義，本文採用大宗肝

腫瘤和腫瘤旁肝組織病例製作組織芯片，進一步檢測GPC3蛋

白免疫組化反應。

材料與方法

一、病例收集

收集澳門鏡湖醫院和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病理科

2008年~2010年的肝臟手術標本共731例，患者年齡3~80歲，平

均36歲，男688例，女49例。所獲得的組織經福爾馬林固定後

石蠟包埋、切片和HE染色。經病理診斷確定HCC357例、膽

管癌26例、HCC癌旁肝組織包括肝硬化171例、血管瘤旁肝組

織93例、肝轉移癌84例，包括轉移性鼻咽癌3例、結腸34例、

胃癌3例、胰腺癌11例、乳腺癌8例、卵巢漿液性囊腺癌8例和

來源尚不清楚的腺癌17例。另外，病例根據診斷需要，進行

HepPar-1、CD34、CK7、CK19、CK20、CEA、ER、PR等免疫

組化染色和嗜銀纖維組化染色，作為HCC、膽管癌或肝轉移

癌診斷的依據。

二、組織芯片製作

根據每例病例的HE形態，在顯微鏡下選定2個取樣位

點，取樣位點含有病變的肝組織。用組織微陣列機(Beecher公

GPC3免疫組化在肝細胞癌診斷的意義

文劍明   葉玉清   黃香婷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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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將所選定取樣位點的組織穿刺，取出直徑0.6mm，長度為

3~4mm含組織的蠟條。另製備一個45mm×20mm大小的受體蠟

塊，將所取的蠟條插入受體蠟塊預先製備的陣列孔中，每個

位點相距0.9mm，每個蠟塊含96個點(12點×8行)。製成的組織

芯片行石蠟連續切片，厚4μm，置於預先矽化好的玻片上，

60℃烤3h，室溫保存備用。

三. 免疫組化

基因芯片的GPC3免疫組化採用HRP多聚體試劑盒(Cat. No. 

87-8963, SuperPicTureTM polymer detection kit. Zymed Laborato-

ries, CA, USA)。人Glypican-3抗體(GPC3，Clone 1G12)購自美國

BioMosaics公司(Cat. No. B0134R)。每例肝穿刺組織切取4μm厚

切片，抗原經pH8.0的3%EDTA高壓鍋煮沸修復處理，然後進行

GPC3免疫組化染色過程。最後DAB顯色，蘇木精複染和中性

樹膠封固。GPC3免疫反應結果分為陰性和陽性，完全沒有顯

色為陰性，胞質中有稀疏棕褐色顆粒狀反應至胞質和包膜有

強烈反應均視為陽性。

四. 統計學分析

採用SPSS10.0軟體對HCC分級與GPC3的免疫反應進行統

計學χ2檢驗。

結 果

GPC3免疫組化僅在HCC呈陽性反應(圖1)。357例HCC中，

270例(72.0%)呈不同程度陽性，100例呈陰性(28.0%)。374例

非HCC病例，包括26例膽管癌、171例HCC癌旁肝組織包括

肝硬化、93例血管瘤旁肝組織、84例肝轉移癌(轉移性鼻咽癌

3例、結腸34例、胃癌3例、胰腺癌11例、乳腺癌8例、卵巢漿

液性囊腺癌8例和來源尚不清楚的腺癌17例)，GPC3全部為陰

性(見表1)。

從表2可見，357例HCC GPC3的免疫反應與組織學分級相

關(P<0.01)，I~IV級HCC的GPC3陽性率分別為50%、73.3%、

77.1%、0%。以中分化的III最高，II級次之。GPC3蛋白陰性表

達的HCC主要見於IV級(100%)和I級(50%)。

 討 論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GPC3)產物是一種細胞

結合蛋白，在細胞增生中有負調節和誘導凋亡作用[4]。因此

GPC3在許多惡性腫瘤包括膽管癌、間皮瘤、卵巢癌、乳腺癌

表達下調[5-8]。然而，在肝臟，GPC3僅在胚胎肝組織中大量表

達，出生後不再具有活性。在HCC，GPC3重新表達。因此，

GPC3被認為是一種胚胎癌基因(oncofetal gene)[9]。GPC3通過啟

動經典Wnt通路，促進Wnts及其信號通路的相互作用而刺激體

內和體外的HCC細胞生長[10]。目前已測到GPC3基因和蛋白祇

在HCC患者血清[11]和癌細胞中表達，在肝細針穿刺HCC診斷的

敏感度和特異性分別達90%和100%[12]，而在肝硬化、肝囊腫、

慢性膽管炎和正常肝為陰性[13, 14]。因此GPC3被認為是HCC的分

子標記物和潛在的生物治療靶點。

本院先前研究肝穿刺活檢的GPC3在HCC診斷的意義[3]，結

果顯示GPC3免疫組化檢測可作為HCC的診斷指標，其敏感度和

特異性分別達80.5%和100%。GPC3也是肝細胞癌與其他肝臟病

變的鑒別指標，許多肝臟病變，包括癌旁肝組織、肝硬化、局

灶性結節性增生、局灶肝細胞異型增生、膽管癌以及常見轉移

癌GPC3均為陰性。本文的研究再次證實了這些發現，在大宗的

病例中，72% HCC的GPC3陽性，而HCC旁肝組織、肝血管瘤旁

肝組織、膽管癌和肝轉移癌均為陰性。另外本院還發現，6例

以前診斷為混合型肝癌的病例，GPC3為陰性，提示某些病理

形態上相似於肝細胞癌的病例，實際上為膽管癌，遇到這些

病例時可用GPC3染色證實。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HCC的GPC3免疫組化都為陽性。陰

GPC-3

反應

肝細胞癌

n (%)

膽管癌

n (%)

HCC癌旁肝組織

n (%)

血管瘤旁肝組織

n (%)

轉移癌

n (%)

 + 257(72.0)

－ 100(28.0) 26(100) 171(100) 93(100) 84(100)

總計 357(100) 26(100) 171(100) 93(100) 84(100)

表1. 731例肝臟腫瘤和瘤旁肝組織GPC3免疫組化反應

GPC-3

反應

例數n

(%) I級n (%) II級n (%) III級n (%) IV級n (%)

 + 100(28.0) 6(50.0) 68(26.7) 19(22.9) 7(100)

－ 257(72.0) 6(50.0) 187(73.3) 64(77.1) 0(0)

總計 357 12 255 83 7

表2. 357例HCC GPC3免疫組化反應與組織分化的關係

統計學檢驗，χ2 = 22.17，P<0.01

組織學分級

圖1. 肝細胞癌組織芯片GPC3免疫組化

圖的左部為5張HCC組織芯片，可以觀察到GPC3陽性位點。圖的中部為5個GPC3陽

性的肝細胞癌病例和1個陰性肝組織病例。圖的右部為3個GPC3陽性的HCC病例進

一步放大，顯示不同組織形態的HCC GPC3陽性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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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病例主要出現在未分化和高分化肝細胞癌，也許未分化

的肝癌細胞不表達GPC3或表達重新喪失，而一些高分化的肝

癌細胞GPC3尚未開始表達。本組全部7例形態上呈肉瘤樣的肝

未分化癌GPC3均為陰性。

目前，GPC3基因在HCC重新啟動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必

要進行該基因的功能和調控研究。如果確定GPC3祇在HCC表

達，那麼GPC3不但可作為HCC診斷的特異性指標，還可以作

為HCC的特異性生物治療靶點。

醫學論文摘要濃縮了整篇論文的主要內容，應包括目的、

方法、結果和結論四個組成部分。

題 目：簡明扼要，表達清晰完整，語言精練。

目 的：1~2句。相對簡要，通常開門見山地交代研究的目

的，並不要求交代本研究的背景和作者的前期研究，但應當足

夠地表達出對本研究目的的內容和本研究的運作前景，表明研

究的範圍和重要性或者新穎性，不能泛泛而談。

方 法：是摘要中最重要的部份，包括材料、方法、以及統

計學方法，其科學性、嚴謹性直接關係到論文的學術水平。

臨床研究論文應當交代：1. 研究的設計方法。如是前瞻

性的還是回顧性的，是描述性的還是對照性的；臨床病例的

收集與分組方法。不應當是簡單地說以多少例某某疾病患者

為研究對象，應當交代清楚病例資料的來源、收集時間、納

入標準、排除標準、病例資料的基本情況、對照組的情況、

健康對照組的來源、分組的依據和標準、分組後各組資料的

可比性情況；2. 對於臨床干預措施或指標的檢測，應當具體

說明干預起止時間和間隔、劑量，檢測樣本採集的時間、部

摘要撰寫要求

位、方法，檢測樣本檢的方法等等。3. 數據處理的統計學方

法(寫明統計方法的名稱)。

基礎研究論文應當交代：1. 實驗的地點，實驗動物的種

屬、樣本數、實驗動物分組的方法、實驗模型制備的方法，模

型成功的標準，如何分組對照，對照組的基本情況；2. 干預的

方法、給藥的劑量和途徑，樣本取材部位和時間，樣本檢驗方

法等；3. 數據處理的統計學方法(寫明統計法的名稱)。

結 果：根據方法部份交代的情況，依序交代結果，要求

寫出結果的主要數據及可信值和統計學顯著性檢驗的確切值。

需要注意的是，陰性結果不要有任何推理和解釋，應該留到下

一部份的結論之中。

結 論：緊扣結果實事求事地進行寫作，要使用避免籠

統套話、猜測語言，可突出新發現的價值和局限，是否可推

薦或推廣。

英文摘要：應該準確地翻 譯 中文摘要，要點不遺漏，用

詞要恰當。一般採用第三人稱的被動語態和一般過去時。 

                                                                （本刊編輯部）

‧讀者 作者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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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解除鼻阻塞的理想手術方法。    方法  根據患者具體病情分別對108例鼻中隔偏

曲和慢性肥厚性鼻炎行個性化手術，鼻中隔偏曲行鼻內鏡下鼻中隔成形術或三線減張鼻中隔矯正術；

慢性肥厚性鼻炎多在鼻內鏡下鼻甲外移術基礎上酌情加下鼻甲等離子消融術或下鼻甲黏膜下切除術及

下鼻甲部份切除術等。    結果  術後隨訪3~12個月，有效率為97.37%，無頭痛，鼻乾等併發症發生。    結

論  手術治療鼻中隔偏曲和慢性肥厚性，鼻腔擴容術為首選方法。

【關鍵詞】  鼻阻塞；鼻中隔；下鼻甲；鼻腔擴容術

Effect analysis on 108 cases of endoscopy nasal cavity surgery expansion
HAO Xiao-min, LIU Shui-ming, CHOI Wai-i, HO Cheok-kuan
Departmemt of Otr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E-mail:kwotohns@yahoo.

com.hk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the ideal operation of lifting nasal obstruc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urgical disease, individualized operation were performed in 108 cases of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DNS) 
and chronic hypertrophic rhinitis (CHR). The main surgical method is based on three line tension relaxing correction 
for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CHR cases were mainly treated by inferior turbinate with fractured-bone removal 
in combination with plasma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volumetric tissue reduction, sub-mucoperiosteous partial 
resection or partial inferior turbinectomy.   Results  All the cases were followed up 3-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effective rate was 93%, symptoms of headache and complication of rhinitis sicca, etc were not appeared.   Con-
clusion  Through attention to keep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nasal mucosa, the integrity of the nasal septum, 
appropriate expansion of the nasal cavity volume, restore ventilation in bilateral symmetry of the nasal cavity, can 
achieve satisfactory results.

[Key Words]  Nasal obstruction; Nasal septum; Inferior turbinate; Nasal cavity surgery expansion

‧臨床研究‧

鼻塞是鼻腔及鼻竇疾病最常見的症狀，其意味着鼻腔出現

了機械阻塞或感覺神經發生異常，鼻腔擴容術[1]是解除鼻阻塞

的重要方法。本院近2年來在鼻內鏡下對鼻中隔偏曲和慢性肥

厚性鼻炎共108例行鼻腔擴容術，資料報告如下。

材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08年5月~2010年5月期間鼻內鏡下對鼻中隔偏曲患者

66例和慢性肥厚性鼻炎患者42例，共108例行鼻腔擴容術，術

前均詳細記錄病史，做鼻內鏡檢查和鼻竇冠狀位元CT 掃描。

男74例，女34例，平均年齡37.90歲，均以鼻塞為主訴，病程

1~6年，平均約3.37年；本組病例慢性肥厚性鼻炎符合以下手

術適應證[2]：

1. 肥大的下鼻甲與鼻中隔黏膜接觸，使用血管收縮劑也不

能有效緩解而引起的鼻阻塞；

2. 下鼻甲骨質肥大或高拱，與鼻中隔接觸或影響了上頜

竇的引流；

3. 下鼻甲息肉樣變，阻塞總鼻道並導致下鼻道大部份或

完全阻塞；

4. 下鼻甲後端肥大或息肉樣變，阻塞1/2以上的後鼻孔，壓

迫咽鼓管口呈水腫狀，同時有鼻咽部分泌物滯留；

5. 懷疑是阻塞性呼吸睡眠暫停低通氣綜合徵的病因之一。

鼻中隔偏曲手術適應證：凡偏曲與鼻腔外側壁接觸、妨礙鼻生

理功能，具有臨床症狀、體徵者，即有手術指徵。

二、手術方法

慢性肥厚性鼻炎：以下鼻甲外移術(T1)為基礎[3]：鼻內鏡

下用剝離子將下鼻甲骨向內上骨折後，再向外壓移位；下鼻

甲肥大，以黏膜下纖維組織增生為主，採用下鼻甲等離子消

融術(T2)：鼻內鏡下用等離子刀頭由前向後刺入減容下鼻甲

游離緣；下鼻甲骨質肥大或高拱，採用下鼻甲黏膜下部分切

除術(T3)：鼻內鏡下在下鼻甲前端作切口，用剝離子游離下

鼻甲骨，酌情切除部分下鼻甲骨；下鼻甲增大以黏膜息肉樣

變為主，總鼻道、後鼻孔大部份阻塞，採用下鼻甲部分切除

術(T4)：鼻內鏡下用剝離子將下鼻甲內上移位後，再用吸切器

或激光將下鼻甲外側、尾部病變黏膜部分切除。

鼻中隔偏曲  與鼻腔外側壁接觸或相近，影響鼻腔通氣，

鼻內鏡下行鼻中隔成形術[4]或三線減張鼻中隔矯正術(S)[5]：處

理生長過程中產生異常張力導致鼻中隔偏曲的曲線，保留四方

鼻內鏡下108例鼻腔擴容術效果分析

郝曉民   劉水明   蔡威儀   何卓君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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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骨，明顯偏曲的四方軟骨在凹面側行網格形劃痕減張。

有些患者一種術式不能完全解除症狀；可根據下鼻甲和鼻

中隔偏曲具體情況幾種術式同時應用。

結 果

一、療效評定標準

顯效：鼻腔通氣良好，停用減充血劑，下鼻甲大小、黏膜

色澤恢復正常，下鼻甲與鼻中隔、鼻底間距在3mm以上，中鼻

甲可見。有效：鼻通氣較術前明顯好轉，偶用減充血劑下鼻甲

與鼻底、鼻中隔間距在3mm以下，黏膜表面不甚光滑，色澤暗

紅色。無效：鼻腔通氣無改善，體徵無變化。

二、結果

108例患者術後均在鼻內鏡下復診，隨訪時間3~12個月，

顯效76例，有效29例，無效3例；術後併發症0例。各種術式

療效比較見表1。

注意處理偏曲對側代償的鼻中隔結節或下鼻甲；鼻中隔結節小

的無需處理，大的可用激光稍削平。處理下鼻甲盡可能採用對

鼻黏膜損傷最小的方法，同一患者針對鼻甲病變的不同類型、

程度，可實行不同的手術方法或幾種手術方法並用，作者多在

下鼻甲外移術基礎上酌情加下鼻甲等離子減容術或下鼻甲黏膜

下切除術及下鼻甲部分切除術等。這樣一來術後恢復快、效果

好，且無併發症，本組病例中有3例下鼻甲骨折外移術後因下

甲骨復位，效果出現反復，提示手術中要準確掌握手術適應

證，處理好下鼻甲骨的病變。

以往手術多注意去除病變結構，而忽視鼻腔生理功能的對

稱性，術後有的患者仍一側鼻塞或頭痛，本院認為頭痛常為反

射性頭痛：因下鼻甲有過濾、加溫、濕潤接受物理化學刺激後

的調節作用[2]，當空氣吸入時，適當的鼻阻力，可限制吸入空

氣的流量，提高鼻血運速度，增加供熱量，鼻腔溫度上升，鼻

甲體積因之膨大，吸收量增加，而提高鼻腔溫度、濕度；另因

受物理化學刺激後鼻黏膜充血腫脹，鼻腔縮小，阻礙有害物質

進入鼻腔，起過濾、清潔作用，從而保證吸入氣體清新，不過

冷、過乾，不會刺激三叉神經；而手術如過度擴大鼻腔容積，

鼻阻力減低，大量氣體通過鼻腔，易直接刺激三叉神經引起反

射性頭痛。 臨床常見鼻中隔偏曲患者，偏曲對側下鼻甲有代償

性肥大或形成鼻中隔結節，均為鼻腔恢復雙側通氣對稱性自身

代償調節產生的結果，這說明雙側通氣對稱性是維護鼻腔生理

功能的基礎，也提示如術中不對稱擴容，術後較寬的一側也會

代償變窄，而達不到預期效果。術後鼻鏡檢查未見機械性阻

塞，而患者仍自覺鼻塞，作者考慮為雙側鼻腔容積不對稱的結

果：鼻腔通氣流大部為層流，層流與鼻腔黏膜接觸面積最廣，

鼻腔雙側同時通氣時，容積較小的一側對比較大的一側勢必感

鼻塞；另因鼻週期鼻腔兩側交替性通氣，當較窄的一側通氣時

較對側也會有鼻阻塞感。本組病例術中注意了鼻腔對稱性處

理，術後未出現此類鼻塞、鼻乾、頭痛等症狀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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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例數

n

陰性

n (%)

有效

n (%)

無效

n (%)

有效率

(%)

S+T1 1 1 (100) 0 (0) 0 (0) 100.0

S+T1+T2 11 6 (54.5) 4 (36.5) 1 (9) 91.0

S+T1+T3 31 20 (64.5) 10(32.3) 1 (3.2) 96.8

S+T4 23 20 (87.0) 3 (13.0) 0 (0) 100.0

T1+T2 16 10 (62.5) 5 (31.3) 1 (6.2) 93.8

T1+T3 12 8 (66.7) 4 (33.3) 0 (0) 100.0

T4 14 11 (78.6) 3 (21.4) 0 (0) 100.0

表1.各種術式療效比較

討 論

鼻腔擴容手術是目前解決上呼吸道阻塞源頭性因素的主

要方法[1]，主要針對鼻中隔和鼻腔側壁結構異常引起的鼻腔阻

塞，手術要充分考慮結構、功能與臨床症狀三者之間關係，糾

正鼻腔病理性改變，調整兩側氣流的對稱性分佈，以維繫正常

通氣功能。鼻腔擴容術應盡可能保護鼻黏膜功能情況下，適當

擴大鼻腔容積，保持正常鼻阻力及鼻心肺反射等重要生理反

射，以避免術後發生空鼻綜合徵[6,7]。因鼻中隔偏曲的類型、

部位以及程度的多樣化，本組病例術中根據患者具體病情實

行個性化手術治療：鼻中隔偏曲採用鼻中隔成形術或三線減張

法，先將鼻中隔四方軟骨分離矯正後，將篩骨垂直板、犁骨、

上頜骨鼻嵴、腭骨鼻嵴與之交錯的部分咬除，對保留的鼻中隔

四方軟骨，在偏曲的凹面側行網格狀劃痕；對偏曲的篩骨垂直

板可骨折，復位中線而不切除；對頑固性高位偏曲，應通過鼻

背皮膚潛行分離，處理骨性和軟骨性鼻錐體[8]，將偏曲部骨折

回位中線，交錯骨質去除，不要單純指望用鼻內填塞壓力來復

位鼻中隔；需盡可能保留骨性支架的完整性，術後既可保持鼻

中隔應有的生物力學支撐性和鼻腔正常的鼻週期，又避免術後

鼻中隔軟弱、鼻背塌陷和鼻中隔穿孔等棘手併發症發生，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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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形態學上診斷乳腺細針吸取細胞學(FNAC)導管病變的最有效和聯合細胞學指

標，從而建立有效的乳腺導管病變的細針吸取細胞學診斷模式。    方法  收集本院6年內的400例有隨訪

活檢結果的乳腺FNAC病例，作回顧性病例分析。按手術組織學結果分為導管上皮非增生性乳腺病變

(104例)，導管上皮增生性乳腺病變(163例)和癌(133例)3組。回顧性分析塗片的60個細胞學指標，對各指

標的評估根據其程度或量採用半定量分級評估。以手術組織學結果為金標準對病變分類，指標分析採用

Logistic多重回歸模型(統計軟件SPSS)和分類樹模型(統計軟件SAS)統計學分析，研究各指標對診斷導管病

變的意義。    結果  1. 400例良、惡性病變組，上皮細胞團中摻雜肌上皮細胞(P<0.05)、上皮細胞排列成大

的細胞團(P<0.05)、上皮細胞排列成小的細胞團(P<0.05)、細胞漿內空泡(P<0.05)和細胞套細胞(P<0.1)為統

計學上有意義的鑒別診斷指標。最重要的鑒別指標為上皮細胞團中有無摻雜有肌上皮細胞。考慮良性病

變的診斷指標為上皮細胞團中摻雜有肌上皮細胞，聯合大量的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團，94.4%為良

性病變，中等至大量的上皮細胞排列成小的細胞團，傾向為增生性病變；考慮癌的診斷指標為上皮細胞

團中無摻雜肌上皮細胞，上皮細胞排列成小的細胞團，細胞漿內空泡和細胞套細胞。上皮細胞團中無摻

雜肌上皮細胞時， 癌佔81.3%。2. 267例良性的導管上皮非增生性和增生性病變組，上皮細胞團中見不

規則的細胞間腔隙(P=0.001)、上皮細胞團成鬆散排列(P<0.05)和細胞核深染(P<0.1)為診斷增生性病變的

有意義指標。兩結構指標在塗片中出現的量越多，越提示為增生性病變，單一出現上皮細胞團中見不

規則的細胞間腔隙，增生性病變佔70.1%，當其為中等至大量時，增生性病變佔82.7%，同時伴上皮細

胞團成鬆散排列，均為中等至大量時，診斷增生性病變的陽性預測價值為87.5%。3. 35例伴不典型細胞

學改變的FNAC病例，活檢結果26例為增生性病變，多為導管上皮增生的纖維腺瘤，極少數為不典型增

生或癌。    結論  乳腺細針吸取細胞學對乳腺病變的診斷，結構指標較細胞指標更重要，聯合指標和對

其量的評估，更可有效地診斷良、惡性病變，良性病變中非增生性和增生性病變；對伴不典型細胞學

改變的病例，應避免誤診為癌，但需作活檢明確診斷。

【關鍵詞】  乳腺；細针吸取細胞學；癌；非增生性乳腺病變；增生性乳腺病變

Cytologic criteria of the breast ductal lesion: diagnosis by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DI Fang, WONG Nim-lai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SAR,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most effective and combined cytomorphologic criteria for breast ductal 

lesion in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FNAC), trying to set up an effective diagnostic model of fine needle aspira-
tion cytology in the breast ductal lesion.   Methods  Total 400 breast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cases with a 
follow-up biopsy-confirmed diagnosis over six years were collected for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y included 104 
non-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s, 163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s and 133 carcinomas based on surgical results. This 
study evaluated 60 cytomorphologic variables for each case, including 4 main categories: cellularity and components, 
natures of background, cellular arrangements and cellular features. Variables were coded as semiquantitative scor-
ing according to their amount or degree. Multipl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classification tree model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significant variables and combined variables predictive of non-proliferative lesion, prolif-
erative breast diseases and carcinoma.   Results  1. Among 400 benign and malignant cases studied, the multipl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selected myoepithelial cells intermingling within the epithelial cluster (P<0.05), large 
epithelial cell cluster (P<0.05), small epithelial cell cluster (P<0.05), cytoplasmic vacuoles (P<0.05) and cell in cell 
(P<0.1) as the effectively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criteria associated with benign and malignant diseases.  Furthermore, 
the classification tree model found that the most useful variable associated with benign lesion is myoepithelial 
cells intermingling within epithelial cluster, combining with the secondary useful variable: large amount of large 
epithelial cell clusters, benign lesion occupied 94.4%; moderate to large amount of small epithelial cell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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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乳腺粗針穿刺活檢(CNB)的出现和逐漸普及应用，關

於乳腺癌的檢測方法，存在粗針穿刺活檢(CNB)更優於细針吸

取细胞學(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FNAC)的倾向。但通过

回顧性研究，發現细針吸取细胞學的診斷準確性，無論是直接

穿刺或影像學引导下的穿刺，都不亞於粗針穿刺活檢，在成

本,組織損傷和快捷診斷方面較CNB更優勝[1]。因此，乳腺细針

吸取细胞學在檢測乳腺病變的益處被再次强調[2,3]。但是乳腺细

針吸取细胞學診斷的準確性和經驗有關[4]，目前乳腺FNAC在診

斷某些細胞异形性不大的癌，伴不典型细胞學改變的病變和區

分良性導管上皮非增生性乳腺病變(non-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NPBD)和導管上皮增生性乳腺病變(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PBD)仍存在困难和局限性，非單一观察指標可解决診斷中的

灰色地帶，尚未建立廣泛認可的最有效指標。我们通过对乳

腺FNAC病例的回顧性研究，以手術組織學结果為金標準進行

分類和分析，希望從眾多交互關聯的觀察指標之中，根據統

計學結果尋找乳腺FNAC鑒别良、惡性病變，診斷乳腺PBD的

最有效和联合指標，明確乳腺FNAC伴不典型细胞學改變的病

變性質和特点，希望能更好地解决乳腺FNAC臨床診斷中的一

些问题，進一步提高乳腺FNAC的診斷準確性和實用性。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收集本院6年內(1996年~2002年)的乳腺FNAC病例共1969例，

選出有組織診斷和隨訪資料的400例乳腺FNAC作回顧性分析。

以手術組織病理診斷為金標準，將400例分為NPBD104例、

PBD163例和癌133例三組，組織診斷標準依照世界衛生組織

乳腺專著[5]。

二、方法

1. 取材：FNAC病例為門診針吸取材，由病理醫生操作，塗

片即時以95%酒精固定，0.06%甲苯胺藍乙醇溶液快速染色，即

時評估，隨後再重新固定，同時脫去甲苯胺藍後再用蘇木精-伊

紅染色。每例FNAC病例製備2~4張塗片。

2. FNAC塗片分析的細胞學指標：400例FNAC塗片，從細

胞量和成份、背景成份、上皮細胞的排列特點、上皮細胞特點

4大類進行分析，共選用60個指標。對指標的分析和評價方式採

用半定量分級評估，除分葉結節狀間質外，背景乾淨度和描述

細胞形態特點指標採用無或有和正常或不正常的二級評估，描

述量和程度指標的分級依靠細胞的密度和在整張塗片中的總量

評價[6]，分別用0、1+、2+、3+代表無，少量(<10%)或輕度，中

等(10%~50%)或中度和大量(>50%)或重度。

(1) 塗片細胞量和成份的評估用細胞量、大汗腺細胞、肌

上皮細胞和上皮細胞團中摻雜的肌上皮細胞量、游離上皮細

胞總量和有無不典型性等指標、其中塗片細胞量標準為：0、

1+、2+、3+分別代表無，<10團上皮細胞，10~30團上皮細胞，

>30團上皮細胞；游離上皮細胞量標準為平均每10×視野下的游

離細胞量(0~10、11~50、51~100，>100/10×視野)。

(2) 背景成份的評估用蛋白液、黏液、壞死、炎症、多核

巨細胞、組織細胞、紅細胞和乾淨度。

(3) 上皮細胞的排列特點的評估用上皮細胞排列成大、小

的細胞團、單層片狀、複雜結構，如三維、緊密、鬆散、重

were indicative of proliferative lesion. Positive presences of no myoepithelial cells intermingling within epithelial 
cluster, small epithelial cell cluster, cytoplasmic vacuoles and cell in cell were suggestive of carcinoma. When no 
myoepithelial cell intermingling within epithelial cluster was observed, carcinoma occupied 81.3%. 2. Among 267 
benign non-proliferative and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s studied, the multipl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classification tree model selected irregular intercellular space within epithelial cluster (P=0.001), loose epithelial 
cluster (P<0.05) and hyperchromasia (P<0.1) a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criteria associated with the 
proliferative lesion. The architectural variables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amount were more important. The more 
presents of irregular intercellular space within epithelial cluster and looser epithelial cluster indicate the higher 
possibility of proliferative lesion. Single variable of irregular intercellular space within epithelial cluster pointed out 
70.1%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s among the total, furthermore when the amount up to moderate to large degree, 
82.7% cases would be a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s. The combined presences of both variables and their amount 
up to moderate to large degree,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diagnose of a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reached to 
87.5%. 3. The biopsy results of 35 lesions with atypical cytological features in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were 
predominant a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26 cases), and most of them were fibroadenoma with ductal hyperplasia. 
But it could occasionally be a manifestation of benign disease with atypical hyperplasia or carcinoma.   Conclusion  
In breast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 the combining evaluation of significant variables and their amounts can 
effectively diagnose benign/malignant and non-proliferative/proliferative lesion. The lesion with atypical cellular 
features should avoid overdiagnosis of carcinoma, but biopsy was indicative.

[Key Words]  Breast;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FNAC); Carcinoma; Non-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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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乳頭、球狀等排列特點、上皮細胞團中有無規則或不規

則的細胞間腔隙等指標。其中上皮細胞團大小的標準為：大

細胞團：最長徑大於1/2的40x視野直徑；小的細胞團：最長徑

小於1/4的40×視野直徑。

(4)  細胞特點的評估：細胞核深染、大小不一、重疊性、

細胞核分級和細胞大小等指標，其中細胞大小：1+(小於或等於

1倍的正常導管上皮細胞大小)、2+(相當於2~3倍的正常導管上

皮細胞大小)、3+(大於或等於3倍的正常導管上皮細胞大小)，

細胞核大小：1+(小於或等於2倍的最大紅細胞直徑)、2+(相當

於3~4倍的最大紅細胞直徑)、3+(大於或等於5倍的最大紅細胞

直徑)，細胞核分級採用三級評估[7 ]。其他細胞形態特點指標，

如細胞形態、邊界、細胞核膜、染色質性質和分佈、細胞漿內

空泡、細胞套細胞、核分裂、核仁和核仁大小等採用二級評

估，其中大核仁為等於或大於1/4的紅細胞直徑。

對400例乳腺FNAC塗片的重新評估分析由兩位高年資病理

專科醫生共同完成。為避免偏性而採用雙盲法，分析者不知道

塗片FNAC和組織診斷。

3. 統計學分析：採用SPSS和SAS統計分析軟體，對細胞學

分級評估指標採用Logistic多重回歸模型和分類樹模型的分析

法。Logistic多重回歸模型找出診斷各類病變的有統計學意義的

鑒別指標，分類樹模型篩選Logistic模型篩出的有交互作用的指

標，直觀顯示篩出的分級指標在各類病變中的頻率分佈，明確

最有效和組合診斷指標的意義。統計分析由中山大學醫學院統

計教研室宇傳華博士協助。

結 果

一、良、惡性病變

本組400例乳腺FNAC病例按手術結果分為NPBD(104例)、

PBD(163例)和癌(133例)三大類，表1顯示Logistic多重回歸模型

評估60個觀察指標對三大類病變的鑒別意義。圖1列出分類樹

模型篩出的鑒別指標及其在診斷三類病變中的作用。

表1和圖1共同顯示區別良、惡性病變的最有效指標為上皮

細胞團中有無摻雜肌上皮細胞(見P值和圖3-1)。分類樹圖1顯示

良性病變的最主要指標為上皮細胞團中摻雜有肌上皮細胞。

268例上皮細胞團中摻雜有肌上皮細胞，良性病變佔90.7%，

惡性病變僅為9.3%。次要有效指標為上皮細胞的排列方式和

其量的多少。考慮良性的指標為大量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

胞團；考慮PBD和癌的指標為中等至大量的上皮細胞排列成

小的細胞團。圖1顯示出聯合指標評估的意義：當上皮細胞

團中摻雜有肌上皮細胞時，若同時大量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

細胞團，94.1%為良性病變；若同時伴中等至大量的上皮細胞

排列成小的細胞團，77.8%為良性病變，且多為上皮增生性病

變，佔良性病變的78.6%。描述癌的指標為上皮細胞團中無摻

雜肌上皮細胞。132例上皮細胞團中無摻雜肌上皮細胞，惡性

病變佔81.8%。其他描述癌的指標：細胞漿內空泡(P<0.05，圖

3-5、圖3-6)和細胞套細胞(P<0.1，圖3~5、圖3~6)，有統計學意

義，但分類樹模型未能篩出。

二、良性病變中導管上皮非增生性和導管上皮增生性病變

本 組 2 6 7 例 乳 腺 F N A C 良 性 病 例 按 手 術 結 果 分 為

NPBD(104例)和PBD(163例)兩大類，表2顯示對60個細胞形態

指標的分析結果，按P<0.1篩選有意義的鑒別指標。上皮細胞

團中見不規則的細胞間腔隙(圖3-2, 3-3)和上皮細胞團成鬆散排

列(圖3-4)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5)。描述細胞異型性的指標:

細胞核深染程度，為相對次要的鑒別診斷指標(0.05<P<0.1)。

圖2顯示診斷PBD的最有效指標為上皮細胞團中見不規則的細

指  標 P值

上皮細胞團中摻雜的肌上皮細胞 0.027

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團 0.040

上皮細胞排列成小的細胞團 0.013

細胞漿內空泡 0.043

細胞套細胞 0.089

表1. Logistic多重回歸模型對400例乳腺FNAC分组病變篩出的鑒別指標

圖1. 肝篩出鑒別良、惡性病變的細胞學組合診斷指標的分類樹模型

(1) 非增生性病變；(2) 增生性病變；(3) 癌；x5：上皮細胞團中摻雜的肌上

皮細胞；x20：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團；x21：上皮細胞排列成小的細

胞團；統計模型分級評價：1、2、3、4分別對應於無、少量(或輕度)、中

等(或中度)和大量(或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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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P值

上皮細胞團中見不規則的細胞間腔隙 0.001

上皮細胞團成鬆散排列 0.022

細胞核深染程度 0.095

表2. Logistic多重回歸模型對267例FNAC良性非增生/增生性乳腺病  
         變篩出的鑒別指標臨床研究

活檢結果 非增生性病變 增生性病變 不典型增生 癌 總數

例數 7 26 1 1 35

表3. 35例伴不典型細胞學改變的FNAC病例的活檢結果

圖3. 乳腺細針吸取細胞學形態

圖3-1為FNAC病例：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團，摻雜有肌上皮細胞 HE染色 高

倍放大 活檢證實為良性非增生性病變

圖3-2為FNAC病例：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團，見不規則的腔隙結構 HE染

色 中倍放大； 左上方小圖為上皮細胞片摻雜有肌上皮細胞的高倍放大 活檢為

良性增生性病變

圖3-3和3-4為同一FNAC病例：圖3-3上皮細胞團見不規則的腔隙結構，圖3-4 細

胞排列鬆散 HE染色中倍放大；活檢為良性增生性病變，見圖3-4中的右上方小

圖HE染色切片 中倍放大

圖3-5和3-6為活檢證實為乳腺癌的FNAC病例，HE染色 高倍放大

圖3-5左、右下圖：細胞套細胞；右上圖：細胞內分泌空泡；左上圖：細胞內

分泌空泡(斜長箭頭所指)和細胞套細胞(水準短箭頭所指)，圖3-6  細胞排列較鬆

散，肌上皮減少，細胞異型性小，但可見細胞內分泌空泡(斜長箭頭所指)和細

胞套細胞(水準短箭頭所指)

圖3-7和3-8為同一病例：圖3-7 FNAC病例：細胞排列鬆散，單獨游離上皮細胞

多，摻雜有肌上皮細胞，呈不典型細胞學改變HE染色高倍放大

圖3-8 手術組織學切片：纖維腺瘤伴普通型導管上皮增生HE染色切片高倍放大

圖2. 篩出鑒別非增生性和增生性病變的細胞學組合診斷指標的分類樹模型

(1) 非增生性病變；(2) 增生性病變；x25：上皮細胞團成鬆散排列；x33：

上皮細胞團中見不規則的細胞間腔隙；x44：細胞核深染；統計模型分級

評價：1、2、3、4分別對應於無、少量(或輕度)、中等(或中度)和大量(或

重度)

(2)
(1)
Total

61.0%
39.0%

100.0%

163
104
267

(2)
(1)
Total

70.1%
29.9%

100.0%

124
53

177

(2)
(1)
Total

43.3%
56.7%

100.0%

39
51
90

(2)
(1)
Total

38.4%
61.6%

100.0%

28
45
73

(2)
(1)
Total

64.7%
35.3%

100.0%

11
6

17

x33

41

(2)
(1)
Total

87.5%
12.5%

100.0%

35
5

40

(2)
(1)
Total

66.7%
33.3%

100.0%

8
4

12

x25

41

x33x44

1 3

(2)
(1)
Total

64.8%
35.2%

100.0%

81
44

125

(2)
(1)
Total

82.7%
17.3%

100.0%

43
9

52

2 4

管上皮普通型增生和1例不典型增生，2例腺病伴導管上皮增

生，1例為腺肌上皮瘤，1例為纖維囊性乳腺病伴導管上皮增

生，1例為管狀癌。

討 論

一、乳腺細針吸取細胞學(FNAC)的形態學研究

本文的研究基於組織診斷結果的金標準對乳腺FNAC病例

作回顧性分類研究，在選擇病例時，為避免偏性，以6年的隨

訪結果和組織診斷結果來證實診斷，避免FNAC假陰性病例和

部分良性病例未及時活檢的情況。

二、乳腺FNAC良、惡性病變的鑒別

乳腺FNAC的首要目的是鑒別良、惡性病變。單靠細胞的

異型性，僅能準確診斷高級別的乳腺癌[8]，當細胞異型性不大

時，病變既可為低級別的癌，也可為增生性病變。近年的研究

顯示，閱片者往往能注意到細胞的輕度不典型性，包括核的輕

度異型性和核深染等，但並不能將之準確歸類和過低報告該類

病變的異常[9]。我們發現描述單一細胞異型性的指標存在診斷

局限性，其對鑒別良、惡性病變的貢獻不如描述結構特點的指

標。乳腺良性病變FNAC的最有效診斷指標是上皮細胞團中摻

雜有肌上皮細胞和大量的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團(表1和

胞間腔隙，其次為上皮細胞團成鬆散排列，並與Logistic多重回

歸模型的P值吻合。177例上皮細胞團中可見不規則的細胞間腔

隙，70.1%為PBD，當其為中等至大量時，82.7%為PBD。聯合

判斷，當中等至大量的上皮細胞團中見不規則的細胞間腔隙和

上皮細胞團排列鬆散時，診斷PBD的陽性預測價值為87.5%；若

塗片中的上皮細胞團未見不規則的細胞間腔隙結構，可用細胞

核深染程度判別，有細胞核深染，傾向於PBD，佔64.7%。

三、伴不典型細胞學改變的乳腺病變

本組資料中，伴不典型細胞學改變的FNAC病例(圖3-7)共

35例，對應組織診斷結果(見表3)：良性病變34例，其中PBD佔

76.5%, 30例為纖維腺瘤，包括7例無導管上皮增生，22例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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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肌上皮細胞對診斷良性病變的意義一直受強調，但以

往未重視其出現的方式。塗片上的遊離肌上皮和病變性質、癌

有無浸潤正常的組織及穿刺時有無觸及周圍正常的組織有關，

因此我們未將其列入有統計學意義的診斷指標。Koss[10]提出在

診斷時對塗片有存在肌上皮細胞的評估要特別小心。游離肌上

皮細胞可出現在相當部分的癌塗片中，缺乏診斷良性病變的特

異性，但若觀察肌上皮細胞有無摻雜在上皮細胞團中，則對鑒

別良、惡性病變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分類樹顯示，上皮細胞

團中未見摻雜肌上皮細胞時81.8%為癌，上皮細胞團中摻雜有

肌上皮細胞時90.7%為良性病變。

鑒別良、惡性病變的另一有意義的觀察指標為上皮細胞團

的排列特點，需綜合觀察其在塗片中出現的量和以何種排列方

式為主。特別是當細胞異型性不大時，細胞團的大小會對診斷

有貢獻[11]。上皮細胞團的大小反映了細胞的黏著力和排列的緊

密性，當大量的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團，傾向為良性病

變。實際診斷時需同時重視多個結構指標和細胞指標的觀察，

而反映細胞的排列模式和細胞與細胞間關係的結構特點的指標

及其量的多少顯得更為重要。綜合有意義指標的共同判斷和評

估其塗片中的量，才可提高診斷的準確性，如分類樹顯示上皮

細胞團中摻雜有肌上皮細胞同時大量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

團，94.1%為良性病變。

乳腺FNAC鑒別良、惡性病變的困難性往往體現在“灰色

地帶”的病例。該類病例存在良、惡性病變的交叉特點。例

如塗片中上皮細胞的排列以小的細胞團為主，同時伴有摻雜

肌上皮細胞的細胞團量減少時，分類樹顯示該類病變活檢結

果多為良性病變，以增生性病變為主，但也可為癌，診斷上

會有困擾。細胞特點的觀察除注意細胞的異型性外，某些表

現細胞特殊形態結構特點的指標：細胞漿內分泌空泡和細胞

套細胞對診斷癌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上述兩指標在癌塗片中

出現的頻率偏低和偶可在良性病變中出現，但在實際診斷工

作中應更重視其在塗片中出現的意義。報導認為細胞漿內分

泌空泡為診斷癌的重要發現[12]。在FNAC塗片無明確良性病變

的特點，且細胞的異型性不大時，仔細觀察細胞有無上述兩

特點對診斷癌尤為重要。

三、良性病變中上皮細胞非增生性和增生性病變的鑒別 

乳腺FNAC中，明確良、惡性病變是首要目的，正確地區

分良性NPDH和PDH也十分必要。乳腺上皮增生性病變發展為

乳腺癌的危險性較非增生性病變高1.5~4.5倍。準確鑒別NPBD和

PBD，一直是乳腺FNAC診斷的難點。由於增生性病變是形態

學上非增生病變至原位癌的連續過程，存在重疊性，至今尚

無廣泛接受和證實最有效的細胞形態學指標區分二者[6,13]。已

往診斷乳腺PBD首先強調的FNAC標準為細胞的特點，如細胞

不典型性、細胞核大小和有無核仁等；也關注細胞量的豐富

程度和細胞團的某些排列特點，如細胞團的三維結構，乳頭

狀，腺泡狀和球狀結構等。對於前者，Sneige[14]認為結構特點

較細胞特點對診斷PBD更為重要。我們認同其觀點。統計分析

證實，PBD最有意義的診斷指標為結構指標：首要指標是上皮

細胞團中見不規則的細胞間腔隙，次要指標為中等至大量的上

皮細胞團成鬆散的排列和再次要的為細胞核深染。這反映出增

生性上皮多表現上皮細胞的橋間連接、細胞黏合性較差和可出

現反應性的細胞異型性。而對於後者，我們的研究顯示豐富的

細胞量在NPBD和PBD均可出現，塗片中細胞量的多少與病變

的性質和採樣的方法有關，而乳頭狀和球狀等結構雖在增生

性病變中出現為多，但在塗片中出現的頻率低，因此不能作

為有統計學意義的鑒別指標。在FNAC塗片中增生性病變多表

現為細胞豐富，但塗片中單獨出現細胞豐富在組織診斷中卻

並不一定就是增生性病變。因此在診斷中，不能依靠細胞量

判斷病變是否為增生性病變，更要依靠結構和細胞的特點作

綜合判斷，以上皮細胞團中見不規則的細胞間腔隙和中等至

大量的上皮細胞團成鬆散的排列為最主要依據。這兩個結構

指標在塗片中出現得越多，越提示為增生性病變，當均為中

等至大量時，診斷增生性病變的陽性預測價值為87.5%。聯合

分析可提高增生性病變診斷的準確性，輔以細胞核的異型性

這一特點指標可幫助最終診斷。

四、乳腺FNAC伴不典型細胞學改變的病變的診斷問題

乳腺FNAC引起診斷困難的病變也包括伴不典型細胞學改

變的病變。不典型細胞學改變為塗片中有肌上皮細胞，但上

皮細胞團細胞核增大、重疊、染色質增粗，上皮細胞排列鬆

散，單獨游離細胞多。按此標準，本組35例伴不典型細胞學

改變的病例，活檢結果顯示多為良性病變，22例診斷為纖維

腺瘤伴導管上皮增生。Dawson[15]等指出伴不典型細胞學改變

的病變多為纖維囊性乳腺病和纖維腺瘤，這是良性旺熾性增

生在FNAC中的表現。我們認為，伴不典型細胞學改變的病變

同時具有良性病變和增生性病變的最有效的細胞學指標是：背

景中等至大量肌上皮細胞、上皮細胞團中摻雜肌上皮細胞、大

量上皮細胞排列成大的細胞團、中等至大量的上皮細胞團排列

鬆散和游離上皮細胞多。組織診斷多為良性增生性病變。少量

上皮細胞的異型性並不一定代表惡性。在細胞團中出現細胞大

小不一和部份細胞異型性往往是增生活躍的乳腺病變的表現。 

Silverman等[16]指出，單靠細胞特點和不典型性，FNAC不能可

靠地區別增生、不典型增生和癌。當乳腺FNAC塗片中出現反

應性的不典型細胞，表現為核增大、細胞染色質細伴小核仁

以及上皮細胞團摻雜肌上皮細胞、細胞團中見不規則腔腔隙

和細胞團排列鬆散等良性和增生性病變的特點時，應避免誤

診為癌。但對該類病變亦需認識到，特別是當良性細胞學特

徵不明顯時，少數情況可能是惡性病變或良性病變伴不典型

增生，均應做組織診斷。

五、乳腺FNAC診斷導管病變的綜合模式



16 Journal of Kiang Wu Hospital, Dec 2010, Vol 10. No.1鏡湖醫學2010年12月第10卷第1期

fine-needle aspirates from breast carcinoma. Lancet, 1994; 343:947-949.

Stanley MW, Henry-Stanley MJ, Zera R. Atypia in breast fine-needle aspiration 

smears correlates pooly with the presence of a prognostically significant proliferative 

lesion of ductal epithelium. Hum Pathol, 1993; 24(6), 630-635.

Bulgaresi P, Cariaggi MP, Bonardi L, et al. Analysis of morphologic patterns of 

fine-needle aspiration of the breast to reduce false-negative results in breast cytology. 

Cancer, 2005; 105(3):152-157.

Koss LG. Comment on: Cytological criteria for the diagnosis of intraductal diagnosis 

of intraductal hyperplasia,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and invasive carcinoma of the 

breast. Diagn Cytopathol, 2005; 33(3):219.

Yokoyama T, Kawahara A, Kage M, et al.  Image analysis of irregularity of cluster 

shape in cytological diagnosis of breast tumor: cluster analysis with 2D-fractal dimen-

tion.  Diagn Cytopathol, 2005; 33(2):71-77.

Bondeson L, Lindholm K.  Prediction of invasiveness by aspiration cytology applied 

to nonpalpable breast carcinoma and tested in 300 cases. Diagn Cytopathol, 1997; 

17(5):315-320.

Frost AR, Aksu A, Kurstin R, et al.  Can non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and prolifera-

tive breast disease without atypia be distinguished by fine-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Cancer, 1997; 81(1):22-28.

Sneige N, White VA, Katz RL, et al. Ductal carcinoma-in-situ of the breast: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of 12 cases. Diagn Cytopathol, 1989; 5(4):371-377.

Dawson AE, Mulford DK, Sheil LA. The cytopathology of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Comparison with features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Am J Clin Pathol, 

1995; 103(4):438-442.

Silverman JF, Masood S, Ducatman BS, et al. Can FNA biopsy separate atypical 

hyperpasia,carcinoma in situ and invasive carcinoma of the breast?: Cytomorphologic 

criteria and limitations in diagnosis. Diagn Cytopathol, 1993; 9(6):713-728.

狄方, 王念黎. 免疫組織化學標記物在乳腺細針吸取細胞學鑒別診斷中

的意義. 中華病理學雜誌, 2006; 35(12):738-743.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Ballo MS, Sneige N. Can core needle biopsy replace fine-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in the diagnosis of palpable breast carcinom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24 women. 

Cancer, 1996; 78(4):773-777.

Ariga R, Bloom K, Reddy VB, Kluskens L, et al. Fine-needle aspiration of clini-

cally suspicious palpable breast masses with histopathologic correlation. Am J Surg, 

2002; 184(5):410-413.

He Q, Fan X, Yuan T, et al. Eleven years of experience reveals that fine-needle aspira-

tion cytology is still a useful method for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breast carcinoma. 

Breast, 2007; 16(3):303-306.

Feoli F, Paesmans M, van Eeckhout P.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of the breast: 

impact of experience on accuracy, using standardized cytologic criteria. Acta Cytol, 

2008; 52(2):145-151.

Tavassoli FA, Devilee P.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f tumour. Pathology and genet-

ics tumours of the breast and female genital organs. Lyon: IAPC Press, 2003.

Frost AR, Tabbara SO, Poprocky LA, et al. Cytologic features of proliferative breast 

disease: a study designed to minimize sampling error. Cancer, 2000; 90(1):33-40.

Robinson IA, Mckee G, Nicholse A, 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cytologic grading of 

參 考 文 獻

[1]

[2]

[3]

[4]

[5]

[6]

[7]

以組織診斷為金標準分析, 我們提出鑒別良、惡性病變，

良性病變中導管上皮非增生性和導管上皮增生性乳腺病變的有

效觀察指標中，結構指標尤為重要，同時觀察指標在塗片中的

量比並聯合指標進行評估。若單從形態學觀察鑒別某些難診斷

的癌和良性病變仍有困難時，可在塗片或沉渣細胞塊切片中加

作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幫助診斷。Cyclin D1陽性，C-erbB-2強陽

性和34βE12完全陰性為癌的標誌，它們之間的最佳組合方案

為：CyclinD1和34βE12[17]。

申請項目                                                                     申請科室                   項目負責人 基金申請編號

鼻咽癌調強放射治療的療效分析                                       放療中心              肖光莉                069/2009/A3

Glypican-3作為肝細胞癌診斷指標和治療靶點的研究         病理科              葉玉清                068/2009/A3

心臟病人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局部非壓碧法的效果研究       護理部              梁立彤                002/2010/A

澳門健康成人氣道阻力正常值                                       內科              張曉戰                014/2010/A

神經調制技術在神經源性痛治療中的應用研究         麻醉科              蔣勁                003/2010/A

鏡湖醫院獲得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資助的科研項目

‧ 消  息 ‧



17Journal of Kiang Wu Hospital, Dec 2010, Vol 10. No.1鏡湖醫學2010年12月第10卷第1期

【摘要】  目的   探討兒童泌尿道感染常見致病菌的構成及耐藥特徵，為臨床合理選用抗菌藥物提供依

據。    方法  對資料完整71例泌尿道感染患兒進行回顧性分析，用K-B法進行藥敏分析，並按NCCLS標準

判斷細菌耐藥性。    結果  病原菌以革蘭氏陰性桿菌為主，大腸埃希菌佔50.7%，革蘭氏陽性菌佔15.5%；

尿培養前3位致病菌分別為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葡萄球菌。    結論  大腸埃希菌仍是住院兒童泌

尿道感染的主要致病菌，革蘭氏陽性菌感染增多，細菌耐藥現象普遍；重視泌尿道感染病原菌檢測，以

藥敏試驗選用抗菌藥物進行治療十分重要。

【關鍵詞】  泌尿道感染；致病菌；抗菌藥物

Analysis of the common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drug resistance in children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Kiang Wu Hospital

HUANG Kai-feng, YAO Jing, CHEN Yan, SHI Ying, SONG Dong-qi
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s and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i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among children in our hospital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optimal selection of antibiotics by clinician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71 cases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
tively. Kirby-Bauer Method was employed,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NCCLS standard.   
Results  Gram-negative bacilli outweighed other pathogens. Escherichia coli accounted for 50.7%, Gram-positive 
bacteria accounted for 15.4%. Bacterial culture traced three major pathogens, namely, Escherichia coli,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Staphylococci.   Conclusion  Escherichia coli attributed to the majority of urinary tract infec-
tions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There is a trend of increased proportion of Klebsiella and other enterobacteria.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pathogens are resistant to antibiotics, some of which are multi-resistant strains.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select antibiotics according to drug sus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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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泌尿道感染包括尿道炎、膀胱炎、腎盂腎炎等；是一種臨

床常見多發病。隨著治療所用抗生素種類不斷更新，泌尿道感

染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呈上升趨勢。國內有文獻報導 [1] 泌尿

道感染佔醫院感染的10.9%，居醫院感染的第3位。本資料通

過分析兒童泌尿道感染致病菌及藥敏敏感情況，以利於臨床

合理使用抗菌藥物。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院2004年7月~2008年12月收住院清潔中段尿培養陽性的

泌尿道感染患兒，男性31例；女性40例；男女比例1：1.29。

<1歲54例；1~3歲14例；4~7歲 3例。診斷均符合泌尿道感染的

診斷標準[2]。

二、實驗方法

按NCCLS(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化委員會)標準。清潔中段

尿細菌培養和藥敏試驗分別採用M-H平板和K-B法。

結 果

一、致病菌的分佈

兒童泌尿道感染致病菌分佈情況(見表1)。

兒童泌尿道感染常見致病菌及其耐藥性分析

黃凱風   姚荊   陳彥   施穎   宋冬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革蘭氏陰性菌 例數 n (%) 革蘭氏陽性菌 例數 n (%)

大腸埃希菌 36 (50.7) 金黃色葡萄球菌 2 (2.8)

肺炎克雷伯菌 9 (12.7) 溶血性葡萄球菌 2 (2.8)

奇異變形桿菌 6 (8.5) 白色葡萄球菌 2 (2.8)

產氣腸桿菌 1 (1.4) 腐生葡萄球菌 1 (1.4)

陰溝腸桿菌 2 (2.8) 屎腸球菌 1 (1.4)

銅綠假單胞菌 2 (2.8) 糞腸球菌 1 (1.4)

液化沙雷菌 1 (1.4) 無乳生鏈球菌 1 (1.4)

弗氏檸檬酸菌 2 (2.8) 麻疹攣生球菌 1 (1.4)

合計 59 (83.1) 合計 11 (15.5)

其他(白色念珠菌) 1 (1.4)

表1. 兒童泌尿道感染致病菌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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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藥物

n 耐藥株數 n (%) n 耐藥株數 n (%) n 耐藥株數 n (%)

阿莫西林 36 14 (38.9) 9 2 (22.2) 7 3 (42.9)

苯唑西林 36 7 2 (28.6)

氧哌嗪黴素 36 10 (27.8) 9 2 (22.2) 7 1 (14.2)

頭胞唑林 36 8 (22.2) 9 4 (44.4) 7 1 (14.2)

頭胞呋肟 36 5 (13.9) 9 3 (33.3) 7 2 (28.6)

頭胞他啶 36 7 (19.4) 9 4 (44.4) 7 2 (28.6)

頭胞曲松 36 7 (19.4) 9 4 (44.4) 7 1 (14.2)

慶大黴素 36 14 (38.9) 9 1 (11.1) 7 3 (42.9)

阿米卡星 36 2 (5.6) 9 0 (0) 7 2 (28.6)

立克菌星 36 1 (2.8) 9 0 (0) 7 1 (14.2)

環丙沙星 36 2 (5.6) 9 0 (0) 7 3 (42.9)

左氧氟沙星 36 3 (8.3) 9 0 (0) 7 3 (42.9)

萬古黴素 36 9 7 0 (0)

亞胺培南 36 0 (0) 9 0 (0) 7 0 (0)

美羅培南 36 0 (0) 9 0 (0) 7 0 (0)

厄他培南 36 0 (0) 9 0 (0) 7 0 (0)

吳倩, 黃長武, 聶紅, 等. 泌尿道感染菌分佈及耐藥性分析. 重慶醫科大

學學報, 2004; 29(1):83-85.

楊霽雲. 小兒腎臟病基礎與臨床.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0;351-355.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as.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Twelfth informational supplement (M100-S12). 

NCCLS, 2002; 23-75.

Chow JW, Fine MJ, Schales DM, et al. Nitrobacteria bacteremia:clinical features 

and emergenc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during therapy. Ann Intern Med, 1991; 

115(98):585-590.

胡必傑, 陳雪華, 才妹, 等. 醫院感染菌對12種抗菌藥物藥敏結果與評價. 

中華醫院感染學雜誌, 1999; 9(2):118-120.

參 考 文 獻

[1]

[2]
[3]

[4]

[5]

二、臨床常用抗菌藥物對致病菌進行藥敏試驗，對尿培養

前3位致病菌進行抗菌藥物耐藥性分析(見表2)。

討 論

兒童泌尿道感染臨床表現多種多樣，從中段尿培養結果

來看，臨床仍以革蘭氏陰性桿菌為主，佔83.1%，革蘭氏陽

性菌比例有所上升，佔15.5%。本組資料以大腸埃希菌培養

率最高，佔分離率50.7%；與10年前文獻[3]報導大腸埃希菌佔

80%~90%的構成已有很大差異。

從致病菌藥敏試驗分析中可見，以前常用的抗菌藥物有多

重耐藥性，對青黴素類及第一代頭孢類抗菌藥物耐藥性明顯，

臨床不宜選用；對第二、三代頭孢類抗菌藥物比較敏感，這與

國內外報導相一致[4]。致病菌產生耐藥性的機理主要有滅菌酶

的產生，細胞膜通透性的改變，抗菌藥物作用靶位的改變，細

菌代謝途徑的改變，細胞壁中結合部位的改變等[5]。本組資料

中革蘭氏陰性菌對一些常用的抗菌藥物包括β-內酰胺類抗菌

藥物均有較高的耐藥性，這可能與超廣譜β-內酰胺酶的產生

和外膜蛋白變化造成通透性改變有關，而碳青酶烯類抗菌藥

物對此類革蘭氏陰性菌保持高度敏感，可能與其易進人細菌

外膜並有特殊的膜通透性，與所有青黴素結合蛋白尤其是結

合蛋白II有較強的親和力及對β-內酰胺酶高度穩定有關。本

組資料顯示碳青酶烯類的亞胺培南、美羅培南、厄他培南對

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大腸埃希菌敏感率為100%。故碳青酶烯

類抗菌類藥物可作為治療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大腸埃希菌感

染的首選藥物。

在革蘭氏陽性球菌中，以葡萄球菌為最多，為本組致病

菌第3位，佔9.6%。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可根據藥敏試驗結

果單一選藥或聯合用藥，通常選用阿莫西林或加用阿米卡星

或立克菌星。但氨基糖甙類、喹諾酮類在兒科應用受一定限

制。本組資料同時顯示萬古黴素耐藥率為零；故危重患兒可

選用萬古酶素，但要避免把萬古黴素做為常規治療葡萄球菌

感染的首選藥。由於樣本數量偏少，有待樣本數量增多而重

新評估。另外，本組資料有1例真菌致泌尿道感染，可能與抗

生素使用過長或二重感染相關。

 總之，革蘭氏陰性桿菌，特別是大腸埃希菌仍然是兒童泌

尿道感染的主要致病菌，近年其他致病菌如葡萄球菌比例有所

增加，且耐藥增多。臨床應重視細菌的耐藥性問題並及時掌握

致病菌的變化，針對性地選擇有效的抗菌藥物。對臨床疑似泌

尿道感染的小兒需及時做中段尿細菌培養，根據藥敏，合理選

用抗菌藥物，防止用藥的盲目性。

表2. 兒童泌尿道感染致病菌耐藥性分析結果

大腸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 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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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尿激酶在血透患者永久導管血栓形成後的溶栓效果。   方法  使用尿激酶(5000iu/

ml)局部封管溶栓30~60min，觀察了導管溶栓前後動脈端血流量、靜脈端壓力狀態的改變以及溶栓治療的

不良反應。    結果  20例患者、61例次、70個管腔內的尿激酶溶栓治療，動脈管腔溶栓成功47例(78.33%)。

靜脈管腔溶栓成功9例(90%)，總體溶栓成功率80%，未發現任何出血、過敏等副作用。    結論  應用尿激酶

對永久導管血栓形成進行溶栓治療，效果好，安全性高，對恢復導管的功能和通暢性有很好的效果。

【關鍵詞】  尿激酶；血液透析；永久導管

Application of urokinase in the treatment of thrombosed permanent catheter of dialysis patient
HUN Wai Chan, AO Ieng Chi Wa, TSAI Tsung Yang, IONG Iok In, XIAO Hong
Departmemt of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Retrospectively study the thrombolytic effect of urokinase in the treatment of throm-

bosed permanent catheter of 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Diluted urokinase (5000iu/ml) was instilled in throm-
bosed catheter for 30-60min, observed the change of arterial lumen blood flow and venous pressure in venous 
lumen during dialysis before and after the thrombolytic treatment. Side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 were also recorded.   
Results  Of 20 cases with 61 times and 70 lumens of thrombolytic treatments, 78.33% arterial lumen restored 
sufficient blood flow and 90% venous lumen pressure dropped to normal range to ensure an effective and fluent 
dialysis. The overall successful rate of thrombolytic treatment was 80%. No complication was recorded.   Conclu-
sion  Intracatheter thrombolysis treatment with urokinase is highly effective and safe in restoring the patency of 
occluded permanent catheter among hemodialysis patients.

[Key Words]  Urokinase; Hemodialysis; Permanent Catheter

‧臨床研究‧

血管通路是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線，保持通暢的血管通路

是進行有效血液透析治療的基本前提。中心靜脈永久性導管是

目前臨床使用的重要的血液透析血管通路之一。導管內血栓形

成是導致永久導管功能不良或失功最常見的原因之一。近年

來，有研究顯示：導管內使用尿激酶進行溶栓治療可以有效地

恢復導管的通暢，以滿足血液透析對血流量的要求[1]。血液透

析中心自去年7月份開始應用尿激酶進行永久導管溶栓治療，

現將臨床使用療效及結果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09年7月~2010年6月期間，使用尿激酶進行溶栓治療的血

液透析患者20例，其中男7例，女13例，年齡49~94歲，平均年

齡70.15±12.49歲。原發病情況：糖尿病15例、高血壓病2例、慢

性腎小球腎炎2例、梗阻性腎病1例。18例透析3次/周，1例透析

2次/周，1例透析4次/周。

所有病人均為右側頸內靜脈留置帶袖套、建立隧道的

雙腔永久導管。永久導管的類型有2種，其中11例使用美國

KENDALL HEALTHCARE公司生產的 Mahurkar Cuffed Catheter, 

9例使用美國SPIRE BIOMEDICAL公司生產的Pourchez Retro 

Silicone Twin Lumen Chronic Hemodialysis Catheter。兩種導管的

尿激酶在血液透析患者永久導管血栓形成中的應用

彭莉   禤偉振   歐陽梓華   蔡宗仰   容旭燕   蕭浤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腎內科

材料均為矽膠。

所有永久導管採用純肝素封管，封管量根據導管上A、V管

的容量決定，即在A、V管容量標識的基礎上各增加0.1ml。

二、方法

溶栓對象納入標準  透析開機前使用注射器反覆抽吸導

管，不能順利回抽或注入; 或者透析開機後動脈管腔血流量

≦100ml/min或靜脈管腔壓力≧300mmHg。上述情況發生時，

首先進行各種體位調整排除因體位所導致的位置性阻塞，必要

時行X線檢查排除導管移位或機械性阻塞(如皮下隧道扭轉、導

管折曲等)，確定導管內血栓形成。

溶栓禁忌指徵  導管合併急性感染狀態；一周內有活動性

出血事件如手術、器官組織活檢、消化道出血等；以及難以

控制的高血壓狀態，暫不進行溶栓治療。

尿激酶溶栓方法：尿激酶為中國廣東天普生化醫藥股份有

限公司生產，劑型為50000iu/支。根據2006年NKF-K/DOQI血管

通路的臨床實踐指南[2]，永久導管尿激酶溶栓步驟如下：

1. 用10ml生理鹽水將稀釋尿激酶至濃度為5000iu/ml待用；

盡量吸出導管內肝素；

2. 用3ml注射器，抽取永久導管封管所需之容量的稀釋尿

激酶，緩慢注入並充滿導管腔；

3. 15分鐘後注入生理鹽水0.3ml，使尿激酶到達導管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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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0分鐘後抽吸導管內全部尿激酶。必要時以上步驟可

重複2~3次。

觀察指標  導管留置時間、溶栓前後導管動脈端的血流

量，導管靜脈端的壓力，以及溶栓後副作用觀察，包括：口

腔黏膜出血、導管局部出血、消化道出血以及皮膚過敏等。

溶栓成功指標：溶栓後動脈管腔血流量≧180ml/min, 靜脈管腔

壓力≦150mmHg。

三、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採用均數±SD表示，溶栓前後均數比較採用t檢

驗，P<0.05有統計學差異。

結 果

一、溶栓效果觀察

永久導管留置時間距離首次血栓形成時間為1~1108天，平

均260.45±301.19天。20例患者總共進行了61例次，70個管腔的

溶栓，其中動脈管腔溶栓60例次，9例次動靜脈管腔同時溶栓，

單純靜脈管腔溶栓1例。動脈管腔溶栓前血流量為20~150ml/

min，平均82.83±33.60 ml/min；溶栓後血流量為100~230ml/min，

平均185.17±25.34ml/min，溶栓前後動脈管腔血流量相比較有

顯著差異(P=0.01)；靜脈管腔溶栓前靜脈壓力270~400mmHg，

平均310±36.71mmHg，溶栓後壓力為71~240mmHg，平均

121.8±45.88mmHg，溶栓前後靜脈管腔壓力相比較有顯著性差

異(P=0.001)。動脈管腔溶栓成功47例，成功率78.3%(47/60)，

靜脈管腔溶栓成功有9例，成功率90.0%(9/10)，以管腔計，溶

栓總體成功率為80.0%(56/70)。

二、不良反應

本次臨床研究中使用上述尿激酶溶栓方法，沒有患者出現

任何情況的出血及過敏反應。

三、隨訪結果

本研究中共20例患者61例次溶栓，有8例患者一次性溶栓後

未再有導管栓塞；有12例患者53例次發生再栓塞(86.89%)，再次

栓塞時間為溶通後0~151天，平均22.95±29.39天。其中有2例患

者先後分別進行多達13次和14次的反覆導管溶栓治療。

討 論

由於澳門醫療福利制度的改善和血液透析技術的發展，

血液透析患者長期生存率明顯提高。血液透析患者的原發病

因也發生變遷，高齡患者、糖尿病腎病及高血壓動脈硬化患

者比例明顯增加，這些患者自身血管條件差，難以建立以自

身動靜脈為基礎的血管通路(如動靜脈內瘻或血管移植)，或

者患者不能耐受內瘻引起的心臟負荷增加的時候，帶袖套、

建立皮下隧道的長期中心靜脈留置導管(永久導管)作為一種

過渡性或長期的血管通路，在血液透析人群中使用的比例逐

年增加[3]。本中心2008年的透析資料顯示[4]，透析患者的平均

年齡為59.45±14.87歲，糖尿病所佔比例為24%，而本組患者的

平均年齡高達70.15±12.49歲，糖尿病所佔比例也高達75%。本

中心2008年的永久導管使用率為7.6%，2010年6月底的數據顯

示永久導管的使用率已上升到14.5%，而北美的透析登記報告

顯示永久導管使用率更高，為18%~19%[5,6]。永久導管使用率

的上升可能與澳門透析人群中高齡患者、糖尿病患者比例高

有關，未來還將有可能進一步增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糖尿病患者不僅導管使用高，導管發生栓塞或反覆栓塞的幾

率也很高，本研究中有兩例患者分別進行了多達13次和14次

的導管溶栓治療，均為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由於長期的

高血糖狀態，體內糖基化終產物(AGEs)、自由基及脂質過氧

化增多，使紅細胞彼此發生交聯，導致血液黏度升高、血流

阻力增大；同時有研究顯示：糖尿病患者凝血功能指標如PT、

APTT縮短，纖維蛋白原增高，提示高凝狀態的存在。纖維蛋白

原附著於紅細胞表面改變了其表面電荷性質，導致紅細胞間靜

電斥力減少，而聚集力增加，亦使紅細胞相互聚合成串狀，進

而誘導血栓形成[7]。

與其他血管通路相比，永久導管的優點有：留置後可立

即使用，無內瘻成熟期；不存在動-靜脈分流,不加重心臟的負

擔；透析時不需要穿刺，減少了病人痛苦；雙腔開口均在頂

端，留置位深, 有利於保證充足的血流量又減少再循環；使用

滌綸套埋於皮下可防止細菌感染及導管移位脫位；保留時間

相對較長,有報導長期導管使用可達5年以上[8]，本組20例患者

中留置導管最長者也達到1108天。儘管如此，永久導管實際

上並不永久，通常此類導管一年的開放率僅有30%~74%[9]，導

致永久導管功能不良或喪失的首要原因是導管內血栓形成[10]，

血栓形成部位和原因有[11]：

1. 管腔內血栓：導管內封管肝素量不足，血液反流入導

管腔內所致；

2. 導管尖部血栓：封管肝素從導管尖部或側孔流失導致

尖部血栓形成；

3. 靜脈內附壁血栓：由於留置導管過程中，導管對血管壁

及血管內皮細胞的損傷，造成與血管壁緊密黏連的血栓；

4. 纖維蛋白鞘：在血液流經導管時，纖維蛋白逐漸沉積在

導管內壁，形成一層包裹在導管內壁或周圍形成纖維蛋白鞘。

對於這些情況，推薦的治療方法有：組織纖溶酶原啟動物或尿

激酶溶栓治療；勒除器進行纖維蛋白鞘剝離；或導絲引導下導

管更換術。鑑於治療的風險及成本，最簡單有效的首選方法就

是對導管進行溶栓處理[12]。

近年來，有不少國內外的文獻報導應用纖維蛋白溶酶治療

血液透析患者動靜脈內瘺、移植血管及深靜脈留置導管血栓，

獲得較理想的療效[13]。常用的纖維蛋白溶酶包括鏈激酶、尿激

酶及組織纖維蛋白溶酶啟動劑等。其中鏈激酶由於過敏反應

多，藥物耐藥性多等原因，臨床上已基本停止使用；纖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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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溶酶啟動劑由於價格昂貴，限制了其在臨床上的廣泛使用。

尿激酶由於價廉，副作用少，而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尿激酶

是一種絲氨酸蛋白酶，由人腎小管上皮細胞分泌產生，作用於

內源性纖維蛋白溶解系統，能特異裂解血漿中纖溶酶原精氨酸

與纈氨酸間的肽鍵，啟動纖溶酶原轉化為纖溶酶，後者可水解

纖維蛋白使血栓溶解。有關尿激酶進行永久導管溶栓的大型臨

床研究報導不多，這可能與尿激酶的市場供應有關。一些非隨

機、雙盲對照的研究報導[14,15]，尿激酶(5000U~9000U/腔)的導

管內溶栓，導管再通率為14%~100%不等。另外有兩項研究採

用靜脈注射尿激酶進行導管溶栓治療[14,16]，劑量為250,000U，

有效率達81%~100%，但有1例患者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出血並

需要輸血治療。本研究中採用尿激酶(5000U/ml)導管內注射溶

栓的方法，溶栓後再通率接近80%，效果理想，與國內外的

報導基本一致。

尿激酶溶栓最常見的不良反應為出血傾向，以注射或穿刺

局部血腫最為常見，少數可以有組織內臟的出血，發生率為

5%~11%，極少數有可能出現腦出血或肺栓塞、腦栓塞及周圍

動脈栓塞等嚴重的倂發症[17]。本研究中對溶栓對象的選擇較

為慎重，明確無活動性出血或出血傾向，無嚴重的高血壓者，

方採用尿激酶溶栓治療。另外，本次研究使用的尿激酶劑量很

小，主要在導管內局部使用，進入血液循環的尿激酶極少，而

且尿激酶本身半衰期較短，祇有15min，24小時後作用基本消

失，因此，本次研究中沒有患者出現明顯的副作用。

綜上所述，導管內血栓形成是血液透析患者永久導管功

能不良最常見的原因，採用尿激酶進行導管內溶栓，成功率

高，操作簡便，安全性好，是一個很好的維持永久導管通暢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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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應用“病床利用矩陣”對床位工作進行合理的評價。   方法  將2006年~2009年病

床使用率和周轉次數轉化成病床利用矩陣，對本院各科室及各等級的床位工作效率進行分析。    結果  各

科室的病床使用情況位于不同的類型(效率型、周轉型、壓床型和閑置型)；F等級床位由效率型轉向周轉

型，A等級床位由周轉型轉向閑置型，B等級床位波動在不同的類型之中，最后維持在效率型，C等級床

位由壓床型轉為效率型。    結論  採用病床利用矩陣可對全院床位進行方便、快捷的評價。

【關鍵詞】  病床；矩陣；效率

Analysis hospital beds use efficiency with matrix model
DIAO WenTing, CHAN Kit Hong, CHEANG Man Chin, LI Peng Bin
Medical Administration & External Affairs Dep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atrix model in analyzing the utilization of hospital beds.   

Methods  Data of utilization rate and turnover times of hospital beds of Kiang Wu Hospital form 2006 to 2009 
were used.  The matrix model was performed to measu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utilization and efficiency of hospital 
beds.   Results  The hospital beds service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varied in different specific types.  Results from 
the matrix model show that F rank hospital beds shift from efficient type to turnover type and A rank hospital beds 
shift from turnover type to idle type.  B rank hospital beds varied in different types and finally maintain in efficient 
type. C rank hospital beds shift from inactive type to efficient type.   Conclusion  The matrix model can succeed 
in evaluating the efficiency of hospital beds, which serves as a convenient and quick method.

[Key Words]  Hospital beds; Matrix; Efficiency

‧臨床研究‧

用“病床利用矩陣”分析醫院病床工作效率

刁文婷   陳杰雄   鄭敏釺   李鵬斌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醫務部

病床使用率=
累積住院天數    

實際開放總床日數
×100% 病床周轉次數=

出院人數    

開放病床數

在分析醫院病床的工作效率時，應把病床使用率與病床周

轉次數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分析床位的工作效率，充分發揮

床位的利用率。“病床利用矩陣[1]”是將病床使用率和病床周

轉次數結合起來轉化成矩陣圖型，分析各科室及各等級的病床

工作情況，為實現醫院床位的合理配置提供科學依據，為醫院

決策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

資料選取2006年至2009年各科室及各等級的出院人數、病

床數、累積住院天數，用於分析。

二、方法 

1. 利用選取的資料計算2006~2009年各科室及各等級的病床

使用率、病床周轉次數及四年各科室、等級的平均病床使用率

及病床周轉次数。有關公式：

2. 繪制病床利用矩陣。以“病床使用率”為縱坐標，“病

床周轉次數”為橫坐標，全院“病床使用率”4年均值和“病

床周轉次數”4年均值為參考標準，將各科室4年平均的病床使

用率和病床周轉次數為座標點在座標圖上，座標點相應地落在

矩陣的各個象限中，形成各科室病床利用的靜態矩陣。

同樣以全院4年平均水平為象限標準，將全院各等級4年的

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轉次數的坐標點分別標在坐標圖上，形成

各科病床利用的動態矩陣。

3. 利用各科室病床利用的靜態矩陣和各等級病床利用的動

態矩陣分析本院病床使用效率。

三、結果

1. 計算得出2006~2009年各科室及等級的病床使用率及病

床周轉次數(見表1,2)。數據顯示，全院4年平均病床使用率為

77.8%，平均病床周轉次數為47.3次。

2. 全院各科室病床利用的靜態矩陣，以內科、外科、婦產

科、兒科、耳鼻喉科為例，分析五個科室病床利用的靜態情況

(見圖1)。耳鼻喉科處於座標圖第Ⅰ象限，屬於“病床效率型科

室”；婦產科、兒科處於第Ⅱ象限，為“病床周轉型科室”；

內科處於座標圖第Ⅲ象限，為“病床閒置型科室”；外科處於

座標圖第Ⅳ象限，屬於“壓床型科室”。全院各等級病床利用

的動態矩陣，以醫院的頭等\私家套房(簡稱F等級)、A等\高級

雙人房(簡稱A等級)、B等級、C等級為例，分析四個等級病床

利用的動態情況(見圖2)。

四、分析

做為參考標準的全院4年平均病床使用率和病床周轉次數，

將病床利用矩陣劃分為四個象限，第一象限的病床使用率和病

床周轉次數均高於全院4年均值，處於該象限科室的病床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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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區

2006 2007 2008 2009 4年平均 2006 2007 2008 2009 4年平均

內科 71.1 73.2 76.5 76.3 74.3 31.4 35.2 31.2 33.3 32.8

外科 98.4 95.1 100.5 89.4 95.9 43.3 49.0 47.5 44.9 46.2

婦產科 69.3 75.6 76.6 75.8 74.3 64.5 84.1 77.5 76.9 75.8

兒科 67.9 74.3 76.4 71.5 72.5 62.2 73.8 67.1 68.7 67.9

耳鼻喉科 146.0 151.4 131.3 110.1 134.7 94.0 121.3 108.8 116.3 110.1

眼科 42.3 42.8 43.9 40.2 42.3 58.6 74.8 70.5 77.7 70.4

皮膚科 91.6 51.2 31.4 64.7 59.7 42.5 31.0 21.0 38.0 33.1

口腔科 24.2 19.2 24.8 17.3 21.4 19.8 15.8 13.3 11.0 15.0

中醫科 27.9 14.9 8.3 20.4 17.9 7.0 4.5 3.0 4.0 4.6

康復科 63.2 74.1 62.2 51.0 62.6 8.6 7.8 7.9 7.2 7.9

合計 76.1 78.2 80.4 76.5 77.8 43.5 51.1 47.0 47.5 47.3

表1.2006年~2009年各科病床使用率及病床周轉情況

病床使用率 (%) 病床周轉次數

病區

2006 2007 2008 2009 4年平均 2006 2007 2008 2009 4年平均

超等/尊貴/特級 51.8 50.8 76.5 48.4 56.9 40.5 45.0 31.0 11.7 32.0

頭等/私家 88.8 93.7 92.7 76.3 87.9 51.9 59.0 52.6 52.9 54.1

A等/高級雙人房 74.1 72.4 73.6 56.3 69.1 47.4 54.3 50.5 44.3 49.1

B等 75.9 77.6 80.9 78.2 78.1 41.2 49.3 45.0 47.1 45.6

C等 79.9 86.5 89.6 95.9 88.0 45.8 54.8 53.6 57.4 52.9

K等 65.6 62.6 62.1 57.1 61.8 39.2 43.6 37.3 33.6 38.4

合計 76.1 78.2 80.4 76.5 77.8 43.5 51.1 47.0 47.5 47.3

表2. 2006年~2009年各等級病床使用率及病床周轉情況

病床使用率 (%) 病床周轉次數

效率高，使用合理，屬於“病床效率型科室”；處於第二象

限的病床周轉次數快而病床使用率較低，落於此象限的科室

屬於“病床周轉型科室”；第三象限的病床使用率和周轉次數

均較低，病床得不到充分利用，屬於“病床閒置型科室”；處

於第四象限病床使用率較高，而病床周轉次數較慢，屬於“病

床壓床型科室”。

4. 靜態分析(見圖1)。

(1) 第一象限：處於座標圖第Ⅰ象限的是“病床效率型科

室”，如耳鼻喉科。同全院平均水準相比，其科室的病床使用

率較高，周轉次數較快，主要因其病種構成多為常見病、多發

病。但也不能片面地認為病床使用率和周轉次數均高就是合理

地利用病床。如果兩者過高，說明床位滿足不了病人需要，易

圖1. 2006年~2009年病床利用靜態矩陣

圖2. 2006年~2009年病床利用動態矩陣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32.0 34.0 36.0 38.0 40.0 42.0 44.0 46.0 48.0 50.0 52.0 54.0 56.0

病
床
使
用
率

病床周轉次數

A等級 B等級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40.0 42.0 44.0 46.0 48.0 50.0 52.0 54.0 56.0 58.0 60.0

病
床
使
用
率

病床周轉次數

F等級 C等級

耳鼻喉科

婦產科
兒科

外科

內科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25.0 35.0 45.0 55.0 65.0 75.0 85.0 95.0 105.0 115.0

周轉型
閒置型

壓床型 效率型

病
床
使
用
率

病床周轉次數



24 Journal of Kiang Wu Hospital, Dec 2010, Vol 10. No.1鏡湖醫學2010年12月第10卷第1期

朱士俊 主編. 醫院管理與資訊利用. 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1; 238.

侯世方, 羅書練. 內科科室病床利用情況的分析和評價. 中國衛生統

計, 2005; 22(4):269.

參 考 文 獻

[1]
[2]

出現病人因待床時間長而流失的現象，同時，病床負擔過重，

不能有足夠的時間用於對病床的消毒處置，容易增加醫院感

染，給醫療質量帶來負面影響。 可考慮增加此類科室的人力物

力的投入,適當增加編制床位，及時對患者作出診斷、治療、手

術，縮短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保障病人的有序治療[2]。

(2) 第二象限：處於座標圖第Ⅱ象限的是“病床周轉型科

室”，如婦產科、兒科。這類科室的床位使用率較低，但周

轉速度較快,主要因為科室的急性病人、輕症病人多，住院時

間短；當病床周轉快，病床空隙時間就多，導致使用率降低。

此類科室可適當放寬收容條件，增加收容病種，及時動員病人

入院提高病床使用率，達到多收快治的目的。

(3) 第三象限：處於座標圖第Ⅲ象限的是“病床閒置型科

室”，如內科。此類科室的病床使用率較低，周轉次數較慢，

病床得不到充分利用，可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據澳門統計

暨普查局資料，澳門總體人口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趨向

老齡化，65歲或以上人口佔全澳人口比例由2009的7.7%，預

計2020年將會增加到17.7%。本院近年來的數據也顯示，內科

65歲或以上的病人佔全科病人51%以上。由於老年人多以慢性

疾病為主，病情反復，周轉次數相對較慢。對於此類科室在管

理上，要形成專科特色，擴大知名度，注重診療品質，改善服

務態度，充分發揮閒置病床的作用，此外，應及時組織專科會

診，提高診斷準確性和提供有效治療措施；合理動員治療好轉

的慢性病人和恢復期病人出院。

(4) 第四象限：處於座標圖第Ⅳ象限的是“壓床型科室”，

如外科。因骨科、心外科的病人，病情複雜，術後恢復期長，

故病人住院時間相對較長，導致科室的病床使用率較高，病床

周轉次數較慢。在工作中，此類科室應注意應用新療法，注重

開展新技術，力爭縮短待檢時間，重視術前各項準備工作，減

少術後無效恢復日，注意掌握治癒、好轉標準，減少壓床，這

樣才能加速病床周轉，使病床得以更好地利用。

2. 動態分析　

由於各等級間的病床使用率和周轉次數不能進行標化，

收治病種和危重程度又不同，各等級間病床利用情況不具有

可比性，所以對每個住院等級四年來病床使用率和周轉次數

變化情況進行分析，了解各等級病床利用的動態情況。由圖

2動態曲線可見。

F等級2006年、2007年、2008年基本在效率型內波動，床

位利用一直比較合理，2009年轉向周轉型，這由於醫院專科

大樓的投入服務和等級費用的調整，原F等消費人群會考慮費

用問題而選擇其它等級或是縮短停留的時間。

C等級床位2006 年為壓床型，後三年均轉向效率型，進

步明顯。

A等級床位波動較大，2006年、2007 年、2008年主要在周

轉型，2009年由周轉型轉向閒置型，存在的原因可能有：(1) 

由於專科樓投入服務及住院費的調整，C座住院樓的A等床位

減少，原A等消費人群可能會考慮費用問題及A等病床緊張

而選擇其它等級。(2) 由於住院費的調整，部份原A等消費人

群，為購買各種醫療保險人士，由於保險額度問題而不能再

選擇A等住院。

B等級病床利用曲線比較接近全院平均水平。

五、結論

用“病床利用矩陣”進行分析評價，客觀地反映了醫院各

科室和各等級的病床工作效率，應根據具體情況，採取有效措

施，對有關科室的病床配置數量進行優化和採用合理的等級病

床收費，使病床使用和病床周轉保持一個適當的比例，這樣既

可避免在工作上祇追求床位使用率而忽視了周轉次數的提高，

又可充分挖掘那些閒置病床的潛力。“病床利用模型”分析病

床的利用情況，其優點是簡捷明瞭,快速直觀，實用性強。本文

通過對各科各等級的床位利用情況進行分析，為醫院綜合調控

病床和作出相關決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縱觀各科和全院，病

床使用率不高，與國家衛生部規定的病床使用率還有一定距

離。我們應緊跟形勢，瞭解社會醫療需求，認識醫療需求變

化，門診與病房應緊密配合，合理調配醫療佈局，積極收治

病人，使有限的衛生資源得到更大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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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人群惡性腫瘤患者行99mTc-MDP骨掃描的臨床價值。   方法  回顧性分析澳

門地區2005年至2010年期間行骨掃描的389例惡性腫瘤患者，取本組發病率前5位的惡性腫瘤病種進行資

料分析，由兼具放射學及核醫學臨床背景的醫師閱讀每例SPECT(SPECT/CT)圖像，然後挑選出骨掃描有

陽性發現的病例進行追蹤隨訪，結合病理、影像學或臨床隨訪來驗證診斷結果，得出骨掃描對不同病種

骨轉移檢出的準確率以及其解剖學分佈特點，從而分析99mTc-MDP骨掃描臨床價值。    結果  389例行骨

掃描惡性腫瘤病例中數量居前5位分別為乳腺癌160例、鼻咽癌56例、前列腺癌52例、肺癌36例、大腸癌

15例。骨掃描有骨轉移和有隨訪結果的分別為乳腺癌23例、鼻咽癌22例、前列腺癌24例、肺癌22例、大

腸癌9例。骨掃描發現骨轉移的準確性為乳腺癌91.3%、鼻咽癌61.5%、前列腺癌66.7%、肺癌90.9%、大腸

癌88.9%。各病種骨轉移灶數目常見部位：前列腺癌、肺癌、大腸癌為脊椎＞骨盆＞肋骨＞四肢骨及顱

骨，乳腺癌、鼻咽癌為脊椎＞肋骨＞骨盆＞四肢骨，然而鼻咽癌局部顱骨侵犯最常見。    結論  澳門地

區惡性腫瘤患者行骨掃描以乳腺癌、鼻咽癌、前列腺癌、肺癌及大腸癌多見。骨掃描對發現乳腺癌、肺

癌及大腸癌骨轉移準確性最高，並以脊柱轉移最多見，而乳腺癌由於解剖關係發生肋骨轉移是第二好發

部位。骨掃描對於乳腺癌、肺癌、大腸癌等惡性腫瘤臨床M分期有著重要的價值。 

【關鍵詞】  惡性腫瘤；骨掃描；99mTc -亞甲基二磷酸鹽；澳門

Clinical value of  99mTc-MDP bone scan for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in Macau
IU Kuok-wai, MA Lin-feng, KUOK Weng-nam, LEI Chi-weng, CHAO Kahou, TANG Quan, CHEANG Kan-sun, 

XIE Xue-bin
Imaging diagnostic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In view of Macau’s population composition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regions, and so 

far there is no related literature of 99mTc-MDP bone scan for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in Macau are report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value of 99mTc-MDP bone scan for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among Macau’s population.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389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s having bone 
sca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5 to 2010 in Macau. The data, which was the top five of incidence rate in this 
group, was analyzed. The SPECT(SPECT/CT) images of each case were read by the physicians who ha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both radiology and nuclear medicine, and then picked out the positive cases to follow 
up. The diagnosis was verifi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pathology, imaging or clinical follow-ups. We got the bone 
metastases detection accuracy of different malignances by bone scan as well as its anatomical distribution. There-
f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99mTc-MDP bone scan was obtained.   Results  The top five numbers of tumors among 
389 cases of bone scan were 160 cases of breast cance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n 56 cases, 52 cases of prostate 
cancer, lung cancer in 36 cases, 15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The cases of bone scan showed bone metastases and 
have follow-up results were 23 cases of breast cance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n 22 cases, 24 cases of prostate 
cancer, lung cancer in 22 cases, 9 cases of colorectal cancer, respectively. The accuracy of bone scan in revealing 
bone metastases in breast cancer was 91.3%, NPC 61.5%, 66.7% of prostate cancer, lung cancer 90.9%, 88.9% of 
colorectal cancer. The common sites of bone metastases were: spine> pelvis> ribs> limbs and skull in the prostate 
cancer, lung canc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spine> ribs> pelvis> limbs in the breast cancer and nasopharyngeal cancer, 
but the skull is the most common site of local invasion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onclusion  The common 
tumor patients undergone bone scans are breast cancer, nasopharyngeal cancer, prostate cancer, lung canc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The higher accuracy of bone metastases detection by bone scan is breast cancer, lung cancer and 
colorectal cancer, and the most common metastasis site is spine. The second metastasis predilection site of breast 
cancer is rib. Bone scan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of M staging for breast cancer, lung cancer, colorectal cancer 
and other malignant tumors.

[Key Words]  Malignant tumor; Skeletal scintigraphy; 99mTc-MDP; Macau

‧臨床研究‧

澳門惡性腫瘤患者行99mTc-MDP骨掃描的臨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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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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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mTc-MDP骨掃描在探測腫瘤骨轉移從而對選擇最佳治療

方案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1]。由於澳門特區人口構成以華人佔

總人口94.3%，葡萄牙人及菲律賓人居民及其他佔5.7%[2]，所以

澳門腫瘤發病率可能有別於鄰近地區。鏡湖醫院於2005年引

進澳門地區至今唯一一台SPECT/CT掃描機，故澳門惡性腫瘤

患者在本地進行的骨掃描基本在本院檢查。本文對2005年至

2010年期間行骨掃描的389例患者進行統計、分析，得出澳門

地區惡性腫瘤患者行骨掃描的病種分佈，並對骨掃描顯示陽

性的病例進行隨訪，探討骨掃描陽性預測值以及不同病種骨

轉移分佈的特點，由於至今併無關於澳門地區惡性腫瘤患者

骨掃描的相關文獻報導，相信這些資料對於填充這方面空白

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收集2005年4月~2010年7月行99mTc-MDP骨掃描的389例已

確診惡性腫瘤病例，5種常見疾病共317例，其中乳腺癌160例、

鼻咽癌54例、前列腺癌52例、肺癌36例、大腸癌15例。骨掃描

顯示陽性病例中乳腺癌48例、鼻咽癌33例、前列腺癌30例、肺

癌36例、大腸癌9例，對上述陽性病例進行隨訪，最終得出有

隨訪結果的共100例，其中男64例，女36例，中位年齡65歲(範

圍22~87歲)，乳腺癌23例、鼻咽癌22例、前列腺癌24例、肺癌

22例、大腸癌9例。

二、SPECT(SPECT/CT)檢查方法

採用GE Hawkeye SPECT/CT顯像儀，同機CT為4層定位

螺旋CT。受檢患者靜脈注射99mTc-亞甲基二磷酸鹽(99mTc-

MDP)925~1110MBq(20mCi~25mCi)3小時後行全身顯像。低能高

分辨准直器，雙探頭行前位和後位同時採集，能峰140KeV，

窗寬20%，採集矩陣256×1024，速度20cm/min。部分可疑病例

採用斷層掃描，即行可疑病變處CT斷層掃描，CT掃描參數為

120KeV，160~200mAs/slice，螺距1.225，矩陣512×512，5mm層

厚。SPECT圖像採用疊代重建技術，不需要衰減校正，截至頻

率0.85，得到橫斷面圖像及相對應的冠狀面、矢狀面和立體圖

像。部分病例與CT圖像融合過工作站Xeleris軟體進行。

三、診斷依據

SPECT(SPECT/CT)診斷骨轉移陽性的主要依據：

1. 結合檢查者病史、臨床表現、全身骨顯像、斷層骨顯像

及其它影像學資料；

2. 病灶在SPECT全身顯像或局部顯像上有異常放射性濃聚

區或異常放射性減低區，結合病變的部位和形態，如肋骨的濃

聚沿著肋骨走形、放射性分佈呈條形或類似條形；

3. 部分行CT斷層融合的病例，病變於CT上異常改變表現

為溶骨性的骨質破壞、骨質缺損，通常伴有軟組織腫塊或成

骨性的斑點狀、片狀、結節狀高密度灶，或者兼有兩種骨質

異常改變。

四、圖像分析和資料處理

由兼具放射學及核醫學臨床經驗的影像醫師閱片，對骨

顯像印象診斷為：全身骨骼陰性無轉移及全身骨骼有陽性轉

移。在有陽性徵像診斷中再將轉移分為4級：明確、高度懷

疑、懷疑和不排除。將骨轉移灶在全身骨胳的分佈分為：顱

骨、脊柱、骨盆、肋骨、胸骨和四肢骨。每個病例轉移灶數

目大於或等於3個者定義為多發，轉移灶數目小於3個定義為

少發。隨訪每一個骨掃描陽性病例，結合病理、影像學及臨

床療效來判斷陽性診斷的準確性，倂得到不同惡性腫瘤骨轉

移的骨掃描特點。

五、統計分析

對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並採用卡方檢驗，P<0.05有統

計學意義。

結 果

一、惡性腫瘤患者行骨掃描的疾病分類及數量

389例行骨掃描病例分別是乳腺癌160例、鼻咽癌54例、前

列腺癌52例、肺癌36例、大腸癌15例、肝癌11例、腎癌9例、

食管癌7例、甲狀腺癌6例、未知骨轉移6例、膀胱癌5例、胃

癌4例、骨源性腫瘤3例、子宮頸癌3例、多發性骨髓瘤和腹膜

後肉瘤和神經內分泌癌各2例，腎上腺癌、淋巴瘤、皮膚癌、

侵襲性胸腺瘤、惡性黑色瘤、縱隔生殖細胞瘤、頜下腺癌、膽

管癌、卵巢癌、喉癌、腹膜後肉瘤、小腸癌各為1例。

二、骨掃描數量前5位惡性腫瘤的檢查結果

160例乳腺癌骨掃描陰性112例、陽性發現48例；54例鼻咽

癌骨掃描陰性21例、陽性發現33例；52例前列腺癌骨掃描陰

性22例、陽性發現30例；42例肺癌骨掃描陰性6例、陽性發現

36例；15例大腸癌骨掃描陰性6例、陽性發現9例。陽性檢出率

分別為：30.00%、61.11%、57.69%、85.71%、60.00%。

三、骨掃描陽性病例隨訪結果

骨掃描陽性發現並且有隨訪結果者共100例，分別為乳腺

癌23例、鼻咽癌22例、前列腺癌24例、肺癌22例、大腸癌9例。

隨訪證實符合檢查結果者分別為乳腺癌21例、鼻咽癌16例、

前列腺癌16例、肺癌20例、大腸癌8例。相應陽性結果準確率

為：91.30%、72.73%、66.67%、90.91%、88.89%。總的病例陽

性準確率為81.00%。

四、隨訪病例骨掃描特點

23例乳腺癌中多發病灶者為16例，隨訪證實全部為骨轉移

(圖1)，準確率為100%；少發病灶7例，隨訪證實2例為假陽性，

準確率為71.42%。22例鼻咽癌中多發病灶者20例，隨訪證實6例

為假陽性，準確率為70%；少發病灶(顱底骨侵犯)2例，隨訪證

實全部為骨轉移；22例前列腺癌中多發病灶者14例，隨訪證

實4例為假陽性，準確率為71.42%；少發病灶19例，隨訪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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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例為假陽性，準確率為60%。22例肺癌中多發病灶者19例，

隨訪證實2例為假陽性，準確率為89.47%；少發病灶3例，隨

訪證實全部為骨轉移；9例大腸癌中多發病灶者7例，隨訪證

實全部為骨轉移，少發病灶2例，隨訪證實1例為假陽性。總

的病例多發病灶診斷準確率為84.21%，少發病灶診斷準確率為

70.83%。多發病灶與少發病灶之間診斷準確率經統計學卡方檢

驗分析X2=2.12  P>0.05。

肺癌、前列腺癌、大腸癌骨轉移灶常見部位為脊柱＞骨

盆＞肋骨＞四肢骨、胸骨、顱骨；乳腺癌骨轉移灶常見部位

為脊柱＞肋骨＞骨盆＞四肢骨、胸骨、顱骨；鼻咽癌骨轉移

發生部位也是以脊柱最常見(圖2)，第二常見部位為顱底骨質

局部破壞。

這方面空白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本研究389例中，骨掃描檢出的前五位惡性腫瘤分別是

乳腺癌、鼻咽癌、前列腺癌、肺癌及大腸癌，以乳腺癌160例

最為多見，佔41%。而在澳門腫瘤發病率排序分別是肺癌、

乳腺癌、結腸癌、前列腺癌、鼻咽癌，其中肺癌發病率最

高[4]，顯然可以看出行骨掃描種類主要與該病種骨轉移特性

及發病率相關。在前5種腫瘤患者骨掃描陽性檢出率以肺癌最

高為85.7%，以乳腺癌最低為30.0%，而檢查陽性率的準確性

卻以乳腺癌最高為91.3%，肺癌第二為90.9%，前列腺癌最低

為66.7%。這是由於乳腺癌骨轉移常表現為骨質破壞伴有軟組

織腫塊，診斷準確性較高[5,6]。而前列腺癌隨訪轉移發病率高，

卻以小的成骨轉移為主，在SPECT上很難與骨質增生相鑒別，

所以診斷醫師常對可疑病灶寧願多報也不願少報導，這也就造

成了診斷陽性預測值不高。

在有隨訪的100例骨掃描陽性的各病例組中，乳腺癌發生多

發轉病灶者佔69. 6%，鼻咽癌發生多發轉病灶者佔90.9%，前列

腺癌發生多發轉病灶者灶佔58.3%，肺癌發生多發轉病灶者佔

86.4%，大腸癌發生多發轉病灶者77.8%。以鼻咽癌在SPECT上

表現為多發骨轉移，而多發骨轉移病例最後的隨訪，卻以乳腺

癌及大腸癌的準確率最高為100%，鼻咽癌最低為70%。說明在

今後的診斷中對鼻咽癌多發轉移下結論時要更加嚴謹。由於核

素檢查是一種非特異性的診斷方法，有些骨組織的退行性改變

和炎症性改變及外傷包括手術引起的骨組織的變化，甚至放

療、激素治療等都可以出現某些骨組織攝取放射性核素而造成

假陽性結果，所以準確性不如PET[7]。多發病灶與少發病灶對於

診斷骨轉移具有重要的價值，本研究中總的病例多發轉移病灶

診斷準確率為84.2%，少發轉移病灶診斷準確率為70.8%，結果

是兩者之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是由於骨掃描顯示為單發

病灶時，診斷醫生會參考該病例其他影像學資料綜合分析，而

不單以骨掃描為診斷，存在診斷偏倚。但是，該結果仍然說明

多發病灶更能提示骨轉移。

不同腫瘤骨轉移的特性不同，本組病例中所有的病例脊柱

發生骨轉移率最高[8,9]，這是由於脊柱存在特殊的轉移機制：脊

椎靜脈系統位於硬脊膜和脊椎周圍，本身無靜脈瓣，既與上下

腔靜脈有直接關係，又能獨立成為系統，當胸腔腹腔壓力增加

時，就會出現血流緩慢、停滯或逆流，為通過的癌細胞製造停

病種 例數

(n)

骨掃描陽性

(n)

隨訪陽性

(n)

多發病灶

(n)

隨訪證實

(n)

多發病灶隨訪證實

(n)

病灶代謝

(n)

乳腺癌 160 48 23 16 21 16 全部增高

鼻咽癌 54 33 22 20 16 17 2例兼增高和減低

前列腺癌 52 30 24 14 16 10 全部增高

肺癌 11 36 22 19 20 17 2例兼增高和減低

大腸癌 15 9 9 7 8 7 全部增高

表1. 骨掃描資料前5位病種隨訪結果

圖1. 乳腺癌多發骨轉移，CT影像證實 圖2. 骨轉移部位以脊柱最多見

討 論

在惡性腫瘤最常見轉移部位中骨骼系統是繼肺臟、肝臟，

排在第三位，因此瞭解腫瘤患者是否有骨轉移具有重要的臨床

意義。骨掃描對瞭解惡性腫瘤骨轉移有重要的診斷價值[3]，且

靈敏度高、無損傷性，尤其對惡性腫瘤骨轉移的早期診斷可提

供較為可靠的依據，對惡性腫瘤的臨床分期、制訂治療方案和

預後的判斷等均有重要的意義。澳門由於歷史原因，其人群構

成除了廣東華人外，還有一定比例葡萄牙裔及菲律賓裔人群[2]，

這就意味著澳門腫瘤發病情況可能有別於其他地區，此外澳門

鏡湖醫院從2005年才引進骨掃描器，之前惡性腫瘤患者會去澳

門鄰近地區進行該項檢查，澳門地區一直沒有這方面的文獻報

導，所以本文整理、分析鏡湖醫院5年期間389例骨掃描資料，

對骨掃描顯示陽性轉移隨訪，得出骨掃描陽性預測值以及不同

惡性腫瘤SPECT上分佈特點，相信這些結果對於填補澳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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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尋找一種快捷有效的方法偵測住院病人用藥不良事件個案，及時通知醫生，從而避

免藥物不良事件的發生，提高用藥安全性。   方法  參照美國INI通過觸發器監測藥物不良事件發生的方

法，設定具本院特色的ADE監測系統，通過電腦系統自動檢測住院病人用藥狀況，篩選出可疑個案，

由藥師判斷後向醫生發出提示報告，再由醫生處理跟進。    結果  2007年~2009年上半年本院被定為藥物

不良事件的有33宗，其中涉及Warfarin過量佔第一位；涉及Vancomycin過量佔第二位。    結論  本院最常

見的藥物不良事件是 Warfarin過量。

【關鍵詞】  藥物不良事件；觸發器；監測流程

Adverse drug events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in Kiang Wu hospital                          
ZENG Louxin, TANG Wan Chan. Pharmacy Department,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a rapid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detect inpatient adverse drug events. Timely 

to advice doctor to reduce the adverse event that do cause harm to pati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care 
processes.   Methods  To refer to INI Global Trigger Tool for Measuring Adverse Events, creating the Kiang Wu 
hospital ADE Surveillance.   Results  From 2007 to 2009 , there are 33 cases  indentified as ADE. Conclusion  
The most common cases of ADE in Kiang Wu hospital were Warfarin overdose.

[Key Words]  Adverse Drug Events; Trigger; Monitoring flow

‧臨床研究‧

近年歐美各國對改善醫療質量均十分關注，其中美國醫療

改善研究所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 IHI) 致力於改善

現有醫療系統的安全性，以及提高現有醫療系統的成本效益。

IHI組織多方面的專家學者，包括醫生、藥劑師、護士及統計學

專家，研究及設計可行、易操作的運作模式，供醫療機構使用

及推廣, 並可讓不同醫療機構作比較，以作為監測及提升醫療

質量的工具。測量藥物不良事件的觸發器工具(Trigger Tool for 

Measuring Adverse Drug Events)便是IHI在2000年建立起來。

根據IHI的定義，藥物不良事件(Adverse Drug Events, ADE)是

指藥物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傷害事件, 這包括藥物差錯造成的

傷害。傳統偵測不良事件的方法都是靠自願式報告及追蹤差

錯, 但學者認為實際上祇有10%~20%的案件被報告出來, 而這

些上報的不良事件中，90%~95%對病人並無造成傷害。在本

院2005年的病人安全事件通報統計中，ADE佔比例接近20%[1]，

可見藥物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傷害佔所有不良事件中很大的比

例。如何及時發現並有效減少ADE發生一直以來都是病人安全

工作研究的熱點。所幸的是，藥物不良事件卻是最大宗可避免

的醫療失誤，大約有50%的ADE是可以避免的。因此，醫院需

要使用一個更有效率的方法去找出這些確實對病人造成傷害的

事件，從而進行分析改變，以減少傷害的發生。這觸發器工具

便是一個易操作的方法，同時可持續作測量，以追蹤醫療機構

是否正進行改變，提升藥物系統的安全性。

本院參照IHI通過“觸發器(Trigger)”監測藥物不良事件

的方法[2]，經過醫務部、藥劑科、資訊科技科的通力合作，於

醫院藥物不良事件監測流程與分析評價

曾珞欣   鄧雲春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藥劑科

2006年8月開始建立了具有本院特色的ADE監測系統，通過觸發

器自動檢測住院病人的用藥狀況、實驗室檢驗結果，發現可疑

的不良事件個案，交由藥劑師判定後，向醫生發出提示報告，

醫生最後將處理結果回饋給藥劑科。通過監測和分析的回饋，

提高了醫生合理用藥的警覺性，促進了對藥物的正確使用。

資料與方法

根據本院醫生用藥的特點，本院選擇了20個藥物或實驗室

檢驗資料作為觸發器(表1)，用來篩選懷疑有藥物不良事件的處

方，例如用抗過敏藥Diphenhydramine作為觸發器，如果處方中

有抗生素、NSAID類抗炎止痛藥、Allopurinol等常見致過敏的長

期處方藥物，之後再加上Diphenhydramine，就顯示有使用上述

藥物出現皮疹等過敏反應的懷疑。資訊科技科電腦系統每天會

把啟動觸發器的處方篩選出來，列印成ADE監測報告傳送給藥

劑科，由藥師查閱病人的用藥史、執行醫囑、護理記錄、實驗

室資料等，判斷此個案是否為藥物不良事件。

系統每天按醫務部發出的“Kiang Wu Hospital ADE Surveil-

lance”指引作為條件，自動篩選ADE懷疑個案，交由藥劑科核

實，如認為可能是ADE個案後，藥師會填寫“藥物不良事件監

測通報”，並傳送到各病區的Clinical Alert System作出提示，醫

生根據臨床實際情況對事件作出評估，作出相應處理，並按要

求完成ADE監控通報。

藥物不良事件監測報告內容包括四部份：

1. 臨床資料：病人所在病區、住院號、姓名、性別、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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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床藥學(由藥師填寫)：藥物不良事件提示，所啟動的

觸發器及臨床相關表現，不良事件與藥物相關性之評估，建

議處理方案以及小結；

3. 臨床醫生(由醫生填寫)：藥物不良事件評估，處理，評

述與說明；

4. 藥劑科跟進：是否同意為ADE並作處理。

結果與分析

圖1是本院藥劑科2007~2009年上半年發出的藥物不良事

件監測報告統計。結果顯示，2007年ADE系統啟動觸發器有

3032宗，定為藥物不良事件個案有10宗，比例是0.33%；2008年

ADE系統啟動觸發器有3249宗，定為藥物不良事件個案有9宗，

比例是0.28%；2009年上半年ADE系統啟動觸發器有924宗，定

為藥物不良事件個案有14宗，比例是0.9%；其中涉及Warfarin過

量為第一位，第二位是涉及Vancomycin過量引致。

Warfarin是口服抗凝藥，主要之不良反應是出血症狀，

Warfarin起效時間較長，要5~7天才達穩態。監測Warfarin治療

是根據凝血酶原時間PT轉換成的國際標準化比值INR來衡量。

常規強度治療定義為INR2-3，由於病人有個體差異，臨床上要

觀察病人有否出血症狀，相關出血會發生於鼻、口、咽和軟組

織，接下來是消化系統和泌尿道。通常出現出血症狀後應停用

Warfarin，還可以口服小劑量Vit K來修正抗凝過度。本ADE監測

系統可及時提示醫生，避免嚴重的出血現象。其中2008年2月監

測到的一例個案，患者是60嵗的男性住院病人，當時ADE啟動

的觸發器是T4的兩項指標，INR＞4及14天內服食Warfarin後注

射Vit K1，藥師查閱病人用藥史發現患者住院期間服用Warfarin 

9mg，每晚一次已達5天，測得INR為7.01，已遠超出正常值。後

經醫生詢問才得知該患者在門診處方Warfarin 8mg QD服用已達

半年，而入院後查INR僅得1.6，故醫生增量至9mg QN，但事實

上患者並沒有按門診醫囑服藥，而是停服漏服藥物，造成誤導

醫生以為劑量不足而加量，引致Warfarin過量，之後醫生及時

停藥並以Vit K1對抗，再以小劑量每天2.5mg 開始調整，患者

出院後由門診跟進。此個案顯示了ADE系統能及時地發現潛

2007年 2008年 2009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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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Warfarin過量

懷疑Vancomycin過量

懷疑Rifampin過量

懷疑ACEI引致

懷疑Allopurino引致

懷疑Digoxin過量

圖1. 2007至2009年藥物不良事件監測報告統計

觸發器 藥物或實驗室數據 例數 n (%)

T1~T3 Diphenhydramine
Prednisolone
Blood eosinophils＞
6%+特定藥物

提示懷疑由使用抗生素，NSAID, 
ACEI, Allopurinol, Phenytoin, 
Carbamazepine等
引致的皮疹過敏反應 

T4 14天內服食Warfarin 
+Vit k/+INR＞4/+stool OB 
(+)/+Urea Rt RBC＞3/HP

14天內服食Warfarin，劑量過量
而引致出血之不良事件

T5 Benzodiazepine+Flumazenil 提示懷疑Benzodiazepine過量

T6 Naloxone 提示懷疑Melleril, Wintermin, 
Perphenazin等過量

T7 止吐藥：Promethazine, Hy-
droxyzine, Prochlorperazine, 
Metoclopramide

提示懷疑Rifampin, Pyrazinamide, 
Carbamazepine, Allopurinol, 
Aminophylline, Theophylline, 
Paraplatin, Cisplatin, Cyclophos-
phamide, Chlorambucil, Busulphan, 
Mitomycin-c, Pharmorubicin, Dacti-
nomycin, Daunomycin引致嘔吐

T8 止瀉藥：Loperamide, 
Dioctahedral smectitie

提示懷疑Vancomycin, Flagyl或
Cefazolin, Ceftriaxone使用癒七天
引致腹瀉

T9 Stool Clostridium difficile(+) 提示懷疑出現偽膜性腸炎

T10 Glucose＜2.8mmol/L 提示懷疑Insulin或Amaryl, Mini-
diab, Gliclazide等磺脲類降糖藥過
量引致低血糖

T11 WBC Count＜3000 提示懷疑Cefazolin, Ceftriaxone, 
Diclofenac, Phenytoin, Carbamaze-
pine, Allopurinol引致白細胞減少

T12 Plt Count＜50000 or fallen 
to less than 50% of previous 
value

提示懷疑Cefazolin, Ceftriaxone, 
Rifampin, Diclofenac, Carbamaze-
pin, Ranitidine引致血小板減少

T13 BUN or Cr has increased 
more than 30% of previous 
value

提示懷疑Vancomycin, Cefazolin, 
Gentamycin, Rifampin, Diclofenac, 
Acetaminophen, Phenytoin, Carbam-
azepine, Allopurinol引致腎毒性

T14 Digoxin level＞2.0ng/ml 提示懷疑該藥過量

T15 Carbamazepine＞12.0mcg/ml 提示懷疑該藥過量

T16 Theophylline＞20mcg/ml 提示懷疑該藥過量

T17 Phenytoin＞25mcg/ml 提示懷疑該藥過量

T18 Epilim＞175mcg/ml 提示懷疑該藥過量

T19 Serum potassium＞6.5mmol/l 提示懷疑Capoten, Renitec, Hyzaar, 
Cozaar, Acertil, Diovan, Micardis等
引致高血鉀

T20 ALT＞120U/L/AST
＞150U/L

提示懷疑Cefazolin, Ceftriaxone, 
Phenytoin, Carbamazepin, Allopu-
rinol, Rifampin, Pyrazinamide, Di-
clofenac, Acetaminophen, Lipanthyl, 
Lipitor, Pravachol, Zocor等引致肝
轉氨酶升高

表1. 本院選擇的觸發器(Kiang Wu Hospital ADE Surveillance)

在的藥物不良事件，包括由患者服藥依從性不良造成的，從

而避免更大的醫療傷害。

抗生素Vancomycin之主要不良反應是皮疹和腎毒性，如病

人是腎衰者或與氨基糖甙類合用時更應監測。本ADE系統通過



31Journal of Kiang Wu Hospital, Dec 2010, Vol 10. No.1鏡湖醫學2010年12月第10卷第1期

監測病人BUN或Cr來評估病人之肌酐清除率是否下降，腎功能

是否變差，及時提示醫生調整Vancomycin劑量，以避免嚴重不

良事件之發生。

 

總結及評價

一、三年來，本院ADE監測系統能有效地篩選出懷疑藥

物不良事件之個案，幫助醫生在最短時間找出可能危害病人

的因素，將使用藥物風險最小化，使以後的用藥更加合理，

更加循正，風險更小，以便達到維護病人安全，改善醫療質

量的目的。

二、IHI推廣的測量藥物不良事件的觸發器工具是追溯性的

作每月分析報告。而本院使用的方法是即時性的，在發現疑似

李碧琨, 潘永康. 維護病人安全, 改善醫療質量. 鏡湖醫學, 2007; 7(1):41-42.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Trigger Tool for Measuring Adverse Drug 

Events (IHI Tool). 2004. http://www.ihi.org/IHI/Topics/PatientSafety/Medication-

Systems/Tools/Trigger Tool for Measuring Adverse Drug Events (IHI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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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後馬上給醫生發報告，並商討改善方法，故能更有效、更

及時地減低病人的傷害。

三、因本院祇使用部份IHI建議的指標，同時，內容亦有

所修改，故目前暫無法與其他醫療機構作同類對比。但祇要

掌握到其中的規則方法，自身的監測，自身的比較，亦可作

為自我質量提升的指標。 

為適應新形勢下鏡湖醫療業務、人員培訓的需要，鏡湖

醫院有意加強與中山大學在專科醫療技術、教學協作、人才

交流等方面的合作。繼去年6月簽署技術合作協議之後，中山

大學派出負責教學的專家來鏡湖醫院考察，認可鏡湖醫院作為

教學醫院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經過較長時間籌備，於今年6月

14日上午在鏡湖醫院霍英東博士專科醫療大樓頂層演講廳隆

重舉行“中山大學與鏡湖醫院臨床教學協議簽署暨中山大學

教學醫院掛牌儀式”。

中山大學是全國最具影響力的10所大學之一，其醫科前

身為中山醫科大學，在醫療、教學、科研及總體業績方面均

列中國同類學校前5名。中山大學各附屬醫院都是實力很強的

醫院，規模大、學科齊全、綜合實力強、醫療技術水準高、具

備強大的優秀醫學專家團隊。鏡湖醫院與中山大學長期保持著

良好的合作互助關係，特別是在鏡湖醫院醫療技術人才的培

養及輸入、疑難複雜醫療案例的會診、醫院管理與發展諸方

面，已形成了常態合作，對鏡湖醫院及澳門醫療衛生事業的

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澳門回歸以來，鏡湖醫院自身的發

展也十分迅速，在市民中具有良好的口碑，成為澳門醫療服

務的主要提供者。同時，也具備了相當的醫療技術水準和硬

體實力。為了更好地服務市民，進一步增強相應的軟實力，

鏡湖醫院加強醫務人員的培訓進修及與內地許多優秀醫療機

構的合作交流。由於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等因素，鏡湖醫院

特別重視與中大的良好關係，與中大重新簽署協議、建立教

鏡湖醫院與中山大學簽署教學協議

學協作關係，對鏡湖醫院的發展以及對澳門衛生事業，都具

有重要意義。因而此舉得到各方面領導的重視。澳門特區崔

世安行政長官和國家衛生部黃潔夫副部長親臨簽約儀式。中

大黃達人校長親率代表團蒞澳出席儀式，代表團包括中山大

學及其屬下之中山醫學院、中大各附屬醫院負責教學工作的

領導、專家，共18人，並於6月13日抵澳。

6月14日簽約儀式上，許世元副主席代表鏡湖醫院慈善會

致歡迎詞，向蒞臨儀式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謝。他說，鏡湖醫

院與中山大學有著深遠的淵源，一向來保持緊密聯繫。現在

鏡湖醫院與中山大學重新簽署教學協作協議，兩個機構的友

好合作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還表示，鏡湖醫院將更緊密

地配合特區政府的衛生政策，與政府醫院加強合作互補，與

闔澳市民攜手共建和諧社會。

衛生局李展潤局長講話時說，特區政府確立了“妥善醫

療，預防優先”的發展方針，致力完善整體的醫療系統，提

升服務質量，保障市民健康。在現代醫療技術日新月異、市

民對醫療服務質量要求不斷提高的狀況下，必須推動及強化

澳門醫療機構與鄰近地區教育、醫療機構合作，發揮資源互

補、優勢共用的效應，才能適應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趨勢。

特區政府十分重視鏡湖與中山大學這次合作，對中山大學教

學醫院在澳門掛牌所發揮的作用予以高度肯定。

黃潔夫副部長在儀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表示衛生部將

全力支持中山大學與鏡湖醫院簽訂協議、開展合作，這有利於

（下轉第38頁）

‧ 消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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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調查設立急診檢驗TAT監控指標，對提高急診檢驗效率的作用。   方法  利用實驗

室資訊系統收集2010年2月至 4月間急診科送檢血鉀的TAT，對資料中的不符合項，按時間段(每小時為

一時間段)統計每天不同時間段的TAT不符合項數目分佈及分析產生原因，從而不斷優化工作流程，並

按月份( 2~8月)進行統計並比較設立TAT監控指標(5月開始)前後每月的TAT平均值和不符合率的變化。    

結果  2~4月資料中的不符合項按每天的時段(每小時)進行統計，6:00~7:00、9:00~12:00以及14:00三個時段

的TAT不符合項數量較多；按月份對比，2~4月急診血鉀的TAT平均值較大，TAT不符合率較高，5~8月

的TAT平均值及TAT不符合率有明顯的降低。    結論  對檢驗TAT 不符合項數量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工作

流程的交接點和樣本量，設立檢驗TAT監控指標，持續優化工作流程對提高急診檢驗效率是一個相當

有效的方法。

【關鍵詞】  樣本周轉時間；TAT；工作流程

‧臨床研究‧

以往實驗室對質量的關注主要集中於技術水平提高和分析

過程控制上，注重不精密度、不正確度的改善，而臨床醫生關

注的却是檢驗服务的整體水平，包括總實驗誤差、實用性、成

本、以及及時性等[1]。反映及時性程度的樣本周轉時間 (turn-

around time, TAT) 也稱結果回報時間[2]，是指從醫生申請檢驗項

目到取回檢驗報告的時間，其間包括了項目申請、樣本採集、

運輸、實驗室分析、發回報告等環節。由實驗室直接控制的時

間稱為檢驗樣本周轉時間[2]，它是指臨床實驗室從接收樣本到

發出報告的時間，包括了樣本接收、前處理、分析和結果審核

等環節，是反映實驗室工作效率的常用量化指標之一。TAT作

為臨床醫生和患者判斷實驗室服务質量的一項指標，延遲的

TAT直接導致抱怨和投訴，也令實驗室工作人員必須花費更多

採用量化指標改善急診檢驗服務質量

倪金良   趙崇亮   陳倩碧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檢驗科

的時間來解決這些抱怨和投訴，有調查顯示[3,5,6]醫護人員和患

者對檢驗服務滿意度最低的就是TAT。為改善本院急診科常規

生化項目的TAT，本科於2010年上半年將急診血鉀TAT監控納

入質量管理體系，作為反映急診檢驗服務質量的一項指標。選

擇血鉀TAT作為監控指標除了其本身是最常用的急診生化項目

之一，亦因本科常規生化項目同屬一張檢驗單，無論血鉀單項

或含血鉀生化組合，需所有項目完成後才能將結果審核上網，

所以血鉀的TAT也反映了常規生化項目的TAT狀況。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利用實驗室資訊系統收集2010年2~8月的急診科送檢血鉀的

Improve urgent test turn-around time using measurement indicator                       
NGAI Kam Leong, CHIO Song Leong, CHAN Sin Pek
Clinical laborato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ED) test by setting 
the goal of turnaround time (TAT).   Methods  Collect the TAT data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biochemistry 
including Potassium from February to April in 2010 through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S). According to 
the time bucket (a time bucket per hour) to distribute the outlier of TAT and analyze the reason of the outlier 
events, thus optimizing the workflow constantly. Then sort out the data according to month (February- August)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the TAT average value and outlier rate the TAT indicator (begin in 
May) Before and after in practice.   Results  The data (from February to April) According to the time bucket (a time 
bucket per hour) shows the outlier events in 6:00~7:00, 9:00~12:00 and 14:00 three periods with a quantity more; 
To month contrast, ED Potassium TAT average value longer and outlier rate relatively high February–April, ED 
Potassium TAT average value and outlier rate have obvious reducing in May-August.   Conclusion  The interface 
point of the workflow and sample volume ar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o influence TAT and outlier rate , set up and 
monitor TAT indicator, it is a quite effective method to optimize the workflow and  in improving service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test continuously.

[Key Words]  Turn-round time; TAT; Workflow; Outlie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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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從樣本接收到報告審核上網的時間)，4月26日起對工作流

程進行調整，故4月26~30日血鉀的TAT資料歸入5月。 

二、方法

參照美國病理家協會的Q-probes程序[3]，定義急診血鉀的

TAT目標值為60min，TAT<60min為符合，TAT>60min為不符合。

對收集到的資料按月份(2~8月)進行統計分析每月的TAT平

均值和不符合率。

抽取2010年2~4月資料中的不符合項，按每天的時間段(每

小時為一時間段)進行統計分析每天不同時間段的TAT不符合

項數目分佈。

結 果

按月份對比分析急診血鉀的TAT平均值和不符合率結果見

表1。從表1中可以看出， 2~4月的TAT平均值較大，TAT不符合

率較高，5~8月的TAT平均值及TAT不符合率有明顯的降低。

2~4月資料中的不符合項總計242件，按時段(每小時為一時

間段)統計每天不同時段的TAT不符合項分佈(見圖1)。

圖1顯示，每日的6:00~7:00、9:00~12:00以及14:00三個時段

的TAT不符合項數量較多。

2~4月急診送檢單項血鉀或含血鉀生化組合標本總計

2403件，從圖2中可以見到TAT超過100分鐘的達19件之多，最

長的173分鐘；圖3顯示5~8月急診送檢單項血鉀或含血鉀的生

化標本總計3383件，最長的為99分鐘，有2件。

討 論

急診標本從接收到結果報告的工作流程：護士採集靜脈血

後，由工友將標本運送至檢驗科接待處，由職員接收標本、登

記、通知生化室→生化室技術員對標本進行前處理(貼條碼、輸

入病人基本資料及檢驗項目、離心分離血漿)→血漿標本上機分

析→結果通過實驗室資訊系統(LIS)即時傳送到審核工作站→結

果審核→醫生通過醫院資訊系統(HIS)可直接閱讀檢驗報告。檢

驗TAT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7, 8]，例如實驗室信息系統(LIS)、分

析系統、人員素質、樣本量等，事實上，檢驗TAT之長短反映

了整個實驗室工作流程是否合理、有效、流暢。從圖1中可以

看出，對檢驗TAT不符合項數量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工作流程

的交接點和樣本量。每日的6:00~7:00、9:00~12:00以及14:00三

個時段的TAT不符合項數量較多，是因為本科正常工作時間 

8:00~12:30、15:00~18:30，其餘時間由兩名值班技術員負責檢

驗工作。經調查，每日的6:00~7:00時段，大量住院病人的即

覆標本陸續送到，值班技術員忙於分檢樣本、登記，加上需

要準備8:00交班，造成急診血鉀TAT的延長和不符合項數量增

多；日班技術員習慣一上班就需要對儀器進行日常維護、添

月份

(月)

樣本量

(件)

TAT平均值

標準差(min)

TAT不符合率

(%)

樣本TAT不符合項

平均值(min)

2 791 41(17) 13.4 73.0

3 866 40(19) 7.3 80.0

4 747 40(16) 8.2 74.0

5 826 35(12.8) 3.4 71.5

6 708 34.9(12) 2.4 70.1

7 865 33.7(12.1) 2.5 67.9

8 847 34.7(12.1) 2.7 68.3

表1.急診血鉀TAT按月份對比表

圖1. 2~4月急診血鉀TAT不符合項按時段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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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試劑、品質控制以及對失控項目的處理等，這個過程一般

需要較多的時間，而且9:00~12:00時段為樣本送檢的高峰期。

登記的延遲、與成批普通生化標本一起上機、成批審核等因

素使得這一時段TAT 不符合項數量顯著增多；中午，生化室

值班技術員要處理上午留下的未完成標本，有時未能及時分

析急診標本，也令TAT不符合項數量增多。

由表1及圖2,3可知，5~8月份急診血鉀的TAT平均值和不

符合率較2~4月有明顯的降低。根據對2010年2~4月急診血鉀

TAT不符合項數據的分析，本科於4月26日調整了工作流程並

設立急診標本快速通道：首先，調整接待處職員上班時間，

由 8:00改為7:30，並設置急診標本的專用試管架，方便分檢標

本，職員負責及時通知生化室；生化室改變舊工作模式，針對

影響TAT的環節，逐一採取改進措施：具體化交接班制度，保

證流程的順暢；兩台生化分析儀(Cobas C501、DXC800)分不同

時段進行儀器校準、室內質控和保養，以方便標本隨時上機；

使用急診標本進樣架；檢驗結果優先審核；經常檢查LIS系統中

未完成檢驗清單，以防漏檢等。為了使急診檢驗TAT得到持續

改善，從5月開始急診血鉀TAT監控作為一項質量管理量化指

標在科內正式推行，並作為員工的一項考核指標，這一舉措

增強了員工的責任心，也提高了員工持續改善工作流程的積

極性。優化工作流程並從制度上予以保障使得從5月開始急診

血鉀TAT均值、TAT不符合率得到較大幅度的改善，由圖2, 圖

3可知，5~8月份急診血鉀TAT(99 min, 2件)沒有再出現2~4月期

間那樣異常的TAT不符合項(>100 min, 19件)。

血鉀TAT作為反映急診檢驗服務質量的指標由於推出時間

尚短，效果需要進一步觀察。本院於2009年7月更換新資訊系

統(HIS, LIS)後，為採用量化指標持續改進檢驗工作質量提供

了條件。這次借助資訊系統收集急診血鉀TAT數據後，在對

關鍵指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採取對應的改善措施，統計結

果顯示設立標本周轉時間監控指標對提高急診檢驗服務質量

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方法。

 為完善醫院管理，加強全體醫務人員的醫療安全質量及

病人安全意識，提高醫療服務水準。醫務部在院領導的大力支

持下，統籌重新組建醫療質量管理委員會、病案管理委員會及

感染控制委員會。並委任陳耀球醫生為醫療質量管理委員會主

席，蕭浤醫生為病案管理委員會為主席、鄺珉醫生為感染控制

委員會主席。5月12日晚上，院方在禮堂隆重召開醫療質量管

理、病案管理、感染控制委員會就職典禮暨學術講座，洪濱院

鏡湖醫院重建三個醫療委員會

長助理主持會議。劉小林院長及陳泰業副院長分別在典禮上致

辭，勉勵各委員會的成員要努力為提高本院的醫療質量及病人

安全多作貢獻。其後劉小林院長向三個委員會的主席頒發委任

狀，陳泰業副院長向醫療質量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頒發委任狀，

賈偉民院長助理向病案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頒發委任狀，霍惠蘭

院長助理向感染控制委員會的委員頒發委任狀。出席典禮有本

院全體醫生、護士和醫技科室同事逾500人。

‧ 消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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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旨在探討急診檢傷護士對急性心肌梗死的檢傷現狀，並進一步探討如何增加護士檢

傷準確率。   方法  對本院急診科2008年01月到2010年01月105例AMI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    

結果  急診檢傷護士對AMI患者做出正確判斷並進行有效護理干預率為65.7%，護士對症狀不典型AMI患

者的主動干預率明顯低於症狀典型者(P<0.01)。    結論  急診檢傷護士應提高對AMI不典型症狀的認識，

進一步加強分診技能，加強護患溝通，整體提高護理服務品質。

【關鍵詞】  急診檢傷護士；急性心肌梗死

‧臨床研究‧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在冠狀動

脈病變的基礎上，冠狀動脈血供急劇減少或中斷，致相應的心

肌嚴重、持久的急性缺血而發生心肌急性壞死[1]，是常見的急

診重症，發病急、進展快、病死率高。有關AMI 的研究 [2] 證

明，如果在冠狀動脈閉塞6小時以內使閉塞的冠狀動脈再通，

可明顯縮小心肌梗死面積，並改善心功能。急診經皮穿刺冠狀

動脈(PCI)作為AMI再灌注治療的主要方法，2000年美國心臟學

會和美國心臟病學學會將AMI急診PCI從就診到球囊擴張的時間

90分鐘定為金標準。這個標準也是我國衛生部門的對於AMI救

治的時間標準。有研究 [3] 指出其時間每增加10分鐘，直接PCI的

絕對獲益減少(0.94%~1.17%)。因此，“時間就是心肌，時間就

是生命”是AMI搶救強調的治療理念。急診檢傷護士作為病人

到急診科的第一接觸者，及時發現AMI病人，對患者儘早介入

治療，縮短其AMI再灌注治療的時間，有重要意義。目前，國

內有文獻 [4] 提出分診護士對AMI患者進行及時有效的護理幹預

處置僅佔64.3%，其預檢分診能力有待提高。而澳門地區缺乏

相關研究，以評估護士對AMI患者的檢傷準確率，故此有必

要調查澳門急診檢傷護士對AMI的檢傷現況。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院2008年1月到2010年1月在急診科就診的105例AMI患

者，其中男性患者88例，女性患者17例；年齡33~89歲，平均

年齡59.9歲；從患者掛號就診到心電圖檢查，時間是0~79分

急診護士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檢傷的調查分析

沈樂容   張雯薇   黃敏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護理部

鐘，平均13.0±16.5分鐘。單項統計首發症狀，心前區不適、

胸痛等典型症狀73例，上腹痛、嘔吐、腹瀉8例，頭暈、乏力

7例，氣促、呼吸困難12例，意識喪失2例，其他主訴包括咽

部不適、胸骨痛、跌倒致下肢外傷各1例。

二、病例選擇標準

所有病例的臨床診斷均符合世界衛生組織(WHO)對AMI的

診斷標準，具有特徵性心電圖改變及血清心肌酶活性的變化。

同時考慮到冠狀動脈造影術(CAG)是臨床診斷AMI的“金標

準”，所有病例均行冠狀動脈造影術，並最終確診為AMI。

三、方法

1. 資料收集方法：本文採取回顧性研究，資料收集自

2008年1月到2010年1月，在本院急診科就診，並在急診心梗

綠色通道下送心血管介入室行PCI治療 的AMI患者，同時與

本院心髒介入科行PCI術的患者資料作參照比較，篩選出的

105例病例。

2. 分析105例AMI患者的病曆及臨床資料，研究內容包括：

(1) 患者的個人資料：年齡、性別；

(2) 檢傷時患者的主訴及臨床症狀、體徵；

(3) 患者的掛號就診時間，心電圖檢查記錄時間；

(4) 護士的主動干預情況，是否能在醫生診治前，主動建

議AMI患者立即檢查心電圖。

3. 檢傷流程：根據本院急診科現採用的檢傷分級系統，檢

傷護理人員對掛號後的患者進行檢傷，評估其主訴，臨床表現

及生命體徵，對主訴“胸痛”及懷疑急性心血管疾病者在5分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riaqe with AMI patients at Emergency department                          
SHEN Le Rong, ZHANG Wen Wei, HUANG Min. Nursing Departmen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riage nurses’ assessment the 

AMI patients at A&E.   Methods  There are 105 of AMI cas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t Kiang Wu Hospital in January 2008 to January 2010 and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sults  65.7% of triage 
nurses can make right decisions and take effective nursing inventions in patients with AMI.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typical AMI, more patients with atypical AMI were undertriaged by triage nurses (p<0.01).   Conclusion  
Triage nurses should intensify triage ability, especial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patients with atypical AMI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Key Words]  Triage nurses;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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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內予心電圖檢查，並與急診科醫生共同判斷，確定有AMI的

特徵性心電圖改變，立即啟動AMI綠色通道進行急診搶救。

四、統計分析  

運用SPSS軟體統計。計量資料採用x ±s 表示，進行t檢驗；

計數資料用百分率表示，進行χ2檢驗，以p< 0.01，p< 0.05 作為

統計上顯著差異標準。

結 果

一、AMI患者的主動干預率情況，及患者掛號到心電圖檢

查的平均時間比較

表1顯示，護士對症狀不典型AMI患者的主動干預率明顯低

於症狀典型者(p<0.01)；症狀不典型的AMI患者，平均由掛號到

心電圖檢查的時間長於症狀典型者，且離散度大。

二、典型癥狀的AMI患者由掛號到心電圖檢查的時間分

佈情況

表2示，39.7%的患者能在掛號後5分鐘內接受心電圖檢查，

49.3%的患者在掛號後需6~15分鐘才進行心電圖檢查。

三、兩組AMI患者的年齡結構比較

表3示，症狀不典型的患者平均年齡大於症狀典型的患者，

兩者有差異(p<0.05)。

四、兩組AMI患者的性別結構比較

表4示，男性AMI患者明顯多於女性。性別與AMI患者的

症狀表現相關(p<0.05)，男性AMI患者中，症狀典型者較多

(73.9%)，女性患者中，症狀不典型者較多(53%)。

例數

n (%)

主動干預率

n (%)

掛號到心電圖檢查的

時間 x±s(min)

所有AMI患者 105(100) 69 (65.7) 13.0±16.5

癥狀典型的AMI患者 73(69.5) 65 (89.0) 7.9±6.5

癥狀不典型的AMI患者 32(30.5) 4 (12.5)** 20.7±16.4*

表1. 對症狀不典型AMI患者的干預

註：1. 與癥狀典型的AMI患者相比，*p<0.05，** p<0.01；

        2. 主動干預指急診檢傷護士評估後，不經醫生診治，直接建議患 

           者立即心電圖檢查。

掛號到ECG檢查的時間

(分鐘)

0~5 6~15 15~30 31~60

例數 29 36 7 1

百分率 (%) 39.7 49.3 9.5 1.5

表2. 掛號到ECG檢查的時間

男性

n (%)

女性

n (%)

癥狀典型的AMI患者 65 (73.9) 8 (47.0)

癥狀不典型的AMI患者 23 (26.1) 9 (53.0)

x2= 4.831 p=0.028

表4. AMI患者的性別結構比較

典型癥狀 不典型癥狀 T P

年齡 57.49±11.89 65.41±16.57 2.77 0.007

表3. 患者平均年齡比較

人數 百分率

(%)

掛號到ECG檢查的

平均時間(分鐘)

主動干預

(%)

腹痛，嘔吐等消化系統 8 25 13.6±41.7 25

頭暈，乏力等神經系統 7 21.9 15.7±8.09 16.7

氣促，呼吸困難等呼吸系統 12 37.5 28.4±20.7 0

意識不清 2 6.3 8.5±12.0 0

咽部不適 1 3.1 36 0

跌倒致下肢外傷 1 3.1 14 0

胸骨痛 1 3.1 31 0

表5. AMI患者的不典型症狀分佈情況及干預

五、AMI患者的不典型症狀分佈情況及干預情況

在不典型AMI患者中，以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及神經系統

為表現者最常見，分別佔總人數的為25%、21.9%、37.5%；檢

傷護士對三者的主動干預率均低。

討 論

一、急診檢傷護士對AMI患者的預檢分診能力有待提高。

本調查顯示，急診檢傷護士對AMI患者的主動干預率僅為

65.7%，其中以持續性胸骨後疼痛或心前區壓榨性窒息樣疼痛

為主訴的典型AMI患者主動干預率為89%，而以其他非典型癥

狀為主訴的AMI患者有效干預率為12.5%。從患者掛號到心電

圖檢查的時間統計上看，平均時間為13.0±16.5分鐘。數據顯示

分診護士對於AMI的主動干預率偏低。

急診護士檢傷時能對症狀典型的AMI患者採取主動干預，

有89%能在評估後建議患者立即進行心電圖檢查。但對比患者

掛號到進行心電圖檢查時間，平均為7.90±6.48分鐘，時間上未

達本院規定指標(<5分鐘)，分析其原因：

1. 檢傷護士對疾病的判斷力和分診水準不夠，評估時間

較長；

2. 由於夜晚急診就診人數多，經常有患者掛號完，排隊等

候檢傷，等候時間較長。本調查中，就有1例步行來診的AMI患

者，在等候檢傷期間，突然心跳驟停。因此，縮短AMI患者掛

號到急診檢傷所消耗的時間是必要的，建議與掛號處工作人員

加強溝通，探討是否可以一旦有患者掛號時主訴“胸痛、心前

區不適”，立即告知檢傷護士予優先分診。

調查顯示，症狀不典型的AMI患者其主動干預率僅為

12.5%。典型癥狀和非典型癥狀在急診檢傷時是否採取主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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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上有明顯的差異性，AMI的臨床症狀複雜多變，不典型的初

發症狀常易與其他疾病相混淆，急診檢傷護士對表現不典型症

狀的AMI認識不足、檢傷準確率低，有必要分析如何加強不典

型症狀AMI的檢傷分診。

二、加強對不典型AMI好發人群的認識

1. 性別因素：本研究中，105例患者有88例男性，17例女

性，男性AMI患者明顯多於女性，與國內外相關文獻報導一

致。而在所有統計的女性患者中，首發症狀不典型的患者佔

53%，較男性患者的26.1%高。Viktor等[11]對1996例首次發作心

肌梗死患者的症狀學研究，胸痛更常見於男性患者，女性患

者則表現為非胸痛，相反以上腹痛和右肩痛及各種非疼痛的

症狀多見。女性患者無論是院前延遲時間還是院內得到有效

治療的時間均長於男性，部分研究甚至發現女性是AMI患者

延遲診治的獨立危險因素[12,13]。因此，分診護士除了要認識到

男性患者易發AMI的危險性外，同時也要關注到女性患者，特

別是有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心血管危險因素的老年女性

患者，警惕AMI的可能。

2. 年齡因素：表4顯示，非典型癥狀的AMI患者年齡偏高，

平均年齡為65.4±16.6歲，典型癥狀的AMI患者平均年齡57.5±11.9 

歲，兩者有顯著差異性(p<0.05)。相關研究指出，老年人心肌

梗死的臨床表現多不典型，其中無胸痛表現者可達l5%~60%不

等，可能的原因是[5]：

(1) 老年人由於全身各器官系統老化，感覺遲鈍，加上腦

萎縮或癡呆，語言表達能力下降，說不出個所以然，掩蓋了

病情；

(2) 大多數患者合併有糖尿病，神經末梢變性，對疼痛的

敏感性降低；

(3) 老年AMI發生時，多伴有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呼吸

困難、腦血管意外等症狀而掩蓋胸痛；

(4) 老年人冠脈病變時間長，常有一定的側支循環形成，局

限性小灶梗死較為多見。由此可見，對於老年人，應全面瞭解

其生理和病理特點，詳細詢問病史、首發症狀及伴隨症狀，做

到細詢問、勤觀察、快反應、速搶救，正確分診，為老年病人

的搶救贏得最佳時機。

三、加強對常見不典型AMI症狀的認識。本次調查中，不

典型AMI患者以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及神經系統為表現者最常

見，分別佔總人數的為25%、21.9%、37.5%，故從機制及臨床

表現上重點分析這三種不典型AMI，提高分診檢傷。

1. 以腹痛、嘔吐為表現：心臟感覺纖維進入脊髓後與上腹

部臟器的感覺纖維共同聚合於同一脊髓神經元，經同一途徑上

傳，因而心臟感覺衝動傳入丘腦和大腦皮質後產生腹痛的感

覺；迷走神經的傳入感受器幾乎都位於心臟後下壁表面，當心

肌缺血缺氧時刺激迷走神經，產生腹痛，多伴噁心、嘔吐易誤

診為急性胃腸炎[6]。 本調查中就有一例AMI患者，主訴腹痛來

診，檢傷護士評估後予以普通疾病看待，導致患者候診時間超

過兩個小時，延誤患者病情。故急診檢傷時應鑒別普通消化系

統疾病和AMI的腹痛型表現，應高度警惕主訴上腹不適而消化

系統檢查中無明顯腹部壓痛、腹膜刺激徵的患者，並詢問疼痛

是否有放射至胸前區，但對有腹部壓痛的患者，亦不能完全排

除其心梗可能，因心肌缺血時刺激迷走神經有時伴反射性腹肌

痙攣，亦可出現嘔吐、腹瀉等消化系統症狀。

2. 以頭暈、乏力為表現：心肌梗死時心臟泵功能降低，心

排血量降低、血壓下降、腦供血不足，可反射性地引起腦血管

運動中樞及大腦皮層血管痙攣，導致腦細胞缺血、缺氧而引起

頭昏、頭痛、暈厥、嗜睡等一系列神經系統反應[7]。沒有典型

臨床症狀的患者容易誤診為頸椎病、腦血管意外、體位性頭

暈等疾病。檢傷護士要關注無任何誘因引起的頭暈，要詳細

的詢問病史，引發頭暈時有否感覺心悸、壓榨感等心前區不

適，有否暈厥，給予生命體徵的測量，當血壓偏低或是心率

偏慢的時候，結合患者的年齡，既往病史，考慮到AMI的可

能，給予恰當處理。

3. 以氣促、呼吸困難為表現：當發生AMI時，心室舒張

末期的血壓升高，發生肺淤血而使呼吸困難比胸痛更明顯。

嚴重的併發症如休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可將心前區疼

痛症狀掩蓋[8]。本調查中8例患者都及時予以優先診治，但是

平均從掛號到心電圖檢查時間為28.4±20.7分鐘，分析其原因

當患者以呼吸不暢、呼吸困難為首要表現，而無典型胸痛主

訴時，分診護士評估時多數因患者的呼吸頻率急促，血氧飽

和度下降予優先診治，及時緩解患者的呼吸情況。但往往忽

視詢問患者有無伴隨心前區不適症狀，等患者的氣促得到緩

解，醫生再予以心電圖檢查的時候一般都會拖延比較長的時

間，耽誤了PCI的時間。

四、提高急診檢傷護士對於AMI患者分診的準確率

1. 提高急診檢傷護士的專業知識、累積分診經驗：護士對

AMI患者進行評估，瞭解病史、誘因等有關疾病的內容，做必

要的體格檢查，都必須快速而準確，最後行心電圖等輔助檢

查。要縮短這個評估過程，護士祇有對AMI的臨床症狀和體

徵、各種心電圖變化全面瞭解，提高AMI識別能力，才能用敏

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使患者得到正確分診、及時得到護理干

預。急診分診這個崗位對護士的年資、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

有研究顯示低年資護士處理的相關病例較少，主要是根據既往

病史做出判斷，對當前症狀不敏感，把握不牢[9]。因此加強分

診人員的素質培訓是必要的。現階段，本院的分診護士都完成

了分診基本培訓並且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急診工作經驗。但無系

統的繼續培訓或分診方面的專科教育，也未對各類的急癥進行

全面的分析和探討，這方面有待加強。

2. 提高急診檢傷護士的分診技能，全面評估病情：採集病

史時盡可能詳細、全面、具體，不要單純依賴患者的主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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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腹痛、嘔吐、腹瀉”來診的患者，都祇重視其消化系統

表現，被其消化道症狀迷惑，評估時要對其疼痛首發時的誘

因，疼痛的性質，疼痛的時間上加強分析；加強觀察力，重

視伴隨症狀，注意患者是否有伴隨胸悶、出汗、呼吸不暢、

等；加強意識主動諮詢是否有心前區不適等心血管症狀；重

視既往史的詢問，注意是否有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長

期吸煙史、飲酒史等心血管危險因素的存在。應用護理體查：

用眼看、耳聽、鼻聞、手摸的觀察手段，結合生命體徵，對病

情進行綜合分析。

3. 提高護患溝通能力：對於AMI患者，護士必須快速獲得

病史，而急診科的患者來源於社會各階層，對疾病的看法與耐

受能力有很大差異，在詢問病史時，有的因恐懼或經濟困難不

願手術而隱瞞病情，有的為求同情對症狀誇大，有的年齡大，

對自己身體感受表述不清等。檢傷護士給予適當勸導和啟發，

以便獲取真實、客觀的病史資料[10]。這對於AMI患者的早期診

斷有重要意義，所以護患溝通也很重要。本院護士有系統地接

受溝通技巧的培訓，但仍有待實踐和提高。

4. 提高護理服務品質：目前“以病人為中心”已成為全

部醫療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開放式分診中，護士應走出分

診台，主動接待危重症患者，多巡視候診區患者，及時發現

有病情變化的患者，予二次檢傷。在分診技術上把護理服務

融入其中來促進從服務優勢到品質優勢。

綜上所述，本研究探討了鏡湖醫院急診科檢傷護士對於

不同癥狀的AMI患者檢傷現狀，但未對急診護士的專業技能、

港澳與內地更緊密的聯繫和合作。由於歷史淵源和省港澳地

理位置等因素，中山大學為港澳培養了大量醫學界人才，鏡

湖醫院和港澳衛生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中山大學的幫助；中

山大學未來的發展，以及加強與港澳聯繫、走向世界，開拓

人員視野，打造交流平臺，也離不開港澳和鏡湖醫院。黃副

部長回顧中山大學與鏡湖醫院的歷史淵源，早在孫中山先生

時代就開始流傳下來，在我們崇敬的柯麟老院長的努力下，

中山大學與鏡湖醫院開展了一系列的合作。他希望新的一

代，加深認識歷史，把接力棒接過來，繼續開拓創新，推動

衛生事業的發展。他說，鏡湖醫院就像一本生動的教科書，

他讚賞鏡湖醫院為澳門醫療事業作出的貢獻，祝願鏡湖醫院

有更大的發展。

黃達人校長致詞時也指出，中山大學與鏡湖醫院都與偉

人孫中山先生有直接關係，孫先生在1886年曾在中大醫科前

身“博濟醫學堂”學醫，1892年到鏡湖行醫；中大醫科柯麟

老校長先後在兩機構任院長，兩機構一直保持著互助合作的

良好關係。到1997年，鏡湖醫院已承擔中山大學實習生培養

136人。中山大學和鏡湖醫院將以重新簽署教學協議為契機，

在醫療、教學、科研領域開展更廣泛、更深入、更緊密的合

作，共同服務社會。

在崔世安行政長官、黃潔夫副部長親臨見證下，黃達人

校長和劉小林院長分別代表中山大學和鏡湖醫院，簽署了臨

床教學協議。見證簽約的還有衛生部港澳臺辦公室王立基副

主任，中聯辦文化教育部張曉光副部長，澳門特區政府社會

文化司張裕司長、行政長官辦公室譚俊榮主任、衛生局李展

潤局長，中山大學醫學部王庭槐副主任，鏡湖醫院慈善會許

世元副主席，馬有禮理事長，馮志強副理事長等。

最後，恭請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為“中山大

學教學醫院”牌匾揭幕，鏡湖醫院正式成為中大教學醫院。

                                                                             (秘書處)

年資經驗及工作環境等影響因素進行深入探討分析，有待進

一步研究。

（上接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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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即刻負重整體固定橋式種植義齒修復牙列缺失的遠期臨床效果，探索應用中的關

鍵問題，建立一種無牙頜患者牙列缺失的即刻負重修復模式，為臨床上該類患者提供可行的治療方案。    

方法  18例患者共計116枚種植體，使用整體固定橋式種植義齒修復體即刻負重修復，觀察時間5年以上。    

結果  18例患者的即刻負重整體固定橋式種植義齒修復體臨床效果良好， 所有病例全部取得成功。    結論  

即刻負重整體固定橋式種植義齒可成功應用於臨床修復無牙頜患者的牙列缺失，近遠期效果滿意。

【關鍵詞】  全頜種植義齒；即刻負重；無牙頜

Clinical study on immediate loading of implant - supported fixed full prostheses 
DENG Nan, SUN Chuanxi, LU Xinchun, et al
Oral Maxillofical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immediate loading of implant-supported fixed full 

prostheses and investigate its key problems in clinical u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a treatment plan 
for the edentulous patients who want implant - supported fixed prostheses..   Methods  18 cases underwent im-
mediate implant for 116 implants, and immediate loading prosthesis were used. All cases were observed by 5 
year.   Results  All of the 18 cases were succeed, and achieved good clinical results.    Conclusion  With selected 
indication, immediate loading of implant-supported fixed full prostheses can succeed applied in clinic and acquire 
satisfied clinical result.

[Key Words]  implant-supported full prostheses; immediate loading; edentulous

‧經驗交流‧

使用全口種植義齒對無牙頜患者進行牙列缺失修復，克服

了傳統全口義齒由於缺乏天然牙的固位和支持而存在的義齒鬆

動、咀嚼效率低下的缺限，已為更多的醫生和患者所接受。

全頜種植義齒修復牙列缺失有全頜種植覆蓋義齒和全頜種

植固定義齒兩種方式。全頜種植固定義齒由於具有舒適、功能

恢復較好等優點更日益受到醫生和患者的關注。

傳統的種植修復技術是在拔牙後3~6個月後進行[1]，種植

體植入後3~6 個月行負重功能修復[2]，患者口內無牙時間長達

6~12個月，給患者工作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種植後即刻負

重以儘快滿足患者的生活需要已成為種植醫師追求的目標，有

關學者進行了不斷的探索[3-5]，證實即刻負重種植體與延期負重

種植體能夠獲得同樣的骨整合[6]。本科自2004年起使用即刻負

重整體固定橋式種植義齒修復無牙頜患者18例，經過5年以上

的隨訪觀察，獲得良好治療效果。

材料和方法

一、臨床資料

選擇2004年6月~2005年6月在澳門鏡湖醫院口腔中心就診、

條件合適並願意接受種植的無牙患者18例，其中3例全口無牙、

8例上半口、7例下半口，共21個無牙頜；男性8例，女性10例；

年齡29~75歲，平均年齡54歲；共植入種植體116枚，平均每個

無牙頜使用種植體5~6枚；12例拔牙後3個月採用延遲種植牙技

術，5例採用即刻種植牙技術，1例採用雙側穿顴種植體植入技

術；全部病例均24小時內即刻負重修復，使用臨時修復體5~6個

月後進行恆久修復；全部病例均採用整體固定橋式種植義齒修

復，成功修復後使用5年以上。

二、種植材料

16例使用Nobel Biocarre公司產品Replace種植系統，1例使

用Densply-Friadent公司產品Xive種植系統，1例使用Densply-

Friadent公司產品Ankylos種植系統。全部病例均採用白金合金

材質的整體固定橋支架，11例採用金屬烤瓷牙冠，7例採用高

強度塑膠牙冠。

三、臨床技術

1. 臨床診斷：

(1) 曲面體層攝影的評估方法：採用塑膠壓模方法制做帶

有5mm直徑鋼珠的X光照片模板，將模板臷戴入患者口中拍攝

頜骨的曲面斷層片。

(2) CT攝影的評估方法：按照傳統全口義齒制做方法制做

CT攝片模板，將模板戴入患者口中使用螺旋CT拍攝影像，取

出模板拍攝模板的口外影像，應用NobelGuide軟件進行三維重

建，獲得無牙頜的三維影像。(圖1,2) 

2. 臨時修復體的制做：

(1) 曲面體層攝影評估後的臨時修復體的製作：按照傳統全

口義齒製作方法製作臨時修復體，內置整體鑄造鋼支架。在預

即刻負重整體固定橋式種植義齒修復牙列缺失的臨床應用

鄧楠  孫傳喜  盧新春  何尚從  粱瑞如  曾延雄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口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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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種植體植入點處鑽孔，作為手術模板使用。

(2) CT攝影的評估後的臨時修復體的製作：使用NobelGuide 

軟件獲得無牙頜的三維影像，設計種植體植入方案，製作手術

模板，依照手術模板制做臨時修復體。(圖3,4)

                 

(1)  採用整體鑄造的白金合金材質的橋體支架，螺釘固定

方式與種植體直接吻合連接，達到良好的被動就位

(2)  採用金屬烤瓷冠或塑膠牙冠制做人工牙冠

(3)  採用短牙弓修復方式，盡量避免或縮短懸臂粱

四、隨訪追蹤

患者每12個月複診一次，拍攝X光曲面斷層片或牙科

CT片，檢查橋體情況及種植體的骨癒合變化，進行必要的口

腔衛生維護及宣教。

五、 評價標準

參照Albrektsson 等[8]種植義齒成功評價的標準，觀測種植體

的臨床動度、功能恢復、牙齦健康及X 線表現，全部病例均於

術前、術後即刻和1、3、6 個月拍攝口腔全景X光片復查，以後

每隔12個月拍攝口腔全景X光片觀察種植體在頜骨內的情況，

拍片機型的投影條件相同，觀察時間5年以上。

結 果

116枚種植體僅有2例病員中的3枚種植體在癒合期未達到骨

整合，均為臨時修復體懸臂梁折斷病例，其中2枚更換了種植

體，其餘種植體在修複前均為骨性結合。修復後在追蹤期間，

1例病員的2枚種植體周骨吸收明顯，種植體部份裸露，但種植

體穩固，橋體使用良好，此例患者為鼻咽癌放療後5年行種植

牙修復，其餘所有種植體均穩固, 種植體周牙齦組織健康, 患者

無疼痛或其他不適，X線片種植體周無明顯骨吸收。

18例患者全部成功修復，使用5年以上，成功率100%。1例

患者使用2年後橋體懸臂粱折斷，此例患者為下頜全頜種植義

齒修復，對頜為伸長的天然牙，且喜食硬性食物，咀嚼力較

大，修復後使用至今；3例患者發生不同程度的瓷崩裂，經換

用塑膠牙冠後良好使用至今；1例患者使用4年時固定螺釘鬆

動，緊固後良好使用。所有患者對義齒的咀嚼功能、舒適感、

美觀性都十分滿意。

討 論

一、種植義齒功能性即刻負重的理論和臨床實踐

Brånemark的骨整合理論[9]認為，種植體必須在頜骨中經過

3. 種植外科技術：

(1) 麻醉：採用局部麻醉或鼻腔插管全身麻醉。局部麻

醉採用複方鹽酸阿替卡因注射液阻滯麻醉或浸潤麻醉，輔助

Dormicum 鎮靜。

(2) 種植體植入：將預制手術模板戴入患者口中，穩妥固

定，依照預設植入孔逐級備孔制備種植床，植入預設種植體，

取下手術模板，調整種植體的植入深度，盡量保證植入扭力大

於35NcM [7]，戴入多單位基臺。(圖5,6)

                      

(3) 同期完成臨時修復體：在患者口內使用矽橡膠常規取

模，用白石膏快速制做石膏模，將預成的臨時修復體戴入石膏

模上進行最後的調整修飾，將調整好的臨時修復體戴入患者口

內，以15NcM的力量鎖緊，自凝塑膠充填螺絲孔，調整咬合關

係，完成臨時修復。

(4) 戴入臨時修復體，患者休息數小時後離院，術後常

規給予抗生素治療7日。患者7日、30日、90日、180日回院復

查，拍攝X光曲面斷層片檢查種植體與骨的癒合情況，隨機

調整咬合關係。

4. 恆久修復體的制做：患者術後180日回院復查X光片，種

植體骨整合理想，即進行恆久修復體的制做。(圖7,8)

圖1. CT模板 圖2. 頜骨三維重建

圖3. 手術模板 圖4. 臨時修復體

圖5. 手術時模板 圖6. 置入多單位基臺

圖7. 整體固定式支架

圖8. 恆久修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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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個月的無負重癒合才能使種植體與骨之間形成骨整合，從

而獲得較高強度的應力傳導結構來支持修復後的咬合力量，

才能進行咬合功能的恢復。隨著種植修復技術的發展，有學

者[10-12]認為：1. 種植體微動會對種植體骨界面的骨整合有不良

影響，有可能導致纖維癒合，但一定範圍內的微動可以耐受而

不影響骨整合；2. 具有良好初期穩定性的種植體能夠早期承受

合力載荷，適當的合力對種植體周牙槽骨是一種生理刺激，有

利於骨整合。更多的臨床醫生據此進行了大量的臨床實踐，獲

得了良好的臨床治療效果[13-15]。

二、種植體植入方案設計

選擇適當的種植系統、種植體、合理分佈種植體及手術保

證良好種植體植入初期穩定是修復成功的基礎。

1. 種植系統的選擇：選擇具有宏觀機械鎖結作用的種植

體(如螺紋狀釘)、種植體表面具有微觀機械鎖結作用的種植

系統，所選擇的種植系統應有可進行臨時整體支架固定修復

的配件和工具，本研究選擇Replace、Xive、Ankylos種植系

統，其中Replace種植系統因具有完善的配件產品和工具而被

更多應用。

2. 種植體長度的選擇：種植體長度應至少達到10mm，本

研究116枚種植體除1枚選擇9.5mm長度外，其餘全部為10mm以

上，平均長度達14mm。上頜後牙弓段採用上頜竇提升或穿顴

種植體、下頜後牙弓段採用45度斜行植入保證植入種植體的

足夠長度。

3. 種植體適宜的分佈：本研究術前採用CT攝片、三維重建

頜骨影像，準確預設種植體的植入位置；術中使用精確預成的

手術模板保證種植體植入方向，保證種植體在前牙區、雙尖牙

區、磨牙區的均衡分佈；下頜使用45度斜行植入種植體，使種

植體能避開下齒槽神經干撓達到磨牙區。116枚種植體前牙區

40枚、雙尖牙區36枚、磨牙區40枚。

4. 種植體數量：本研究18例病例，上頜使用6~7枚種植

體，下頜使用4~6枚種植體，使用5年以上，均效果良好。與

過去需使用10~12枚種植體[18]的設計比較，大大減輕了患者的

經濟負擔。

5. 種植體植入初期穩定性：本研究大部份種植體以大於

35Ncm 扭力植入，保證良好的初期穩定性。在上頜後牙弓段

採用採用增加種植體數量、使用穿顴種植體保證足夠的初期穩

定，部份種植體植入扭力小於35Ncm，由於臨時修復體堅固的

整體鑄造支架的夾板作用，最終獲得了良好的骨整合。

6. 關於延遲種植和即刻種植：本研究有6例採用即刻種植，

均獲得良好效果。

三、修復體方案設計

要達到力學的穩定、咬合關係的和諧, 正確的修復體設計

是修復成功的關鍵。有研究[17]認為即刻修復的修復體體，如

果控制咬合，使種植體初期的微動控制在100微米左右能獲得

骨整合，從而使種植即刻負重修復成功。對於全頜即刻負重

種植修復，臨時修復體和恆久修復體其咬合設計都遵循同樣

例 數 性 別

男       女

年齡(歲)

  範 圍      均 數

修復部位

全口     上頜     下頜

種植手術

延遲種植   即刻種植

修復方式

(即刻負重)

修復體

(整體固定橋)

18  8        10 29~75       54        3           8           7 12              16 18 18

枚 數 修復部位

上頜(均數)     下頜(均數)

失敗枚數

上頜      下頜

種植體分佈

前牙區     雙尖牙區     磨牙區

種植體成功率

上頜       下頜

116 68(6~7)         48(4~6) 2          1        40               36               40  97%        98%

種植系統 種植體數

(枚)

長度(mm)

10        13         16

種植體分佈

前牙區     雙尖牙區     磨牙區

平均長度(mm)

Replace 105 4枚     58枚     42枚        40               36               40  14mm

臨時修復體

戴用時間    時 折 斷

恒久修復體

折斷      崩瓷      種植體裸露      螺釘鬆動      基臺折斷      橋體鬆動

  5~6個月 2   2例，修復           1            3            1(2枚)               1(2枚)               0                    0 

表4. 修復體資料(單位：例)

表3. 種植體資料2

Xive種植系統使用6枚，除1枚長度為9.5mm，其餘均為13mm及15mm長度；Ankylos種植系統使用5枚，均為11mm及14mm長度。

表2. 種植體資料1(單位：枚)

表1. 病例資料(單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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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原則。

1. 短牙弓設計：本研究設計縮短牙弓長度，祇恢復到第一

磨牙，有效縮短由於磨牙區種植體植入困難而產生的懸臂梁，

且此牙弓長度已足夠滿足病人咀嚼的功能要求。本研究中3枚

失敗種植體均發生在懸臂梁折斷的病例，1例患者2年後發生

懸臂梁的折斷，說明縮短懸臂粱的重要性。

2. 整體固定橋式支架設計：本研究設計整體牙弓的固定橋

式支架，支架通過螺釘固定方式與種植體直接吻合連接，目前

電腦輔助下的整體切削技術、激光焊接技術已能保證支架達到

良好的被動就位。這種設計從生物力學角度考慮，種植體之間

採用剛性連接體連接起來，義齒合面任何一點負重時，負荷都

有效地分散到每一個種植體上，從而避免個別種植體承受過高

負荷，橋體受力的分佈更均衡。這種設計在臨時修復體中的應

用更產生了“夾板”的良好作用。

3. 塑膠牙冠的使用：本研究早期使用金屬烤瓷冠修復，發

生3例瓷崩裂，經更換為塑膠牙冠後未發生冠崩裂，後期使用

塑膠牙冠修復，均未出現牙冠崩裂，考慮應是塑膠具有一定的

彈性和韌性，可以部份緩解咀嚼力對橋體的直接沖擊，是否有

利於種植體的保護，需要做進一步的對比研究。

4. 唇頰側基托設計：本研究部份病例採用唇頰側設計基

托、舌顎側懸空的設計達到良好的美觀效果和自潔效果。在唇

頰側設計基托恢复了唇頰側的豐滿度、避免了 “長牙冠”的美

觀缺限；舌顎側懸空設計保證自潔功能。

結 論

總之，即刻負重整體固定橋式種植義齒修復牙列缺失在臨

床上是可行的，具有良好的近遠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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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重型顱腦損傷患者死亡相關因素及應對措施。    方法  總結107例因重型顱腦損傷

的搶救無效死亡病例相關致死因素的分析歸納並進行討論。    結果  107例死亡的重型顱腦外傷患者主要

死亡原因：嚴重的原發性或繼發性顱腦損傷，嚴重的複合傷、併發症。    結論  早期診斷、早期採取綜

合的治療手段，積極治療複合傷及合併症，防治併發症是搶救該累重型顱腦外傷患者的關鍵。

【關鍵詞】  重型顱腦損傷；死亡因素；死亡率

To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the mortality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ed of 107 Cases
XIANG  Zhixiong1, LIAO Ting 1, XU Shengliang 2, KUANG Kunqi 1    
Kiangwu hospital, Macau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 China 2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the incidence and the causes of mobility of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thods  To analysis and discussed the causes of mobility of 107 cases.   Results  In these 107 cases, traffic accidents 
were the major cause of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ed. Severe secondary brain injuries were the lead death causes, 
severe complicated trauma and severe complications wer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auses of death for advanced stage.    
Conclusion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synthesized treatment in operation and nonoperation, aggresine treatment of 
Severe complicated trauma and complications are the keys that increase the cure rate and lower the mortality.

[Key Words]  Severe traumatic injured; risk factors of Death; Mortality

‧經驗交流‧

重型顱腦損傷是神經外科的常見病，死亡率接近30%[1]，

現總結自2007年4月~2010年3月澳門鏡湖醫院、中國汕頭大學

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外科收治並搶救無效死亡的107例該

類病人並對其死亡原因作一詳細的分析、總結及討論，爲以

後該種類重症病人的搶救做出有效的指引。

臨床資料 

一、一般資料

本組107例死亡患者中，男性69例(64.49%)，女性38例

(35.51%)，其中鏡湖醫院28例，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

院79例，年齡最小10個月，最大79歲，平均41.3歲。致傷原

因：車禍傷71例(66.35%)，墜落傷22例(20.56%)，打擊傷14例

(13.08%)，全部病人均在傷後0.5小時至3天內就診。 

二、瞳孔及生命體徵變化

本組病例入院時全部處於昏迷狀態，GCS3~5分78例

(72.90%)，GCS6~8分29例(27.10%)；雙側瞳孔散大23例

(21.50%)，一側瞳孔散大53例(49.53%)，瞳孔小如針尖12例

(13.21%)，瞳孔正常19例(17.76%)。54例血壓升高(50.46%)，

37例(34.58%)血壓下降，16例(14.95%)血壓正常。呼吸正常56例

(52.34%)，3 4例(31.78%)患者呼吸不規則，或呈潮式呼吸，17例

(15.89%)患者伴有嘔吐或口鼻外傷流血誤吸。 

三、複合傷

合併脊柱外傷18例(18.82%)，胸外傷9例(8.41%)，腹部外傷

12例(11.21%)，骨盆、四肢骨折15例(14.02%)。 

四、CT表現

107例病人中硬膜外血腫21例(19.63%)，硬膜下血腫59例

(55.14%)，廣泛腦挫裂(超過兩個腦葉)傷54例(50.46%)，彌漫性

腦腫脹29例(27.10%)，原發性腦幹損傷21例(19.63%)，顱骨骨

折22例(20.56%)。外傷灶主要位於幕上43例(40.19%)，位於幕

下的21例(19.63%)。累及雙側大腦半球的46 例(49.99%)，外傷

灶祇局限在一側大腦半球的18例(16.82%)，外傷灶主要位於額

葉20例(18.69%)，顳葉17例(15.89%)，頂葉18例(16.82%)，枕葉

9例(8.41%)，累及兩個腦葉的36例(33.64%)，累及三個腦葉的

28例(26.17%)。

五、治療

單純開顱血腫清除患者39例(36.45%)，開顱血腫清除及去骨

瓣減壓術35例(32.71%)，單純或術中合併植入MIRCOSENSOR顱

內壓監測器者24例(22.43%)，單純或術中一並行鑽孔腦室外引

流術患者26例(24.30%)，非手術治療33例(30.84%)。本組所有病

例均常規予以補液，脫水，神經營養，預防感染、癲癇、應激

性潰瘍出血等治療。對脊柱損傷、腹腔臟器破裂、血氣胸、四

肢骨折患者分別按病情緩急輕重作對應治療。 

結 果 

本組107例死亡患者治療過程中，主要死亡原因：嚴重腦

挫裂傷和腦水腫47例(43.92%)，原發性腦損傷32例(29.90%)，

嚴重複合傷9例(8.41%)。併發癥：難以控制的肺部感染8例

(7.48%)，誤吸、窒息導致死亡者14例(13.08%)，系統性多器官

107例重型顱腦損傷死亡病例相關因素分析

鄉志雄1    廖挺1    徐聲亮2    鄺崑琦1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1；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2



44 Journal of Kiang Wu Hospital, Dec 2010, Vol 10. No.1鏡湖醫學2010年12月第10卷第1期

功能衰竭死亡者5例(4.67%)。死亡時間：傷後24小時內死亡18例

(16.82%)，24~48小時內死亡的22例(20.56%)，3~7天內死亡38例

(35.51%)，7~30天內死亡29例(27.10%)。

討 論 

對重型顱腦損傷診斷依據入院時GCS8分並結合CT和臨床

表現即可明確診斷，近年來國內外報導重型顱腦損傷死亡率

26.5%~35%[1-3]。以下總結並分析本組病例中各項相關致死因

素。 

一、重型顱腦損傷死亡與致傷原因的關係

本組病例中車禍傷佔66.35%，墜落傷佔20.56%，打擊傷佔

13.08%，表明車禍是造成重型顱腦外傷的主要原因，同時車禍

多發於青壯年(21~40歲87例，佔61.3%)。 

二、重型腦損傷死亡與腦損傷程度的關係

重型腦損傷均有嚴重的腦功能障礙，而且還因為嚴重腦

挫裂傷及/或顱內血腫、繼發性腦水腫，使顱內壓急劇升高、

腦組織移位、腦疝形成而導致死亡[4]，本組中佔68.22%，是

造成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該類病人死亡多發生在受傷後早

期(1~3天)，故早期診斷、及時採取手術或非手術綜合治療積

極防治腦水腫，控制顱內壓是搶救治療重型顱腦損傷患者的

關鍵。

三、重型腦損傷死亡與腦損傷類型關係

在本組107例病人中硬膜下血腫佔55.14%，廣泛腦挫裂(超

過兩個腦葉)傷佔50.46%，外傷灶主要位於幕上佔40.19%，累及

雙側大腦半球的佔49.99%。這表面廣泛硬膜下血腫，大腦半球

的廣泛腦挫裂傷是重型顱腦外傷的主要致死類型。

四、重型顱腦外傷與手術治療方式

在該組病例中，採取手術治療的74例，單純開顱血腫清除

佔36.45%，開顱血腫清除及去骨瓣減壓術佔32.71%。在治療觀

察中，單純血腫清除或單純去骨瓣减壓術患者早期都能獲得較

好的减壓效果，但是到水腫高峰期，則明顯觀察到對緩解高顱

壓的作用效果不佳。而執行大骨瓣減壓及硬膜囊擴充術或有採

取內减壓術的患者，最終因爲高顱壓死亡的病例比例較低。

五、重型顱腦損傷死亡與併發症的關係

重型顱腦外傷患者，出現並發癥的機率比其他外傷患者

為多。本組患者中，入院時伴有誤吸發16例，住院期間出現

肺部感染37例，應激性潰瘍14例，應激性高血糖、電解質紊

亂21例，尿崩癥7例，急性腎功能衰竭7例，急性肝功能損害 

10例。在本組患者中，發現有48例患者存不同程度的嘔吐誤

吸情況。我們常規早期行氣管插管維持氣道通暢，而在插管過

程中發現口咽部殘留較多胃內容物則進入ICU後盡早行支氣管

鏡作氣道清理。因爲該類患者由於顱高壓出現嘔吐，顱底骨折

或口腔頜面部的外傷出血導致誤吸的情况非常常見，故盡早對

該類患者進行氣道清理十分必要。同時由於患者長時間昏迷，

氣管插管及呼吸機輔助呼吸等情况，無法自行咳嗽排痰，故出

現肺部感染的機會比其他外傷病人更多，因此對於此類患者，

有條件的醫院必須定期行支氣管鏡吸痰、估計昏迷時間長者，

盡早行氣管切開以便徹底的常規吸痰及口腔清潔[7]。同時，很

多醫院忽略了對該類病人拍背排痰及體位排痰的重要性而單純

依靠大劑量的廣譜抗生素的應用，最終效果不佳的同時導致廣

泛的耐藥菌的産生。對於應用甘露醇引起的腎功能衰竭，則在

本組病例中比較較低，究其原因可能與我們廣泛使用顱內壓監

測，跟進顱內壓變化而調節脫水藥物的使用有管，同時腦室外

引流術的應用，也爲减少脫水藥的藥量提供了幫助。

六、休克與重型顱腦外傷病人預後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組，治療前出現休克狀態的病人共有

18例(16.82%)，在這18例患者的治療過程中，有7例(38.89%)患者

出現了腎功能不全及肝功能損害的併發癥。故盡早糾正休克對

阻斷惡性循環到最終出現多器官功能衰竭有重要的意義。 

七、嚴重複合傷致與重型顱腦外傷患者死亡的關係

本組患者中，因嚴重復合傷死亡6例(4.2%)，對於合併腹部

閉合性外傷，肝、脾破裂、出血性休克患者，若有手術條件，

均應積極抗休克，儘早剖腹探查止血。對血氣胸、鏈枷胸影響

循環呼吸的患者，應立即行胸壁固定和胸腔閉式引流術，以防

病人縱膈擺動致呼吸、循環衰竭，加速病人死亡。重型顱腦外

傷患者因意識障礙無法主動提供病史的情况下，全面的體查十

分重要，在本組患者中，有1例患者入院早時漏診脾破裂出血

及1例患者漏診腰椎體爆裂性骨折導致脊髓受壓。所以我們不

能完全依靠目前的醫療設備去代替我們必要的全面體檢。

綜上所述，交通意外是目前造成重型顱腦外傷的主要原

因，而在該類病人中，主要致死原因是嚴重的腦挫裂傷，入

院前誤吸、低血容量休克，住院期間肺部及其他臟器的併發

癥出現，都會導致患者最終搶救失救。早期診斷、正確掌握

手術指徵、及時採取手術或非手術綜合治療，積極治療複合

性損傷及防治合併症及併發症是提高重型顱腦外傷治癒率、

降低死亡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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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眼科手術顯微鏡直視下行裂孔性視網膜脫離鞏膜扣帶手術的治療效果及介紹手

術方法。    方法  對39例裂孔性視網膜脫離患者的39隻眼採用眼科手術顯微鏡直視下先行鞏膜外放液、

視網膜裂孔及變性區定位、冷凝，然後預置縫線，最後結紮硅壓膠和鞏膜環紮縫線。術後觀察視力、

眼壓和視網膜復位情況。    結果  一次手術復位成功37眼，佔94.87%，再行玻璃體聯合白內障手術後復

位1眼。所有患者均無嚴重手術並發症。視力提高25眼，不變14眼。    結論  眼科手術顯微鏡直視下行裂

孔性視網膜脫離鞏膜扣帶手術雖具有手術視野清晰、療效可靠、安全等優點 ，但對後極部視網膜裂孔

引起的視網膜脫離不建議使用。

【關鍵詞】  視網膜脫離；顯微手術

Microsopic su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LEI Soi Lin, LAI Iat FAn, HANG Hiu Wa. Ophthalmic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cleral buckling in micro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g-

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Methods  Thirty-nine cases (39 eyes) of rhegmatogenous retina1 detachment 
were performed with scleral buckling by microscope.Under the surgical microscopy, draining  subretinal fluid, the 
cryotherapy of retinal breaks and retinal degeneration, the preplacement of silicone and encircling were performed 
in turn. The recovery of the visual acuity and 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and retinal reattachment of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Thirty-seven cases (94.87%) got retinal reattachment in first surgical procedure. 
One eye got reattachment after an additional vitreoretinal surgery (pars plana vitrectomy combined with Phaco). 
There were no serious 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e visual acuity was improved in 25eyes, the same as no change 
in 14 eyes. No eye’s visual acuity was lowered.    Conclusion  The scleral buckling in microscopic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is magnification ,precise location of scleral sutures, identification 
and avoidance of vessels. The procedures are simple, convenient, easy to master, reliable, and safe. It is not recom-
mended to be used on posterior retinal tear. 

[Key Words]  retinal detachment; microsurgery

‧經驗交流‧

裂孔源性視網膜脫離是常見的嚴重致盲眼病，通常需行視

網膜復位手術治療。常規手術方法是在雙目間接檢眼鏡下進行

視網膜裂孔定位並經鞏膜外冷凝視網膜封閉裂孔，因此法取得

良好治療效果且並發症少而被眼科醫生廣泛採用，但間接檢眼

鏡所見爲倒像、放大倍數低、術中需反覆取戴間接鏡等均爲手

術帶來不便，且有潛在污染手術區的危險。本院於2003年開始

至今採用眼科手術顯微鏡直視下完成裂孔性視網膜脫離鞏膜扣

帶手術共39例，取得滿意的效果，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選擇2003年5月~2009年6月間收治的裂孔源性視網膜脫離

患者39例，其中男29例，女10例，年齡17~76歲，平均年齡

45.56+15.22歲，右眼23例，左眼16例。裂孔位於赤道前10眼，

赤道附近裂孔23眼，赤道後裂孔3眼，有2眼同時有赤道前和

赤道附近裂孔，有1眼同時有赤道附近及赤道後裂孔。有20例

視網膜脫離累及黃斑。有17例患者有2個或以上裂孔，22例隻

有1個裂孔，其中單純圓孔或小孔有19例，馬蹄孔有13例，

菱形孔1例，混合型孔有6例。增生性玻璃體視網膜病變分級

(PVR)[1]，A級 12例，B級 23例，C1級 2例，C2級2例。近視眼

30眼(76.92%)，其中有16眼爲高度近視。有4眼伴有視網膜劈

裂；有1眼伴有黃斑裂孔；有1眼伴有年齡相關性黃斑病變；

有9眼伴有輕度晶體混濁；有2眼爲白內障術後人工晶體眼；

有1眼有青光眼病史；有1眼起病前有鈍挫傷病史並已行激光

裂孔封閉治療。

二、手術方法：

術前常規行三面鏡和裂隙燈前置鏡檢查作淮確的視網膜裂

孔和變性區定位並決定手術方案。爲更好配合手術進行及避免

患者有關於手術的不愉快記憶，所有患者均在氣管內全麻下進

行手術。按術前的手術設計方案，開瞼器開瞼，在手術顯微鏡

直視下沿角膜緣360°剪開球結膜，做鼻上及顳下放射狀剪開球

結膜，分離筋膜囊至赤道後並用棉枝拭淨直肌間鞏膜表面筋膜

組織，作四條直肌牽引吊線，在視網膜下液較多處用電凝排

液針或一次性針頭作鞏膜穿刺放液。如放液不良或眼壓沒有

眼科手術顯微鏡直視下裂孔性視網膜脫離手術治療的臨床觀察

賴一凡   李瑞蓮   幸曉華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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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則行前房穿刺放出少量房水，軟化眼球以利於鞏膜頂

壓。根據術前檢查定位並在手術顯微鏡的光源照明下，一手

牽拉直肌吊線調整和固定眼球位置，另一手用有齒鑷頂壓鞏

膜確定裂孔位置，接著伸入冷凝頭尋找裂孔及變性區，在直

視下透過鞏膜冷凝裂孔及變性區周圍視網膜至發白。預置固

定硅壓膠縫線，然後放置硅膠填壓塊和環紮帶，結紮預置縫

線，在手術顯微鏡直視下用有齒鑷頂起硅膠塊並檢查裂孔和變

性區位置，應在手術嵴上，如位置有偏差則對硅膠塊作相應調

整。最後縮短環紮帶並縫合球結膜後結束手術。如眼壓低､裂

孔呈魚嘴狀或有視網膜下增殖膜，則從角膜緣前界後4mm處注

入濾過空氣或C3F8。術畢時眼壓T+1 。術後均行預防性周邊部

視網膜光凝治療。

結 果

本組39例裂孔性視網膜脫離均採用眼科手術顯微鏡直視

下鞏膜扣帶視網膜脫離復位手術，隨訪1~46月， 37例患眼視

網膜平復，裂孔封閉，有兩例赤道後裂孔患眼術後視網膜未

能平復，一次手術復位成功率爲94.87%。其中1例未復位的患

者術後有視網膜下增殖膜形成，建議玻璃體手術治療，但未

有在本院進行；另1例裂孔未完全封閉，行玻璃體聯合白內障

手術後復位。術後14例眼壓升高，12例予降眼壓藥物治療後

眼壓正常，並可停藥，祇有2例需長期藥物治療，其中1例術

前已有青光眼病史。1例因長期自行滴激素眼藥而引起青光眼

視神經損害。術後8例視網膜下液延遲吸收，但均於術後6天

到2月內完全吸收。1例鞏膜縫線處視網膜下出血，於術後2月

餘吸收。1例出現晶體後囊下混濁，不需處理。1例術後白內

障加重需行手術治療。術後視力提高25眼；不變14眼。術後

視力≧0.5者30隻眼佔76.92%。

討 論

經鞏膜外冷凝術是目前治療裂孔源性視網膜脫離手術中常

規並廣泛應用的方法，術中對視網膜裂孔及變性區的準確定位

和封閉裂孔是手術成功的關鍵。傳統的定位方法有在直接眼底

鏡或雙目間接檢眼鏡直視下進行。直接眼底鏡觀察範圍小、易

受屈光間質混濁影響、操作不便、不能在直視下操作、手術野

易受污染等缺點已逐漸少被採用；間接檢眼鏡觀察範圍大、能

在直視下操作、相對不受屈光間質混濁影響、成像清晰[2,3]等，

廣受術者歡迎，是目前術中常規的定位方法，但雙目間接鏡下

眼底爲倒像，放大倍數不足夠，初學者較難掌握，且對微小裂

孔不易辨清，不能雙手操作，術中需反覆戴和摘除間接鏡，

十分不便，有增加感染機會。國外有學者在角膜上放置三面

鏡作視網膜裂孔定位並進行冷凝，但由於冷凝頭的頂壓造成

眼球變形和位置移動，嚴重影響三面鏡的觀察效果，爲操作

帶來極大的不便[4]。

總結本院39眼裂孔性視網膜脫離手術的方法及臨床治療效

果，在手術顯微鏡直視下行視網膜脫離鞏膜扣帶手術的操作方

法，具有以下優點：

1. 手術視野放大倍率可以調整，且爲正像，可清楚觀察視

到視網膜上易遺留的細小裂孔。

2. 術者可以雙手操作，使手術過程更爲便利。

3. 可以示教，術中除術者外，助手及其他醫生可通過助手

鏡或閉路電視同步觀察手術操作，並可錄影以供教學等。

4. 對赤道前近周邊部的視網膜裂孔更能清楚觀察定位，

利於進行冷凝。

5. 視野清晰細緻，避免手術的盲目性。

6. 全過程均連續在手術顯微鏡下完成，避免了間接檢眼鏡

反覆取戴，有潛在污染手術區的缺點。

7. 現時眼科手術顯微鏡已十分普及，眼科醫生大多已有一

定的操控能力，可大大縮短視網膜脫離鞏膜扣帶手術的學習周

期。但本方法亦有不足之處和限制：(1) 觀察範圍不及雙目間接

鏡廣，這與放大倍數相關；(2) 對位置靠後的裂孔(尤其是赤道

後裂孔)引起的視網膜脫離不建議採用本方法，因裂孔靠後需大

幅度降低眼壓頂壓鞏膜才可在手術顯微鏡直視下看到視網膜，

且視野清晰度大大降低，不利於裂孔和變性區定位和冷凝，更

有引起晶體脫位等並發症的危險；(3) 眼壓降低不充分時，壓陷

鞏膜較難，強行壓陷易引起角膜上皮水腫，難以觀察眼內情況

而需刮除角膜上皮；(4) 不能看清後極部視網膜。

綜上所述，眼科手術顯微鏡直視下行裂孔性視網膜脫離

鞏膜扣帶手術具有手術視野清晰、療效可靠、安全等優點 ，

值得臨床推廣應用，但對後極部視網膜裂孔引起的視網膜脫

離不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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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總結6例肺動脈環朿手術的應用及隨訪。採討肺動脈環朿術在姑息性治療先天性心臟

病手術病例的選擇及療效的判斷與觀察。   方法  6例患兒，男  4例，女  2例，年齡：11天~11月，體重

(4.65 ± 1.87Kg)，進行了肺動脈環朿手術，並通過術中經胸超聲監測、肺動脈壓力、動脈血壓、血氧飽

和度的變化判斷療效。    結果  其中1例患兒進行二次手術，6例患兒取得良好效果。    結論  作為姑息性

手術的一種，肺動脈環朿術損傷小，操作相對簡單，尤其對於年齡小，肺充血型先天性心臟病或複雜

CHD無法根治或不宜立即根治的患兒，能改善症狀，為根治手術創造條件。

‧經驗交流‧

在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治療中，常常由於在嬰兒時期出現喂

養困難，生長發育落後，心功能不全，反複肺部感染，或術前

病情嚴重，合併其他畸形，不能耐受1期根治手術時，往往需

要行姑息性手術。肺動脈環朿術主要應用在年齡小、肺充血

型、大量左向右分流先心病及少數複雜CHD，其中包括：

1. 瑞士乾酪樣室間隔缺損；

2. 多發性室缺伴主動脈縮窄； 

3. 房室隔缺損； 

4. 肺血增多的單心室；

5. 部份>3周的D-TGA/IVS為Switch術前左心室鍛鍊，其目的

在於減少肺血流，控制充血性心力衰竭；同時可降低肺動脈壓

力，保護肺血管床，避免因肺循環阻力過高，失去進一步手術

機會，控制充血性心力衰竭。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05年5月~2010年6月，本院共為6例先心病患兒進行了

肺動脈環朿的姑息性手術，其中男 4例，女 2例，年齡11天

~11月，體重2.35~8Kg，平均(4.65±1.87)Kg(見表1)

二、方法

全部患兒經左側胸3~4肋間隙為切口，在非體外循環下

手術，打開心包，避開膈神經，暴露主肺動脈。鈍性分離

肺動脈，使用3mmGrotex人造血管在肺動脈中部，以周徑

25~29mm(20mm+1mm/kg)環朿肺動脈。(其中病例1,3先進行動

脈導管結扎及病例1行主動脈縮窄的矯治)。通過肺動脈壓力、

動脈血壓、血氧飽和度的變化及在術中經胸超聲了解環朿處的

內徑及血流速度來評估肺動脈環朿的效果。術畢回CCU監護治

療，出院後定期隨訪複診。

            

結 果

其中病例1 患兒需要進行第二次手術，其原因由於術後血

氧飽和度太低，SPO2：少於70%，PCO2潴留，需要再次手術調

整肺動脈環朿度，其餘5例患兒術後取得良好效果 。

討 論

姑息手術是小兒複雜先天性心臟病手術矯治中重要組成部

 份，隨著體外循環技術，心外科手術技術的進步，以及術前診

斷和術後監護水平的提高，姑息性手術的適應徵也發生了一定

肺動脈環朿術在姑息性治療先天性心臟病中的應用與療效觀察

孫偉達   潘寶全   吳玉清   簡佩君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病 例 性 別 年 齡 體 重 診 斷

1 男 11天 2.35kg 室間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主動脈縮窄 、重度三尖瓣返流、肺動脈高壓

2 男 3月 5kg 室間隔缺損、房間隔缺損、肺動脈高壓、先天性腭裂、肛門閉鎖術後

3 女 4月 4.5kg 房室間隔缺損、共同房室瓣返流、動脈導管未閉、肺動脈高壓、唐氏綜合徵

4 女 11月 8kg 室間隔缺損、肺動脈高壓、11q缺失綜合徵

5 男  8月 3.85kg 室間隔缺損、肺動脈高壓、先天性CMV感染、小頭畸形

6 男 3月 4.2kg 大室間隔缺損、肺動脈高壓、心功能不全

表1.

以上患兒，術前一般情況差，喂養困難，生長發育落後，有氣促及中~重度肺動脈高壓，不能耐受I 期根治手術，祇能先行姑息性肺動脈環朿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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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然而，很多肺充血型先天性性心臟病，其中包括大室間

隔缺損，房室隔缺損，早期已出現明顯臨床症狀，存在肺動脈

高壓，不能耐受一期手術。在這些患兒的治療中，姑息性肺動

脈環朿術仍起重要作用，而手術效果明顯，能改善臨床症狀；

減輕及延緩病變的嚴重性。肺動脈環朿術作為減少肺血流量的

手術，是減少左向右分流，減輕左心負荷和防止肺血管阻塞性

病變的發展，為II期手術創造條件。

本組病例行肺動脈環朿術主要通過在術中動態觀察環朿處

壓力階差的變化來判斷療效(見表2)。

其中包括：

1. 在術中可放置肺動脈測壓管，環朿後肺動脈收縮壓明

顯下降，而動脈血壓升高， 肺動脈壓降到體循環壓的一半或

降到正常範圍[1]； 

2 . 血氧飽和度理想維持在85%~90%左右；

3.  術中超聲心動圖檢查測量環朿處的內徑在5~6mm及右室

與肺動脈壓力階差達45%~55%左右；

4. 術後在聽診時，左側第二肋間均可聞及2~3/6明顯收縮

期雜音。

一. 本組病例1術前應用PGE1維持動脈導管開放並於生後

11天。先行動脈導管結扎後予主動脈縮窄矯治後再行肺動脈環

朿。患兒術後血氧飽度約75%，漸出現明顯低氧血症，二氧化

碳分壓明顯升高，在足夠潮氣量和PEEP下無明顯改善，超聲心

動圖示環朿處祇有3mm，壓差63.4mmHg，而且排除肺部病變 如

肺部感染，肺不張等因素造成。考慮原因為環朿過緊，心臟窘

迫，造成肺血流過少所致，立即開胸第2次手術，在松解環朿

帶至6mm 血氧飽和度回升至95%，並調整肺動脈環朿度。由於

該病例年齡小，低體重，在第二次手術期間調整肺動脈環朿度

相對困難，如非要使肺動脈遠端壓力下降至動脈壓一半，血氧

飽和度<75%，最後使肺動脈壓力維持在動脈收縮壓75%，血氧

飽和度可維持在93%，所以最後需要維持在相對較高肺動脈壓

力，在出院隨訪過程中心臟超聲發現右肺動脈起始部狹窄，最

後患兒在生後7月左右早期行II期根治手術 。

二. 本組病例均在術中予心臟超聲監測以了解肺動脈環朿

程度並與心外科醫生合作以及時調整 。

三. 其餘5例肺動脈環朿術後肺動脈明顯下降，隨訪過程

中，有1例在術後10天左右發現有大量心包積液，予心包穿刺

抽液及短期應用激素後治癒。提示在肺動脈環朿術是需要切

開心包，術後可引起心包切開綜合徵的可能，在術後需要定

期在2周、1個月和3個月定期複查超聲以了解心功能，環朿處

的內徑，跨環朿間壓力階差，環朿條帶是否移位滑脫導致肺動

脈分支狹窄或扭曲。到目前為止，隨訪病例中，在術後症狀及

發育能夠得到明顯改善，其中有4例已行根治手術。

由此可以看出肺動脈環朿術在先心病治療過程中，一種比

較理想的分期手術方式，在符合適應徵的前提下，它安全、有

效、損傷小， 減低1期手術的風險 ，尤其對於嬰兒期，肺充血

型先天性心臟病不宜立即根治的患兒能改善症狀，為II期根治

手術創造條件[1]。

肺動脈壓力(mmHg)

術 前    環朿後

動脈血壓(mmHg)

術 前      環朿後

血氧飽和度(%)

術 前      環朿後

環朿處的內徑

(mm)

跨環朿間壓力階差

(mmHg)

1 69          45  70            75    >95%      70%~75%5  3.1mm  63.4

              65             82              95 6mm 19~20

2 70          48 74            91  97           91 5~6mm 70

3 72          38 85            83  95~97          85 xxx  5.0~6.3mm 48~55

4 51          40 70            87 97             92~9 6.1~6.4mm 40~42

5    60        35~47  80            95 98           93~95  5mm 51~65

6 53          41 78            98 96           85~88 4.2~4.6mm 67

表2. 術前術後肺動脈壓力、動脈血壓、血氧飽和度的變化對比及在術中經胸超聲了解環朿處的內徑

*45

*. 代表病例1進行第二次手術的情況

徐志偉. 小兒心臟手術學, 北京: 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6;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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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評估等離子體髓核成形術(Nucleoplasty)治療頸椎間盤突出症的療效及臨床可行性。    

方法  頸椎間盤突出症患者8例10個椎間盤，行病變頸椎間盤等離子髓核減壓加選擇性神經根阻滯，採

用視覺類比評分法(VAS評分)，簡式McGill疼痛問卷，觀察：術後1月療效。    結果  術後1月VAS評分、

McGill評分較術前顯著降低(p<0.005)。    結論  低溫等離子髓核減壓術治療頸椎間盤突出症，具有創傷

小、近期療效好、恢復快等優點。

【關鍵詞】  頸椎間盤；等離子；減壓

‧經驗交流‧

頸椎間盤突出症多採用非手術療法，但部分患者療效欠佳

或反復發作，本院自2010年1月起行等離子髓核減壓加選擇性

神經根阻滯，治療頸椎間盤突出癥，具有創傷小、恢復快、

療效好的特點。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患者8例、行10個椎間盤減壓，男6例，女2例；年齡

36歲~57歲，病程6個月至8年，平均16個月。所有患者通過病

史、症狀、體徵及頸椎MRI確診為頸椎間盤突出症。其中單

椎間盤突出4例，2個以上椎間盤突出4例。排除脊髓型頸椎

病、其他一般性手術禁忌症。患者術前均經保守治療3月以

上，效果欠佳。

二、方法

1. 器械、設備及藥品：美國傑西實業有限公司生產的等離

子射頻消融儀，鎮痛複合液：2% Lidocaine 1ml+Diprospan 1ml+ 

Mecobalamin 1ml。

2. 手術方法：患者仰臥於手術床上，頸下墊薄枕，使頭輕

微後仰10度，充分暴露頸部。先在影像下正位定位鈎椎關節連

線，側位定位相應椎間隙，常規消毒鋪巾，於患者右側穿刺，

用左手食指及中指將頸動脈推向外側，將甲狀腺、氣管、食管

推向對側，右手持椎間盤穿刺針，在X光側位透視下，穿刺針

經鈎椎關節內側，在食、中指間進針，作病變椎間盤穿刺，穿

刺方向朝向椎間盤中點略偏後方向，經正、側位像確定位置理

想，退出穿刺針芯，置入等離子刀頭，開啟電源，設置等離子

機工作模式為2檔，啟動消融鍵20秒，順時針旋轉刀頭360度，

再啟動皺縮鍵逆時針旋轉刀頭360度，術中隨時詢問患者感受，

如有不適，再行X光正側位確定刀頭位置是否合適。

3. 術後處理：術後臥床休息、予抗菌、脫水治療3天，觀

察術後反應，並作對症處理，囑佩戴頸托1月。平均住院5天，

出院後可帶頸托工作，出院後逐步進行頸肌功能鍛煉，避免頭

頸部一個姿勢過久。

三、療效評定

通過VAS(visual analogous scale,VAS)評分。簡易McGill疼痛

問卷：3大類、19項指標的評判。術後1月隨訪評估療效。

四、統計分析

所有資料採用SPSS13.0統計軟體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均

數±標準差(X±S)表示，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等離子體髓核成形術在頸椎間盤突出症治療中的應用

劉京平   陳明輝   曾俊傑   潘慧   蔣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麻醉科

組別 例數 VAS評分

(X±S)

McGill評分

(X±S)

術前  8 7.8750±0.8345 30.6250±3.7773

術後 8 2.5000±1.1952 6.0000±2.7255

表1.術前及術後VAS評分及McGill評分 

患者 術前VAS評分 術後VAS評分

1號  8 3

2號 8 2

3號 8 4

4號 9 3

5號 8 2

6號 8 3

7號 6 0

8號 8 3

VAS評分
( ±S)

7.8750±0.8345 2.5000±1.1952

表2. 各例患者術前及術後VAS評分 

討 論

目前對頸椎間盤突出症的治療，往往是症狀輕者行推拿、

牽引、針灸等非手術療法。而在出現肌肉萎縮、感覺障礙、行

走不穩等脊髓變性症狀時才考慮作手術治療。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高能射頻技術的發展,等離子射頻

消融汽化技術廣泛應用於骨關節外科，1999年美國FDA正式

批准等離子射頻消融汽化技術應用於脊柱外科，等離子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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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融髓核成形術先後被用於治療頸、腰椎間盤突出症，2002年

美國實施了第一例腰椎間盤突出症等離子髓核形成術[1]，國內

也陸續報導[2]。

低溫等離子消融術是利用冷融切的低溫(約40℃)汽化技

術，移除部份髓核組織而完成椎間盤髓核組織重塑，並利用

加溫(約70℃)技術使髓核的膠原纖維氣化、收縮和固化，使

椎間盤總體積縮小，壓力降低，從而緩解對神經根及椎間盤

周圍痛覺感受器的刺激，以達到治療目的[3]。在頸椎病治療

中，主要對椎動脈型頸椎病和交感型頸椎病效果好，這兩種

頸椎病主要表現為頭暈、耳鳴、心慌、頸肩部酸困等非特異

性症狀。而對神經根型頸椎病也有一定療效；對脊髓型頸椎

病基本無效[4]。

手術穿刺在影像引導下完成，注重術前定位、固定推開周

圍組織、指間進針、穩定穿刺針、正側位核實刀頭位置、消融

時觀察患者反映、已保證手術安全；對神經根型頸椎病結合選

擇性神經根阻滯，阻斷神經傳導、消除水腫、解除神經受壓迫

和刺激、幫助神經恢復，有助於提高近期療效。

我們認為低溫等離子消融術治療頸椎間盤突出症，具有近

期療效好、創傷小、併發症少、恢復快、多間盤同時治療及可

重複性等優點，易為廣大患者所接受。缺點是價格較貴、對影

像學及穿刺技術要求高。

Sharps Lisa Z. Percutaneous disc decompression using nucleoplasty. Pain Physi-

cian, 2002, 5:121126.

楊淵, 肖增明, 李世德, 等. 等離子刀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 中國微創外

科雜誌, 2003, 3(4):333-334.

王曉甯, 侯樹勳, 吳聞文, 等.射頻消融髓核成形術治療頸椎間盤突出

症初步報告.中國脊柱脊髓雜誌,2004,14(2):99101.

Nasser, Al Anazi. Simple Cervical Discectomy: An Option for Cervical Pain 

Management. Neurosurg Quarterly, 2009, 19:298-301.

參 考 文 獻

[1]

[2]

[3]

[4]

患者 術前VAS評分 術後VAS評分

1號  30 8

2號 30 6

3號 31 9

4號 34 7

5號 33 6

6號 32 7

7號 22 0

8號 33 5

McGill
( ±S)

30.6250±3.7773 6.0000±2.7255

表3.各例患者術前及術後McGill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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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8例頸椎等離子術前術後VAS變化評分情況，***表示p<0.005

圖2. 8例頸椎等離子術前術後McGill變化評分情況，***表示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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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脈搏指示連續心排出量(pulse indicato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PiCCO) 監測技

術在我ICU危重病人中血流動力學監測的應用效果與現狀。   方法  分析在ICU中運用PiCCO技術進行血

流動力學監測救治的危重病人10例，分析心排出量指數(CI)，全心舒張末總容積量指數(GEDVI)，腔內

血容量指數(ITBVI), 血管外肺水指數(EVLWI)，外周血管阻力指數(SVRI)等。    結果  根據PiCCO血流動

力學監測指標指導救治，休克、心衰得到有效的糾正，短期臨床效果滿意。    結論  PiCCO 監測技術在

ICU中的應用是安全、可靠、有價值的。

【關鍵詞】  脈搏指示連續心排出量；胸腔內血容量指數；全心舒張末期容量指數；血管外肺水指

數；外周血管阻力指數

‧經驗交流‧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09年6月~2010年7月入ICU並行PICCO監測的患者10例。

男性5例，女性5例，年齡 49~95歲， 平均(70.6±15.3 ) 歲。其中

感染性休克7例，分佈性休克1例，心力心衰2例。

二、材料

中心靜脈導管(三腔)、動脈導管、多功能監護儀、壓力感

測器、心輸出量模塊、導線等。

三、方法

1. 經右側中心靜脈導管通路，通過三通將注射器及心輸出

量(CO) 模組、介面電纜的溫度探頭相連。

2. 經股動脈留置專用導管，分別與CO模塊、導線，通過

壓力感測器與有創壓力模塊相連。測量時開始從中心靜脈注入

冰凍生理鹽水(0℃)，10~15 m l/次，勻速，5秒內注射完畢，經

過上腔靜脈－右心房－右心室－肺動脈－肺靜脈－左心

房－左心室－升主動脈－腹主動脈－股動脈PiCCO導管接

收端，共做3次測定。

3. 按照監護儀螢幕提示操作，可以將整個熱稀釋過程繪製

成熱稀釋曲線，並自動對該曲線波形進行分析，得出一基本參

數，然後結合PiCCO導管測得的股動脈壓力波形得出一系列具

有特殊意義的重要臨床參數。

4. 測量指標：(1) 心排血量與心指數(CO/CI)：注一次冰水

就可以顯示出兩者的精確數值，而且以後不需要注射冰水就

可以連續顯示。(2) 全心舒張末總容積量(Global End-Diastolic 

Volume GEDV)：該參數是目前最能精確反映心臟前負荷的指

標，測量中以全心舒張末期容量指數(GEDVI)表示，它優於一

般使用的中心靜脈壓(CVP)和肺毛細血管嵌人壓(PCWP)，避

免了以往以壓力代容積，以右心代全心的缺陷，消除了胸腔

內壓力及心肌順應性等因素對壓力參數的幹擾，從而能更準

確地反映心臟的前負荷數值。(3) 胸腔內總血容量(Intrathoracic 

Blood Volume ITBV)：可以精確反映病人的血容量情況，指導

臨床輸液治療，測量中以胸腔內血容量指數(ITBVI)表示。(4) 

血管外肺水(EVLW) ：它是目前為止監測肺水腫最具特異性的

量化指標，測量中以血管外肺水指數(EVLWI)表示。(5) 其他

指標：血壓(BP) 、心率 (HR) 、每搏輸出量(SV)、每搏輸出量

變異(SVV)，外周血管阻力(SVR) 、心功能指數(CFI) 、心肌收

縮指數(dpmx)。

結 果

根據病因分類從所測數據中分別測量患者的心輸出量，

容量，血管外肺水，外周血管阻力。結果發現7例感染性休克

病人外周阻力均降低，心輸出量增加的共3例佔43%，符合感

染性休克高排低阻的血流動力學臨床特徵，其餘4例心輸出量

無增加；容量增加5例，佔70%，容量減小1例佔15%，容量無

變化1例，佔15%；血管外肺水增加5例佔70%，無變化2例佔

30%；血管外肺水與容量同時增加4例佔57%。2例心力衰竭病

人心輸出量均減少佔100%，血管外肺水與容量均增加佔100%，

符合心衰肺水腫的特徵。分佈性休克1例心輸出量增加而外周

阻力降低，符合高派低阻的特徵。(表1)

PiCCO血流動力學監測在本院ICU中的應用

何敬全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急診科

病者 感染休克

1    2    3    4    5    6    7

心力衰竭

8              9

分佈休克

10

心輸出量 +    0    +    +    +    +    + -              - + 

容量 +    0    -    +    +    +    + +              + +

外周阻力 -     -    -    -    -    -    - +              0 -

血管外肺 0    +    +    +    +    +    + -              + -

表1. 10例病者血流動力學特徵

註：+表示增多，-表示減少，0表示正常範圍；容量表示前負荷，外周

        阻力表示後負荷

對感染性休克的患者，24小時內進行第2次檢測，由於其

中1例患者提早轉院，實際祇有6例患者完成笫2次檢測。根據

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特徵使用血管活性藥物(多巴胺及/或去甲腎

上腺素)增加外周阻力，結果顯示：外周血管阻力增加5例，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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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外周血管阻力減少的1例佔17%。同時容量及肺水過多時

予減少容量負平衡，結果血管外肺水減少的3例佔50%，無改變

的佔1例佔17%；增加的2例佔33%，增加的2例病者同時伴有心

輸出量的下降。容量減小的3例，增加的3例各佔50% (表2)。

討 論

對危重病人進行血流動力學監測是ICU醫生進行治療的重

要手段之一，肺動脈氣囊漂浮導管(SwanGanz導管)的出現在血

流動力學監測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長期以來一直被看作血

流動力學監測的金標準。然而通過SwanGanz肺動脈氣囊漂浮導

管獲取的資料，是以壓力來間接反映循環容量狀態。PiCCO是

新的血流動力監測技術，是以容量的參數直接反映循環狀態，

相對於SwanGanz肺動脈漂浮導管進行血流動力學監測方法，它

不但創傷小、併發症少而且操作簡便，而且可連續監測CO，有

較好的臨床應用價值和前景。而其特有的對肺水的監測為臨床

對肺水腫的判斷與治療提供了很好的依據。

通過對10例患者的監測過程中，我們發現PiCCO能很好地

反映感染性休克患者的學流動力學狀態，也加深對病理生理

的認識，為及時有效地制定整體液體平衡策略，何時使用血

病者

 CI         ITBVI      GEDVI      EVLWI      SVRI  CI         ITBVI      GEDVI      EVLWI      SVRI

1 6.44        1167          934            4.1            995 5.95        1374          1099          3.3           1222

2 3.68         885           708            5.8           1521 4.37         987           790            5.8           1463

3 4.20         819           659            7.4           1058 4.10         870           695            8.3           1240

4 3.84        1443         1154           13.6         1275 1.91        1230          985          13.8           3097

5 3.83        1154          924             8.3          1275 5.90        1066          853            8.0           1727

6 3.78        1645          921            13.6           974 3.15        1089          871            9.0            888

7 4.64        1011          808            11.7           914 4 -4          4-4           4-4            4-4             -4 

表2. 7例感染性休克病血流動力指標的變化

註：參數單位CI( L/min/m2), ITBVI (ml/m2), GEDVI(ml/m2), EVLWI( ml/kg), SVRI( DSm2/cm5)

第一次檢測 第二次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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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活性藥提供了良好的依據；進行容量復蘇時，結合SVV和

PPV的變化能有效地判斷心血管系統對液體負荷的反映效果，

並通過動態的變化來調整下一步的治療方案。同時我們也發現

EVLWI 能有效地反應肺水腫，尤其是心力衰竭的患者。容量

及血管外肺水過多時，我們採取減負荷，通過前後的變化，

我們發現半數患者負荷減少，而2例患者負荷增加，可能與其

同時伴有心輸出量的下降有關。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仍未

能明確容量與血管外肺水動態改變的關係，可能與我們選擇

的病例年齡較大且多並存多個器官功能衰竭有關。同時我們

也未能明確PiCCO血流動力監測對死亡率的影響，這將是我們

日後關注的方向之一。

PiCCO作為一項新的技術在本院ICU臨床應用中的監測還

處於探索階段，積累的經驗不多，仍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

我們在日後的臨床應用過程中不斷學習與提高。PiCCO為我們

提供了多項有價值的指標，在ICU的應用有著良好的前景，值

得我們進一步推廣與研究。同時新的技術也為我們帶來新的挑

戰，為能正確使用與獲得準確的資料，這就要求ICU醫務人員

必須接受專業的訓練，掌握其監測理論的基礎上對操作技術其

進行規範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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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總結並分析別嘌呤醇藥疹的發病及臨床特點。    方法  回顧性分析30例別嘌呤醇藥疹

的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等特點以及預後等。    結果  別嘌呤醇藥疹具有以下特點：1. 患者多為老年人；

2. 潛伏期長；3. 患者多出現發熱；4. 皮疹類型多樣；5. 內臟損害多見。    結論  別嘌呤醇藥疹預後關鍵

在於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及時控制病情向重症發展。

【關鍵詞】  別嘌呤醇，藥疹

Clinical Study of 30 Patients with Drug Eruptions Caused by Allopurinol
LEONG Nga Cheng, WONG Hoi Shan, MIN Yi Guo, LIU Jian, CHAN Pou San, IEONG Seng Hin, CHANG Hong 

Cheong.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the clinical signs of drug eruption caused by allopurinol.   Methods  Clinical 

data from 30 cases of drug eruption caused by allopurinol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clinical findings, laboratory 
results and prognosis.   Results  Eruptions cause by allopurinol were characterized by ① old age people ② long 
incubation period ③ fever often ④ various patterns of skin eruptions ⑤ internal organ involvement.    Conclusion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ith corticosteroid are emphasized. 

[Key Words]  Allopurinol; Drug eruption

‧經驗交流‧

別嘌呤醇是常用於治療痛風及高尿酸血症的藥物，近年

因該藥所引致藥疹時有所見，為加強對本病的認識，將本院

2002年1月~2010年2月因別嘌呤醇引致出疹並住院治療的30例

患者進行分析。

資料和方法

本組30例，其中男性14例，女性16例，年齡最小27歲，最

大89歲，大於60歲者21例，佔70%，平均67歲，均為痛風或高

尿酸血症患者，出疹前有服用別嘌呤醇史，既往有其它藥物過

敏史者3例，高血壓病史17例，腎功能不全3例，30例中均無肝

功能異常史，無酗酒史。

臨床表現：潛伏期最短4天，最長60天，平均20.6天(有2例

初次服藥潛伏期為30天，第2次服藥後潛伏期為1天，第2次潛伏

期未計入)。30例均有不同程度皮膚瘙癢及皮疹，皮疹表現多種

多樣，有紅斑、丘疹及水疱等，大部份皮疹從頭臉、胸背部向

下發展至四肢，分佈廣泛對稱。皮疹逐漸擴展融合並發展為各

類型藥疹。眼、口腔及外生殖器黏膜損害13例，皮膚鞏膜黃染

2例，咽痛5例，發熱16例，體溫在37.5℃~39.9℃之間。

一、藥疹類型

1. 輕型藥疹21例(佔70%):麻疹型8例、多型紅斑型13例；

2. 重型藥疹9例(佔30%):中毒性表皮鬆解壞死型3例、重症

多型紅斑型5例、剝脫性皮炎型1例。

二、實驗室檢查

17例肝功能異常(佔56.7%)，谷丙轉氨酶升高17例，其中為

正常上限2~8倍共15例，谷草轉氨酶升高17例，谷草轉氨酶及谷

丙轉氨酶同時升高16例，總膽紅素升高7例，白蛋白降低24例，

血常規示白細胞高於10×10e9/L共25例，中性粒細胞升高13例，

嗜酸性粒細胞升高18例，15例腎功能異常(佔50%)，肌酐上升

15例，尿素上升14例，蛋白尿12例，血尿5例。

三、方法

停用致敏藥物，所有患者均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相當於

強的松40~160mg/天，皮疹好轉，病情穩定後逐漸減量，輔以抗

組胺藥物、加強支持(血漿、白蛋白)、糾正水電解質平衡，當

合併細菌感染，適當使用敏感抗生素，重視皮膚黏膜治療及護

理，局部以抗炎和防止繼發感染治療為原則。

結  果

30例中除2例轉院治療外，其餘均治癒出院，住院時間最

短7天，最長47天，平均住院20天。出院後繼續在門診口服強

的松並逐漸減量，由最短2天至最長65天內停藥，大部份病例

皮疹自先發部位逐漸消退，皮疹消退後谷草轉氨酶全部恢復

正常，谷丙轉氨酶明顯下降未恢復正常，肌酐4例恢復正常，

尿素3例恢復正常(15例腎功能異常中，其中3例入院前有腎功

能不全史，2例轉院治療)。

30例患者經治療後，27例皮疹完全消退，未見皮疹反跳，

3例患者出院後再次服用別嘌呤醇，48小時內出現皮疹，均表現

為重症中毒性表皮鬆解型藥疹，最後死於多器官功能衰竭；另

有2例患者由於自行停藥及激素減量過快，皮疹曾一度增加，

經調整激素用量後皮疹逐步消退。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皮膚科

別嘌呤醇藥疹30例臨床分析

梁雅晶   黃海山   閔一果   劉 建   陳寶珊   楊聲顯   曾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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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別嘌呤醇是目前唯一能抑制尿酸合成的藥物[1]。口服後在

胃腸道內吸收，在肝臟內代謝為有活性的氧化嘌呤醇，其半

衰期為23.3 +/- 6.0小時[2]。別嘌呤醇及其代謝產物氧化嘌呤醇的

腎臟廓清率與肌酐廓清率成正比，血漿氧化嘌呤醇半衰期的長

短與腎臟肌酐的廓清率成反比[3]痛風患者多為老年人，有不同

程度腎功能不全，使別嘌呤醇在體內代謝時間延長，易使藥物

在體內積聚，使不良反應增多。別嘌呤醇藥疹的機理未完全明

瞭，可能與免疫介導有關，有關別嘌呤醇的代謝產物可作為抗

原引起免疫反應(IV型變態反應)其SH基也可激活免疫反應。別

嘌呤醇的代謝產物與體內的嘌呤、核酸和核糖核酸結構相似，

其發生免疫應答，使病程遷延、反覆[4]。

一、 根據本次統計，總結別嘌呤醇藥疹的臨床特點

1. 患者多為老年人，在本組30例中，年齡最小27歲，最

大89歲，平均67歲，由於高尿酸血症及痛風多見於中老年男

性及絕經女性，並常伴有高血壓病、糖尿病、冠心病、肥胖

等，資料顯示，有3%~10%患者在服用別嘌呤醇治療過程中會

出現不良反應[5]。

2. 潛伏期長：本組30例中，首次服藥潛伏期長，最長

60天，平均20.6天，比一般藥疹潛伏期長，主要是由於別嘌

呤醇在體內可迅速氧化轉變為氧化嘌呤，其半衰期約23.3 +/- 

6.0小時[2]，且患者多為中老年人，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腎功能

不全，致使藥物在體內蓄積，因此別嘌呤醇引起的藥疹潛伏

期長，且病情輕重與個體特異性、服藥時間長短及劑量有關，

有報道病程可長達1493天[6]。本組患者服用常規劑量別嘌呤醇

0.2~0.3g/d，不支持中毒機制，符合慢性變態反應。

3. 發熱：本組30例中，發熱有16例(佔53%)，藥物變態反應

引起的發熱可能是藥物性血管炎的部份表現，也可能是藥物性

肝炎的最早體徵，本組患者體溫在37.5℃~39.9℃之間，一般退

熱措施如用退熱藥物等效果不佳，隨著病情好轉，體溫逐步回

復正常。也有作者[7] 認為，發熱可由於肺部感染引起，也有可

能是由於別嘌呤醇藥疹在肺部引起間質性肺炎。

4. 皮疹類型多種多樣，其中以麻疹型及多形紅斑型最為

多見，本組中有21例(佔70%)。同一病人皮疹類型可以轉換，

如麻疹型轉變為剝脫性皮炎型，或同時存在兩種皮疹[4]。別

嘌呤醇引起的重型藥疹發病率高，本組重型藥疹9例(佔35%)，

以重症多型紅斑型最多，共5例，其次為中毒性表皮鬆解壞死

型，共3例。

5. 內臟損害多見，本組病例中藥物性肝損害佔56.7%，表

現為谷草轉氨酶及谷丙轉氨酶上升、皮膚虹膜黃染、白蛋白

下降等；而伴腎功能損害佔50%，主要表現為血尿素氮及肌

酐升高，蛋白尿、血尿，顯示別嘌呤醇藥疹肝腎損害發生率

較高、內臟損害常見。

二、 別嘌呤醇藥疹的治療

治療方面，作者認為糖皮質激素治療仍然是最有效的，

應早期足量應用[8]，別嘌呤醇引起的藥疹用藥時間較其他藥疹

長，糖皮質激素的用量、用法、減藥時間及速度，依據患者的

年齡、皮疹的變化及結合其他系統表現而決定，起始劑量要比

其他藥物引起者大，常要用甲潑尼松龍到80mg/d；對既往長時

間使用糖皮質激素的患者，因對糖皮質激素的敏感性降低，故

起始量要偏大。糖皮質激素治療維持時間要長、減量要慢，当

病情穩定，體溫正常，無新發皮疹，生化指標改善，症狀體徵

好轉後開始減量，每次減量約1/4~1/6，間隔時間7~10天。如糖

皮質激素維持時間過短或減量太快，均易使病情反覆及加重

[9]。由於治療上需要大劑量長時間使用糖皮質激素，加上患者

本身皮膚屏障功能嚴重減弱，機體抵抗力下降，容易引起皮膚

黏膜創面、呼吸道、消化道及泌尿道細菌、真菌等各種繼發感

染、電解質紊亂、低蛋白血症等，若患者伴有其他內科疾病，

如糖尿病、高血壓、心肺功能不全、胃十二指腸潰瘍等，給治

療帶來一定的矛盾和困難，對於皮膚黏膜糜爛壞死，要盡早袪

除壞死痂皮，細心換藥護理，促進創面癒合。

糖皮質激素用量並非越大越好，本組用量相當於強的松

40~160mg/d，據資料[10] 顯示，糖皮質激素用量大於1.5mg/kg.d與

小於1.5mg/kg.d在病情控制時間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三、 預後有關因素

作者觀察到以下因素可能與預後差有關：年齡大、皮疹嚴

重、肝腎功能受損、白細胞計數低[11]。目前醫生難以在服藥前

知道病人是否會發生過敏反應，因此使用該藥時，要向病人詳

細解釋用藥的注意事項以及可能發生的併發症，老年患者服藥

應從小劑量開始，服藥期間特別是開始的45天，一旦出現皮

疹、皮膚瘙癢及發熱等症狀，要考慮藥疹的可能，最好停藥

觀察，以免引起更嚴重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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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龍氏正骨手法治療頸性眩暈的臨床療效。    方法  對30例頸性眩暈病人進行龍氏

正骨手法治療。    結果  經龍氏正骨手法治療頸性眩暈患者臨床症狀有明顯改善。    結論  龍氏正骨手法有

利於改善頸部本體感覺症狀，對頸性眩暈患者治療是一種既安全有效，又無痛快捷的較好治療方法。

【關鍵詞】  龍氏正骨手法；椎動脈型頸椎病；頸性眩暈。

30 cases of cervical vertigo were treated with Long Shi Zheng Gu manipulation
LIU Qing-Sheng, LAO Nga-Wun 
Department of  TCM,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value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breast carcinoma, and 

provides an indicator clinically using molecular target therapeutic trastuzumab (Herceptin) in the patient with 
breast carcinoma.   Methods  30 cases of cervical vertigo were treated with Long Shi Zheng Gu manipulation.   
Results  Long Shi Zheng Gu manipulation distinctly meliorate the correlate symptoms of the cervical vertigo.    
Conclusion  Long Shi Zheng Gu manipulation improves neck sensory symptoms. It’s safe and effective, painless 
and quick method to cure the cervical vertigo.

[Key Words]  Long Shi Zheng Gu Manipulation; Vertebral artery type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Cervical 
vertigo

‧經驗交流‧

20世紀50年代，Ｒyan和Ｃope將頸部紊亂伴發頭昏或眩暈

稱之爲頸性眩暈。它是以椎-基底動脈痙攣、供血不足、顱內

缺氧爲主要病理機制，表現爲一過性發作，常在變換體位或

頸後仰、旋轉時誘發，嚴重時可伴噁心、嘔吐、行走不穩或猝

倒，多數患者伴有頸部僵痛。頸性眩暈是頸椎病最常見的症狀

之一，50歲以上因眩暈就診的患者中，50%爲頸椎病引起。筆

者從2007年2月至2010年2月，採用龍氏正骨手法治療頸性眩暈

30例，取得了較好的臨床效果，現總結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30例患者均爲鏡湖醫院中醫科門診病人，其中男性7例，

女性23例，其中40~49歲8例，50~59歲13例，60歲以上9例，平

均年齡爲61.2歲，病史最長15年，最短 1周。

二、診斷

參照全國第二届頸椎專題會議擬定的標準，所有病例均經

X光照片或CT、MRI、頸動脈彩超檢查，確診爲椎動脈型頸椎

病，臨床症狀、體徵符合頸性眩暈者。

三、排除標準

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眩暈，如耳源性眩暈，眼源性眩暈，

腦源性眩暈，心血管源性眩暈，頭部外傷後的眩暈及其他疾病

原因引起的眩暈等。

四、治療方法

病者選用座位或臥位，採用龍氏正骨手法治療。先用滾

法、揉法、按法、點法等常規手法鬆弛患椎上下6個椎體附近

的軟組織，以利手法復位。然後按三步定位診斷法確定病變部

位，按X綫片分清椎體移位之形式選相應手法糾正。正骨手法

包括仰頭搖正法、低頭搖正法和側頭搖正法。患者去枕仰臥，

仰頭搖正法用於枕環、環樞關節“旋轉式錯位”；低頭搖正法

用於2~6頸椎後關節“旋轉式錯位”；側頭搖正法用於鈎椎關

節“旋轉式錯位”及“側彎併發旋轉式錯位”。最後根據病情

選用强壯手法和興奮或鎮靜手法作爲結束手法。每次治療時間

約20~25分鐘，每天或隔日一次， 3~5次爲一療程。

結 果

一、療效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頸椎

病的療效評定標準擬定。治癒：眩暈、頭痛、頸部疼痛不適等

症狀消失，隨訪半年無復發。好轉：頭頸肩疼痛明顯减輕，頭

暈、耳嗚、位置性眩暈消失，勞累後偶有頸項部不適和眩暈加

重現象，生活質量和勞動能力較治療前明顯提高。無效：眩暈

症狀改善不明顯。

二、治療結果

治療1~2個療程後，根據療效標準評估，治癒12例，好轉

15例，未癒3例。有效率爲90%。

三、典型病例

王某，女，44歲，因頸項部疼痛，伴頭暈半年，曾在診所

針灸按摩治療，未見好轉於2009年11月25日來診。體查：頸部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中醫科

龍氏正骨手法治療頸性眩暈30例

劉慶生   劉雅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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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可，無側彎，頭部活動無受限，雙側頸項部肌肉緊張，壓

痛，雙上肢肌力對稱。Ｘ光照片示頸椎生理弧度變直，頸4/5椎

栓輕度骨質增生，頸5/6項韌帶鈣化。門診治療給予龍氏正骨手

法之低頭搖正法整複頸2/3椎體關節的旋轉式錯位，側向搬按法

整複頸4/5側變側擺式錯位。

患者經第一次治療後，頭暈，頸痛症狀立即减輕，後經二

次手法治療，頭暈症狀已完全消失 。

討 論

椎動脈型頸椎病的治療原則爲緩解症狀、糾正骨關節偏

歪、促進局部胺損軟組織的癒合和水腫消退。引起頸性眩暈的

主要發病機制爲頸交感神經機能亢進和機械壓迫。兩種病因作

用的結果，最終都會導致對椎動脈的壓迫，致使椎-基底動脈

管腔狹窄，血液量减少，腦動脈供血不足，導致眩暈。

龍氏正骨手法是著名骨外科專家魏征、龍層花教授綜合中

醫各家手法之長，結合解剖和生物力學研究，集40多年保健和

臨床經驗所創的中西醫結合正骨手法。其特點是採用“三步定

位診斷法”及糾正脊柱錯位的“四步十法”。龍氏正骨手法在

臨床實際操作中，就是在三步定位法確定病變部位及椎體錯位

的類型的基礎上，選用相應的手法進行整複，解除對鄰近組織

的壓迫，從而使相關疾病得到快速恢復或得到有恢復的條件而

達到治療目的。

本文採用龍氏正骨手法治療頸性眩暈觀察結果表明，手法

治療可糾正糾正椎體小關節的紊亂及橫突孔變窄，改善椎動脈

的扭曲變細，改善頭頸部的血液循環，從而緩解頸部本體感

覺症狀。然而龍氏正骨手法强調動作要穩、準、輕巧，復位

前應充分放鬆頸部緊張痙攣的肌肉，復位要準確、安全，用

力應使用巧力、閃動力，切忌爲追求關節復位的“哢嗒”聲

而使用暴力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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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活躍學術氣氛，為各臨床科室提供相互瞭解和經

驗交流的平臺，由醫務部和鏡湖醫學編輯部組織的 “2010鏡

湖醫學論壇”於今年10月9日在本院霍英東博士專科醫療大

樓頂層成功舉辦。

論壇由中華醫學會顯微外科學會候任主委、鏡湖醫院院長

劉小林教授，鏡湖醫院內科首席顧問醫生、中華心血管病雜誌

編輯、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心內科張旭明教授，著名婦科腫

瘤專家、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副院長林仲秋教授，中華現

代護理雜誌主編沈寧教授4位著名專家擔任點評。陳泰業副院

長，霍惠蘭、賈偉民、洪濱院長助理等院領導及全院醫、護、

技職員和多個澳門醫療團體代表共200餘人出席了論壇。

本次論壇採取文章宣讀、提問討論、即場評分及專家點

評方式進行，分內、外、醫技、護理和行政四小節，每小節

設5位演講代表，每位代表發言10分鐘，接受15分鐘提問，

最後由1位專家逐一點評。在洪濱院長助理致開幕詞後，代

表各科室的20位入圍者即登臺亮相。演講代表們均作了充分

準備，透過圖文並茂的PowerPoint ，就論文的題目、問題的

提出、材料與方法、結果分析、討論和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

一一作了簡要概說。臺上限時陳述，台下凝神傾聽並不時報

予熱烈的掌聲，每當一小節完成後，聽眾紛紛發問，對論文

本院舉辦首屆鏡湖醫學論壇

的某些關鍵點更是窮追猛打，演講代表沉著應答，各抒己見，

現場氣氛踴躍。到了點評環節，也是最精彩的環節，隨著專

家的娓娓道來，大家無不被他們淵博的學術知識和嚴謹的治

學態度所折服。專家的點評有肯定，有讚賞，更多的是指出

存在的不足，殷切的希望。俗話說“聽君一席言，勝讀十年

書”, 對每一位參與者，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最

後，根據選題的合理性、學術水準、創新性、實用性及臨床

意義、論文表達的清晰性等5方面，4位點評專家即時評選出

一、二、三等獎。

論壇同時設置了展區，除了展出本次論壇徵集各科室投稿

67篇文章外，還展示了2005年至2009年間以文章第一作者為鏡

湖醫院名稱在國內外不同期刊上發表的各類文章共約96篇，部

分文章在國家核心期刊和SCI期刊中發表 。

這次論壇是本院首屆大型的全院性學術交流盛事，是對

近年醫院學術科研成果的回顧和總結，體現了醫院醫、教、

研三者均衡發展的方向。陳泰業副院長在致閉幕詞中給予了

充分的肯定，並希望以本屆作為良好開端，今後繼續舉辦一

年一度的醫學論文交流會並越辦越好。

上述宣讀的20篇文章基本收錄在本期《鏡湖醫學》，其餘

徵集的文章將擇優在明年上半年與讀者見面。          (醫務部)

‧ 消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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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血液透析患者長期生存因素分析

汪洪玲   梁鳳群   林婉萍

【摘要】  目的  探討長期血透患者的生存質量。    方法  對71例血液透析10年以上的慢性腎衰患者進

行臨床研究，項目包括透析充分性、患者的營養、貧血、鈣鏻代謝、繼發甲狀旁腺功能等相關指標檢

查及患者社會回歸狀況的調查。    結果  71例患者KT/V平均1.46，Hb平均107g/L，白蛋白平均40g/L，體

重指數平均20.75，鈣鏻乘積平均49，甲狀旁腺切除者佔62%，生活自理者佔95.7%，患者與親屬關係和

睦的佔90%，對目前生活質量滿意的患者佔81.7%，從事社會工作的佔26.7%，皮膚瘙痒佔69%，骨關節

疼痛佔52%。    結論  長期透析患者有較高的生存質量，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和透析相關性淀粉樣

變是目前長期透析患者主要併發症。

【關鍵詞】  血液透析；慢性腎衰竭；生存質量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護理部

盡量提高透析患者的長期生存率和生存質量是現代透析

的觀念和目標[1]。本院自1985年有資料記錄透析治療以來，己

累計接受透析患者1110例，其中71例慢性腎衰竭患者在本院

透析治療已超過10年，本文回顧分析了這71例患者的長期生

存情況及相關因素。

資料與方法

一、對象

從1985年1月~2010年1月在本院維持性血液透析10年以上

患者共71例。

二、方法

記錄每位患者的一般情況，包括透析時間、次數、方

法、透析液及其流量、血流量、身高、透析前後體重，計算

體重指數(BMI)：即乾體重(kg)/身高(m)2，在綫尿素清除率監

測患者的KT/V值，抽透析前後血液標本，測定Hb、白蛋白、

鈣/鏻值、計算鈣鏻乘積。 問卷調查：瞭解藥物、營養、生活

自理、手術情況。

三、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2.0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 果

一、臨床資料

71例透析治療患者男39例，女32例，平均年齡56歲，透析

10-15年51例，15年以上者20例，透析時間最長26年，71例患者

中，原發病為慢性腎小球腎炎的48例，佔67.6%。高血壓腎病

11例，佔15.5%。糖尿病腎病8例，佔11.2%。多囊腎2例，紅斑

狼瘡2例，71例患者的KT/V值為0.9-2.15，平均1.46。

二、血液檢查情況

71例患者Hb水準為90~133g/L，平均107g/L，大於110g/L 

的患者26例，佔36.6%。白蛋白為31~45g/L，平均40g/L，大於

35g/L的有62例，佔87%。Ca/p乘積18.7~110，平均49。

三、問卷調查結果

患者均接受2~3種降壓藥，促紅細胞生成素，磷結合

劑(Renagel)鐵劑，多種維生素治療，生活自理者68例，佔

95.7%以上。甲狀旁腺切除者44例，佔62%。對生活質量滿

意的患者58例，佔81.7%。目前傱事社會工作的有19例，佔

26.7%。體重指數15.5~29，平均20.75，18.5以上的有56例， 佔

79%。                     

討 論

血液透析技術近20年來迅速發展，國內針對透析患者生存

質量的報告不少，但例數不多，2005年謝紅浪等[2] 報告了透析

治療10~20年以上的患者31例，2007年卞維靜等[3]報告了38例透

析患者的生存質量，本院透析治療10年以上有71例患者。針對

這71例患者進行研究，旨在揭示透析患者的長期生存率及相關

因素。影響血液透析患者長期生成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透析技術

和患者因素兩方面，透析技術因素有透析劑量、透析時間、透

析方式、透析液以及透析中心的管理和技術水準。患者因素包

括透析時機、貧血、血壓、血脂、酸中毒、鈣鏻乘積、炎症狀

態、營養不良及社會回歸[4]，下面就某些因素具體分析。

一、透析技術因素

目前，用於評估血液透析劑量的主要指標是KT/V與URR，

充分透析與否直接關係到患者的生活質量，併發症，發病率和

死亡率[5]。美國腎臟病資料登記處 [6] 對1986~1996年資料的分析

表明KT/V大小與病死率成反比關係，NKF/DOQI 推薦成人和兒

童的KT/V至少應達到1.2，Held等 [6] 進行了大樣本(n=2311)的多

中心協作研究，發現KT/V每提高0.1，死亡之危險性下降7%。

另一研究證實KT/V值升至1.8時，患者死亡率仍呈下降趨勢，

說明KT/V是與患者死亡率相關的獨立因素[7]。71例患者在綫

測定KT/V值，大於1.2的有55例，佔77%，提示大部份患者達

到充分透析要求，有23%不能達到標準，影響透析充分性的

關鍵因素包括有效泵控血流量，重復循環率，通路自然流量

和透析器種類[8]。一般要求血流量每分鐘達乾體重的4倍，依

據NKF/DOQI指南，血流量至少在250~300ml/min以上 [9]。本院

71例患者，因心功能差、內瘻搏動較弱，血流量低於250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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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12例，佔16.9%，至於影響透析充分性的其他因素，1例單

針透析，3例導管透析，5.6%可能存在重復循環，除上述22%的

客觀因素外，71例患者的透析劑量均達到標準。71例患者除3例

每週透析4次外，其餘患者每週透析3次，每次4~4.5小時。透析

方式有HD、HDF、單針透析。

二、透析中心的管理和技術

本院目前擁有床位58張，透析機共70台，血透中心設有腎

臟專科醫師4 名，護士36名，護士助理5名，其中有10年以上專

科經驗的護士佔50%，透析中心的病人管理實行雙重責任制，

即病人透析時除有當班護士主要負責外，另有一固定的責任護

士長期負責病人的健康教育、飲食指導、併發症預防、藥物、

複診、內瘻護理等情況的跟進。

三、患者因素

1. 貧血：慢性腎功能衰竭的患者幾乎都伴有不同程度之貧

血，它是常見併發症之一，也是影響長期透析患者生存質量的

主要因素。NKF/DOQI 指南中規定所有CKD患者的Hb應達到

110g/L或更高水準[6]。本文71例患者Hb大於110g/L的有26例，

僅佔36.6%，小於110g/L的有45例，佔63.4%，提示大部分患者

仍有不同程度的貧血。

2. 鈣鏻乘積：鈣磷代謝紊亂及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

是導致慢性腎衰竭患者致殘、致死的主要因素之一[10,11]，問卷

調查顯示，69%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皮膚瘙癢症狀，52%患者有

骨關節疼痛，71例患者之鈣磷乘積為49，小於55的有52例，佔

73%，大於55的有19例，佔23%，至於鈣磷代謝乘積比例較低，

考慮可能與80%的患者服用Renagel有關，71例患者甲狀旁腺切

除者44例，佔62%，顯示大部分患者有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

進，主要是與透析相關澱粉樣變及程度不等的繼發性甲狀旁腺

功能亢進有關，澱粉樣變的發生隨透析年限的增長而增加，國

外報道 [12] 在透析5年的發生率低於5%，10年後達65%，15年後

發生率幾乎達100%。

3. 營養不良：營養不良是透析患者的併發症和主要死亡原

因之一。近幾年多中心 的回顧性調查 [13]，認為營養不良與透析

患者病死率的相關性甚至高於透析充分性的指標。體重是營養

評價中最簡單直接和可靠的指標，James 提出體重指數(BMI)評

價標準，正常值為18.5~24.9，低於正常值，提示不同程度營養

不良[12]。71例患者體重正常的有56例，佔79%，輕中度消瘦者

13人，佔18%，重度消瘦者2人，佔2%。評價營養狀況的另一

常用指標是血淸白蛋白，Lowrie的研究 [12] 表明，白蛋白水準在

30~35g/L者死亡危險性比40~45g/L者高數倍NKF/DOQI認為，透

析患者白蛋白濃度不應低於40g/L，若白蛋白小於35g/L為營養

不良[9]，71例患者中，白蛋白大於35g/L的有62例，佔87%，小

於35g/L的佔23%，綜合體重指數和白蛋白兩項指標，71例患

者營養不良者佔13%~21%，而營養不良的發生率國外報導為

10%~51%，國內更高為60%~86%[14]，也有國外報導營養不良的

發生率為23%，其中6%~8%為嚴重營養不良[15] 。 我們的統計資

料顯示71例長期透析患者大部份營養狀況良好。

總結71例患者長期生存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透析治

療充分，透析時機適宜，患者的醫療費用全部由政府承擔；

2.透析中心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及良好的技術水準；3.患者定期

監測血壓、Hb、白蛋白、鈣鏻，及時調整降壓藥，因此大多數

患者的血壓、營養都保持在較滿意的水準；4.社會回歸方面，

家庭關係和睦，得到親屬的關愛，本文患者與親屬關係和睦的

佔90%，對目前生活質量滿意和較滿意的患者佔81.7%，目前從

事社會工作的有19例，佔26.7%，與國外報告的30%的比率相接

近，比國內報告的2.6%高[3]，說明家庭和社會是獲得高質量生

存的重要因素。存在問題，影響透析患者生存因素中缺之血

壓、血脂、酸中毒、炎症狀態等方面資料，Hb不足110g/L的

佔63.4%，提示多數患者仍有不同程度的貧血，這是我們今後

需密切關注的問題。澱粉樣變和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仍

是目前長期透析治療難於防治的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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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症狀突出的強直性肌營養不良一例報告

趙文為

‧病例報導‧

閒肌均有典型肌強直電位。因此肌電圖檢查是早期發現亞臨床

肌強直的最佳方法。

肌活檢是確診MD的重要方法。典型的肌肉病理改變為大

量的肌細胞核內移, 呈鏈狀排列，肌細胞大小不一, 呈鑲嵌分

佈。肌細胞壞死和再生不明顯。肌活檢有助於除外多發性肌

炎、線粒體肌病等其他肌肉病。

由於該病是少見病，患病率大約3~15：100,000，臨床表

現多種多樣，如臨床醫生對其認識不足，當肌強直症狀不突

出時，易延誤診斷。本例患者除骨骼肌外還累及心臟、眼、

消化系統，並因消化道症狀爲主訴住院治療。文獻對於MD患

者消化道症狀的研究報導較少，但事實上MD患者出現消化道

症狀並不少見，有報導25%的患者認為消化道症狀是導致其

病殘的最主要原因[6]。消化道症狀可發生於病程的任何階段，

並可能是首發症狀，早於骨骼肌症狀的出現。但消化道症狀與

骨骼肌損害的程度相關性不大。其發病機制尚不清楚，有認爲

平滑肌損害導致消化道動力障礙，但缺乏組織學證據，亦有

神經源因素假說。臨床表現包括上消化道症狀：吞咽困難、

燒灼感、返流、消化不良，下消化道症狀：腹痛、脹氣、大

便習慣改變等[7]。

本病尚無特效治療，主要應用穩定膜系統的藥物，如苯妥

英鈉，普魯卡因酰胺及奎寧等。消化道症狀可予促動力藥、促

消化藥、通便藥對症處理。

臨床資料

患者   女， 53歲。因“腹痛腹瀉一周”入院，患者於1周前

出現腹部持續性隱痛，陣發性加重，以臍周及劍突下為主，無

放射痛，解黃色水樣便20餘次，無惡心嘔吐。自覺乏力2年，未

正規診治。入院查體：神清，對答切題，查體合作，心肺(-)，

腹軟，臍下及劍突下輕壓痛，無反跳痛，無肌衛，肝脾肋下未

及，Murphy’s sign(-)，麥氏點壓痛(-)，移動性濁音(-)，腸鳴音

正常，雙下肢無水腫。胃鏡檢查示：慢性胃炎並膽汁返流，胃

毛細血管擴張症，胃體息肉(鉗除2粒)，真菌性食道炎。腸鏡未

見明顯異常。腹部CT平掃+增強示：胰體部胰管小結石，雙腎

多發小囊腫。心電圖示完全性右束支傳導阻滞，U波異常。給

予制酸、護胃、解痙、抗真菌治療，腹痛稍有改善，症狀仍反

復。因患者無力症狀，請神經內科會診，神經系統檢查：神

清，對答切題，消瘦，斧狀臉，雙眼瞼閉合不全，露白1mm，

鼻唇溝等，伸舌居中，屈颈肌肌力3级，四肢腱反射(++)，肌張

力正常，雙上肢肌力5級，左髂腰肌5-級，左脛前肌4級，右下

肢肌力5級，病理徵(-)，雙脛前肌萎縮，雙大魚際肌叩擊性肌

強直(+)。深淺感覺正常。肌電圖示：上下肢肌源性損害，可

見肌強直電位。眼科檢查：瞼裂區角膜緣帶狀變性，左眼視

盤前可見一小團狀混濁玻璃體。本病診斷為強直性肌營養不

良。患者育有1子1女，門診隨訪期間檢查患者女兒，亦見明

顯大魚際肌叩擊性肌強直。

討 論

 強直性肌營養不良(myotonic dystrophy, MD) 於1890年由

Delege首先描述，是多系統受累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成人

發病，慢性病程，主要表現爲多組肌群的萎縮、無力和肌強

直以及肌肉以外其他部位的多系統受累，如晶狀體、皮膚、

心臟、內分泌和生殖系統等[1]。發病原理不明，以細胞膜功能

異常學說最為盛行，已證明本病與細胞膜的自身磷酸化作用減

弱、肌漿的腺苷環化酶活性降低等有關。已經確定兩種基因與

DM有關，即19號染色體上的DM1基因和3號染色體上的DM2基

因，分別爲DMPK基因3’非翻譯區的CTG重復序列和ZNF9基因

內含子1中的CCTG重復序列的異常擴增，擴增的結果是含有異

常擴增的CUG或CCUG重復序列的mRNA沉積在細胞核內，這是

DM多系統臨床症狀的根本原因[2-4]。

肌強直是MD最具特徵的臨床表現，但許多患者並沒有肌

強直表現。部分病人可通過仔細查體發現肌強直體徵，祇有

肌電圖幾乎可以100%發現亞臨床的肌強直[5]。本例患者雖無肌

強直主訴，但肌電圖所檢雙脛前肌、左股直肌、左第一背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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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動脈尖綜合徵二例

毛燕娜   王 煒

‧病例報導‧

病、2型糖尿病史。曾行雙眼白內障手術史。入院查體：BP 

219/99mmHg，神清，對答切題，言語清晰，無眼震，雙瞳孔

術後改變，對光反射存，面紋對稱，四肢肌張力正常，肌力

5級，雙側病理徵未引出，頸無抵抗，右側指鼻試驗陽性，跟

膝脛試驗欠合作。頭顱CT示：右側小腦半球片狀低密度影。診

斷：右側小腦梗死。入院後復查頭顱MRI示：雙側小腦半球、

雙側枕葉及雙側丘腦見長T1T2信號，DWI示信號明顯增強(圖

3~6)。診斷：基底動脈尖綜合徵。予抗血小板、營養神經、血

栓通改善循環等治療，10天後患者症狀好轉，步態平穩。

基底動脈尖綜合徵(Top of the basilar syndrome，TOBS)是缺

血性腦血管病的一種特殊類型，少見，臨床症狀和體徵較復

雜，預後差，致殘率與致死率高。單純根據臨床表現，早期

診斷困難，多需行頭顱CT或MRI檢查而確診。本文回顧2例，

並結合國內外文獻作一回顧。

第1例患者   男，52歲，因“頭痛半天，心跳呼吸驟停4小

時”入院。入院前半天左側頭痛，並進行性加重，伴頭暈、右

側視物模糊、惡心，嘔吐胃內容物1次，測BP164/104mmHg。遂

至本院就診，測BP146/85mmHg，行頭顱CT檢查示：腦部平掃

未見重要病變，腦動脈硬化。期間患者飲鉀水時出現嗆咳，隨

後意識喪失、顏面紫紺、脈搏捫不到，即行心肺復甦、氣管插

管、機械通氣，心電圖示室顫，予電除顫後恢復竇律。既往有

高血壓病史。入院查體：BP 118/57mmHg。機械通氣，心肺腹

無特殊。神經系統檢查：深昏迷，GCS評分3分(E1V1M1)，雙

眼球固定，雙瞳孔等大等圓，直徑2.0mm，對光反射存在，四

肢肌張力減低，肢體無自主活動，雙側落臂徵、擺腿徵陽性。

雙側腱反射未引出，病理徵未引出。頸無抵抗。入院次日復查

頭顱CT示：腦幹(橋腦為主)、雙側小腦半球、雙側枕葉(左側

尤為明顯)各見大片低密度影(圖1、圖2)。超聲心動圖示：符

合高血壓性心臟病超聲改變，二尖瓣返流(輕度)，EF60%。診

斷為：基底動脈尖綜合徵。予脫水、抗血小板聚集、營養神

經、降脂及戴冰帽、監測生命體徵等治療，但患者一直呈深

昏迷狀態，需機械通氣。入院第10天患者病情進行性加重，

出現心律失常(交界性心律與紊亂性房性心動過速交替)，SPO2
 

下降54%，BP 51/13mmHg，雙瞳孔散大，對光反射消失，最後

搶救無效死亡。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内科

第2例患者    女，81歲，因“頭暈、左下肢乏力3天，

加重伴尿失禁1天”入院。伴行走向左傾斜。既往有高血壓

               

討 論

TOBS由Caplan [1] 於1980年首先提出。它是指基底動脈頂端

2cm範圍內，5條動脈(2條大腦後動脈、2條小腦上動脈和基底

動脈頂端)的分叉部位的血液循環障礙。供血區域包括丘腦、

中腦、橋腦、小腦、枕葉、顳葉。該區域一旦發生血流循環障

礙，可導致單側或雙側、2個或2個以上相應供血區域受累[2]。

按梗死發生的頻率，由高到低依次為丘腦(75%)、中腦(60.5%)、

枕葉(39.4%)、小腦(32.6%)、顳葉(25%)和橋腦(8%)。因供應丘

腦、中腦的血管為細小的深穿動脈，側支循環建立困難，缺血

後梗死的發生率高於腦葉和小腦。病因多為心源性或動脈源性

栓塞，其次動脈粥樣硬化性腦血栓形成，少數為動脈炎、動脈

瘤和血流動力學改變。

圖1,2. 腦幹(橋腦為主)、雙側小腦半球、雙側枕葉(左側尤明顯)各見大片低密

度影，邊界清楚，皮髓質分界不清，較明顯佔位元效應，局部側腦室及

腦池變小。

圖3-6. 腦功能成像（DWI)顯示：雙側小腦半球及蚓部、雙側枕葉、雙側丘腦可

見高信號病灶，提示急性多發腦梗死。



61Journal of Kiang Wu Hospital, Dec 2010, Vol 10. No.1鏡湖醫學2010年12月第10卷第1期

TOBS臨床主要表現為意識障礙、眼球運動障礙、瞳孔異

常、視野缺損。其他症狀包括共濟運動障礙、肢體不自主運

動、深淺感覺障礙、大腦腳幻覺等[3,4]。首發症狀可為突發意

識障礙、頭暈、頭痛、嘔吐、視物不清、復視。影像學方面： 

頭顱CT/MRI檢查可發現中腦、雙側丘腦、枕葉、顳葉、小腦梗

死灶。最大特徵是雙側丘腦內側對稱性成蝶形病灶。MRI對後

顱窩病變更清晰，對TOBS定位更準確。

診斷標準：急性起病，有幕上和幕下(即腦幹、間腦及大

腦後動脈支配區)的2個或2個以上部位梗死的症狀與體徵，

CT/MRI證實基底動脈尖所屬的5條血管供血區中有2個或2個以

上區域同時出現病灶，即可診斷TOBS[5]。

TOBS起病兇猛，進展快，臨床表現復雜，治療難度大，致

殘率和致死率高。預後與梗死部位、面積、數量及治療得當與

否有關。如5條血管同時閉塞，病情危重[4]。一旦昏迷預示隨時

有死亡危險。一般治療措施：抗血小板聚集、營養神經並配合

脫水等治療。應爭取早期診斷，在6小時內進行溶栓，可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改善其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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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血友病乙型合併顱內出血一例

黃健星   宋冬其

‧病例報導‧

臨床資料

患者   男，4月，因“發熱、嘔吐1天”入院。發熱體溫39度

左右，伴嘔吐胃內容物多次，煩躁哭鬧，入院前曾發現右手抽

動、雙眼向左側凝視。患兒出生史無特殊，既往無抽搐病史，

生長發育正常，家人否認患兒頭顱外傷史，家族中無癲癎及血

液系統病史。入院體格檢查：體溫38度，脈搏146次/分，呼吸

32次/分，血壓130/60mmHg，精神反應欠佳，全身未見出血點

或瘀斑，面色蒼白，頭顱無畸形，頭皮未見瘀傷，前囟飽脹，

1.5x1.5cm，雙眼向左側凝視，雙瞳孔等圓等大，直徑3mm，對

光反射存在，頸稍抵抗。雙肺呼吸音清，無囉音，心律齊，心

音有力，未聞及雜音，腹軟，不脹，全腹無包塊或拒按，肝脾

未及腫大，腸鳴音正常，四肢肌張力偏高，巴氏徵雙側存在，

克氏徵可疑。入院後予完善檢查，血常規示白細胞21.3x109/L，

中性粒細胞82.3%，紅細胞2.6x1012/L，血紅蛋白67.9g/L，血小

板398x109/L，C反應蛋白67.3mg/L，肝腎功能正常，尿常規正

常，尿培養示大腸桿菌生長，細菌總數>104 CFU/m，腦脊液

檢查:壓力100cmH2O，外觀微紅微濁，白細胞數344x106/L，淋

巴細胞5%，中性分葉核白細胞88%，紅細胞數18000x106/L，葡

萄糖4.88mmol/L，氯化物117mmol/L，總蛋白2.02g/L，腦脊液細

菌培養無菌生長，予完善頭顱CT，提示左側額、顳、頂部硬膜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下血腫，出血量約80ml；蛛網膜下腔出血；左側側腦室受壓變

小，中線結構明顯右移。左側腦組織腫脹(見圖1,2)。

腹部超聲波示肝、膽、脾、雙腎、腎上腺未見明顯出血徵

象，胸片示心肺無特殊，查凝血酶原時間11.6sec，活化部份凝

血活酶時間105sec，纖維蛋白原4.56g/L，D二聚體2.22ug/ml，因

凝血功能異常且以活化部份凝血活酶時間延長為主，查凝血因

子VIII正常：133.1%，凝血因子IX下降:3.9%。根據患兒臨床表

現，結合頭顱CT示顱內出血，凝血功能異常及凝血因子IX下

降，患兒診斷“血友病乙型、急性硬膜下出血、蛛網膜下腔

圖1. 左側額、顳、頂部新月形高密度

為主混合密度出血影。

圖2. 綫結構右移，左側腦組織腫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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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急性出血後貧血(中度貧血)”明確，收入PICU重症監

護，給予凝血因子IX 500單位每天2次替代治療，輸紅細胞糾正

貧血。因患兒病情重，有發熱、CBC及CRP提示感染的可能，

予PG+ Rocephin抗感染治療，止惊治療上入予負荷量Luminal 

20mg/kg/dose，12小時後予Luminal 5mg/kg/dose Q12H維持，但

抽搐較難控制，需多次臨時予Valium及Dormicum推注，經加

用Phenytoin治療，抽搐次數漸減少。脫水治療上予20% Man-

nitol 2.5ml/kg/dose Q4H治療，臨時加用Lasix，患兒經治療後發

熱退，精神反應有好轉，覆查凝血因子IX活性上升到37%，監

測活化部份凝血活酶時間漸糾正到32.2sec，覆查血常規示白細

胞9.3x109/L，中性粒細胞34.3%，紅細胞4.58x1012/L，血紅蛋白

133g/L，血小板279x109/L。患兒住院4天，因仍需輸注大量凝

血因子IX及考慮進行顱內手術治療，但家人經濟困難，故轉

山頂醫院繼續治療。

討 論

血友病(hemophilia) 是一組遺傳性凝血功能障礙的出血性

疾病，包括血友病甲(凝血因子Ⅷ缺乏症)、血友病乙(凝血因

子Ⅸ缺乏症)及血友病丙(凝血因子Ⅸ缺乏症)，其中以血友病

甲最常見，血友病乙次之，血友病丙罕見。血友病甲和乙為

X連鎖隱性遺傳，故由女性傳遞，男性發病，丙型則為常染

色體隱性遺傳，男女均可發病。血友病甲發病率佔新生男嬰

1/5,000~10,000，血友病乙為1/25,000~30,000。所有血友病男性患

者中，血友病甲佔80%~85%，血友病乙佔15%~20%。而女性血

友病患者極其罕見。根據血漿FⅧ/Ⅸ濃度，血友病根據凝血因

子活性水平被分為重型(<1%)、中型(1%~5%)、輕型(5%~25%)。

臨床上，血友病以關節、肌肉、內臟和深部組織自發性或輕微

外傷後出血難止為特徵。因為FⅧ和Ⅸ因子屬於內源性凝血系

統，所以反映內源性凝血系統的APTT延長，反映外源性凝血

系統的PT正常。但APTT不能鑒別血友病的類型，需進一步測

定相關凝血因子活性明確診斷。

併發顱內出血是血友病人最常見的死因，及早診治血友病

併發顱內出血對減低其死亡率有重大意義。兒童血友病發生顱

內出血比成人更常見，輕、中、重型均可發生顱內出血，其

中超過三分之二的顱內出血發生在重型病人[1,2]，據文獻報導 

[1,2,3]，約21%~57%病人有頭部外傷史，其他高危因素還包括感染

愛滋或肝炎、血小板減少、高血壓史、癲癇史、腦血管畸形、

長期用非甾體抗炎藥者。出血部位以硬膜下出血發生率較高，

也可見硬膜外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後顱窩出血[4,5]。

在臨床表現方面，主要為顱內高壓徵及出血部位相關的

定位徵，年幼兒以神情呆滯、嘔吐、煩躁哭鬧、易激惹、昏

迷、抽搐、頭圍增大及前囟飽脹、運動障礙等為主，年長兒

則表現為頭痛、嘔吐、意識障礙、昏迷、抽搐、肢體癱瘓等。

據報導首發表現中，年齡小於2歲以呆滯/哭鬧及嘔吐多見，年

長兒則以頭痛多見[2]。在血友病史病人中出現上述表現，需盡

快進行影像學檢查以明確診斷。CT檢查為診斷顱內出血的首

選，CT的優勢是安全無創，可早期、清楚分辨出血的部位、

範圍、程度、腦水腫的情況綫移位等。對於後顱窩及腦幹出

血MRI可作為補充。而既往無特殊病史以顱內出血為首發表

現者，診斷的關鍵則在於對血友病的認識及高度警惕。應對

有可疑者，尤其是年幼的男嬰常規作APTT及FⅧ和Ⅸ因子檢

查，避免誤診漏診。

血友病乙的治療以因子Ⅸ替代療法為基礎，因子Ⅸ半衰

期19~24小時，故24小時輸1次，每輸入1U/kg提高因子Ⅸ活

性1%，參考世界血友病聯盟(WFH)推薦《血友病防治指南》

(2005)，血友病乙合併中樞神經系統出血時，注輸因子Ⅸ首劑

後需達因子水平50%~80%，持續1~3天，第4~7天維持因子水

平在30%~50%，第8~14(或21)天維持因子水平在20%~40%，在

生命體徵相對平穩的情況下，可以採用非手術方法治療，對

於出血量大、中線移位明顯或出現腦疝者可手術治療[6]。血友

病人併發顱內出血往往預後不良，死亡率達13%~21%，遺留癲

癇後遺症達26%[2,9] 。

基因治療是將有功能的正常基因轉移到患者體內以替代有

缺陷的基因，從而獲取治療效果，為治療血友病開闢了一條新

的途徑[7] 。迄今已有6個血友病甲/乙基因治療的臨床試驗[8]。隨

着對血友病的認識增多和替代治療的幫助，預後得到一定程度

的改善，寄望基因治療的成熟可以帶來根治血友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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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孔疝一例
朱文立   何家駒   鄺 珉

‧病例報導‧

患者早期因為氣促和慢阻肺等症狀，合併電解質紊亂(低鉀血

症)，容易以為腹脹為低鉀所致。後來患者腹脹日漸明顯，而

X-Ray檢查提示小腸梗阻，且腹腔出現腹膜炎體徵，已令閉孔

疝之腸管嵌頓延誤多天。

目前，腹盆腔CT仍是最有價值的輔助檢查。大多數CT可

以清晰分辨閉孔疝的內容物和腹盆腔的情況，對其他類型腸

梗阻病因也可作鑒別作用[5]。

手術是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手術入路可分為腹腔內及腹

腔外兩種方式[6,7] 。腹腔內入路(經下腹正中切口)因為具以下作

用：(1) 有利於急性腸梗阻的確診及疝的定位；(2) 能完整顯示

閉孔疝內環口；(3) 若出現腸管壞死可直接行腸切除和腸吻合，

而不需另加切口；(4) 做疝修補時能妥善保護好閉孔神經及血

管。而腹腔外入路又分為恥骨後腹膜外徑路、腹股溝韌帶下

切口、腹股溝切口。因採用腹腔外入路時，術前難以確定嵌頓

腸管能否順利復位和壞死，常需加做腹部切口。故目前多數外

科醫生主張採用經腹腔內入路的方法[6]。本例患者術前在患側

腹股溝捫診不滿意，且擔心復位困難，經專科組討論後採用腹

腔內入路，嵌頓腸管採用腹腔內牽拉，腹腔外輕撫方法取出嵌

頓腸管。因為嵌頓腸襻壞死，切除後作小腸端端吻合後，在直

視下作荷包式全層縫合。對於腹腔內外科操作，有學者認為腹

腔鏡有相當好的效果[2,7]。但本例患者術前腹脹明顯，伴中量腹

水，操作空間不夠，故不宜採用腹腔鏡操作。由於閉孔疝屬少

見症，病程早期提高警覺，及時的診斷和手術介入，從而減少

腸絞窄和死亡率，是臨床醫生的重要責任。

患者   女，82歲，2010年4月17日因氣促入住內科，診斷為

慢性阻塞性肺氣腫伴肺部感染，予抗生素治療，但患者出現進

行性腹脹，胃納變差，伴惡心。但無發熱。後因肛門停止排便

排氣3天，經X-Ray檢查發現小腸存在多個液氣平，考慮為小腸

機械性梗阻而轉到外科。當時體格檢查：全腹脹，以中下腹為

主，可捫及腸型，下腹有壓痛和反跳痛，移動性濁音(+)，腸鳴

音減弱。由於腸梗阻原因未明，行腹盆腔CT，顯示：右側閉孔

疝，疝內容物為小腸腸襻，伴嵌頓、完全性小腸梗阻，小腸腸

管明顯擴張，伴中等量腹水、雙側中等量胸腔積液、雙下肺壓

迫性肺不張。即行緊急剖腹手術，術中發現嵌頓小腸為5cm長

的回腸襻，嵌頓之小腸壓跡有壞死，故切除壞死腸襻並作Ｉ期

小腸端端吻合。閉孔疝內環作單層荷包縫合和修補。手術後

患者轉入ICU治療3天，因嚴重的低蛋白血症(Albumin 16g/L)所

致的腹水和胸水經補充白蛋白和加強營養後好轉，術後3周患

者康復出院。

討 論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外科

閉孔疝(Obturator hernia)是臨床上較為少見的一種腹內疝類

型。它多發生在年長體弱、以70~80歲為高發年齡，尤其多見於

經產和多產的女性。閉孔疝佔全部腹腔疝的0.1%~1%，佔全部

小腸梗阻的0.2%~1.6%。男女發病率之比為1：6 [1,2]。閉孔管是

一纖維肌性管道，長2~3cm，向前、內、下方斜行。因為本身

組織退變或腹內壓的增加等原因，導致腹腔內器官，如小腸

進入閉孔管，從而形成閉孔疝。

閉孔疝的發生原因有多方面，主要跟以下幾點相關：閉

孔管局部組織薄弱、退變導致生理性盆筋膜鬆弛、盆底肌肉

萎縮、女性由於多次妊娠造成會陰過於鬆弛且閉孔管寬大。

而體弱多病、營養不良、消瘦，以及任何消耗性疾病均可導

致閉孔內口失去腹膜外脂肪組織的襯墊保護；腹內壓增高的

疾病如慢性支氣管炎、長期咳嗽、習慣性便秘等均是導致閉

孔疝的重要因素。本例患者年長伴COPD、重度營養不良等，

這些都是閉孔疝發生的病理基礎。

閉孔疝起病隱匿，早期可無腸梗阻症狀，且疝塊較小，

及位於恥骨肌深面，有時難以發現。早期可出現腸管壁疝，

腹部體徵不明顯，但閉孔神經疼痛為閉孔疝的最早期表現，

故患者最早期且最具特徵性的徵象是Howship-Romberg徵陽性

(伸腿外展、外旋，腹股溝及大腿前內側疼痛加重)，是術前

確診的主要依據。尤其年老體弱之婦女有腸梗阻表現和How-

ship-Romberg徵時，應考慮本病[3]。閉孔疝以小腸梗阻為主要

臨床表現，而小腸梗阻閉孔疝祇是其中很少見的因素，容易漏

診。據國外學者統計，腸壞死、腸穿孔發生率達50%，死亡率

達13%~40% [4]。臨床醫生應想到本病，並仔細分析病史。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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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性放射治療在中晚期肺癌中的應用

王衛華   肖光莉

肺癌的早期發現比較困難，臨床所見多為中晚期患者，需

作姑息治療的總數多於根治性治療者，這部份患者包括經過手

術、放療和化療後，原發腫瘤未控或復發，或發生遠處轉移

者，以及確診時已有遠處轉移者。適當的姑息治療能使大多數

病人的臨床症狀改善，痛苦減輕，生存品質提高，並能延長少

數患者的生存期。在多數情況下，放療是姑息和減症治療的首

選方法，其療程短，花費少，操作簡便，療效確切。

下面將對肺癌常用姑息放療分而述之。

一、腦轉移

腦轉移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的發生率約為25%[1]，生存

2年以上的小細胞肺癌的腦轉移發生率達80%。腦轉移往往伴有

嚴重的症狀和體徵，表現為頭痛(50%)、虛弱(40%)、癲癇發作

(10%~20%)，意識喪失或步態、平衡困難[2]，約有30%~50%的肺

癌患者直接死於腦轉移，是肺癌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3]，臨床

上應作為腫瘤急診來處理。臨床所見肺癌腦轉移超過一半是多

發彌漫性的，診斷主要靠臨床症狀、體徵和影像學診斷(CT或

MRI)，臨床表現應和轉移灶在腦內的位置相符合。

KPS評分、年齡、原發病灶/全身病灶控制情況、神經認知

能力、腦轉移的數目以及發生腦轉移與原發病灶確診的時間間

隔等都是腦轉移患者的預後因素，其中KPS評分最為重要[3,4]。

一般來說，肺癌發生腦轉移後的自然中位生存期為1~2個月，

使用類固醇可減輕腫瘤周圍水腫，改善神經功能障礙，延長

中位生存期到2個月[5]。僅用全腦照射中位生存時間可延長到

3~6個月[6-8]，1年生存率10%~20%。對於轉移灶數目較少者，

全腦放療加上局部治療(手術或立體定向放射外科)可延長中

位生存時間到8~11個月[9-11]。而65歲以上患者在對腦轉移病灶

進行放射治療的同時進行胸部原發病灶的姑息放射治療並不

能有利地改變預後[12]。

大多數的腦轉移為多發病灶，放療為首選治療方法。多發

性腦轉移採用全腦照射，射野的下緣一般在顱底線，但要包括

蝶竇的下緣，以充分包括中顱窩的腦組織。期間需配合脫水劑

和/或利尿劑，如20%甘露醇及地塞米松，以緩解轉移灶所致腦

水腫和大分割劑量照射可能引起的急性腦水腫。

關於劑量與分割，RTOG隨機試驗表明，大分割快速照

射和常規分割的療效無論在緩解症狀還是在生存率方面均無

差異，30Gy/2周與40Gy/4周有同樣效果[6,3-15]，RTOG還對每次

1.6Gy，每日2次，總劑量54.4Gy的加速超分割放療進行了前瞻

性試驗，結果表明該方案治療毒性可以耐受，生存率高於常

規分割放療，但未達顯著性水準[16]。因此，綜合考慮緩解症

狀、延長生存期、治療費用和療程時間等因素，30Gy/10次，

2周的全腦照射方案是多發性腦轉移，特別是對預後不良的患

者較合適的放療方法。

對影像學表現為單發性腦轉移的放療，考慮多數情況下

還存在微小的亞臨床灶，宜先全腦照射以消滅亞臨床的腦轉

移，然後再對臨床病灶適當加量。文獻中報告的方法有：全

腦照射40Gy/16次/3.2周，局部腫瘤加量10Gy/4次/0.8周；或全

腦照射30Gy/10次/2周，局部腫瘤加量15Gy/5次/1周。對於單發

腦轉移且具有良好預後因素的患者，手術後也應給予全腦照

射，30Gy/10次/2周；如患者存在預後不良因素，如KPS評分

低、全身疾病未控，則手術不能帶來獲益。立體定向放療，

如γ刀和X刀治療肺癌腦轉移也應該在全腦照射的基礎上進

行，Aoyama等[17]的研究中，1~4個腦轉移病灶的患者，隨機分

為全腦照射聯合放射外科或單行放射外科治療。中位生存時間

分別為7.5個月和8.0個月(p=0.42)，但1年復發率分別為46.8%和

76.4%(p＜0.001)，而需要行挽救性治療的患者在兩組分別為

15.4%和44.6%(p＜0.001)。近年來也有少數單位主張對於轉移

灶≦3個情況祇給予立體定向放療，待腦轉移進展為多發性時

再進行全腦照射，但這僅限於經過選擇的患者。

由於血腦屏障的存在，普通化療藥物全身化療對於腦轉移

病灶的作用有限。在Ewend等[18]的臨床研究中，單發腦轉移經

手術切除後在術腔內給予卡氮芥聚合體圓片(carmustine olymer 

wafers)進行局部化療，同時聯合常規全腦放療，16%患者失敗

於腦內其它位置的復發，8%發生脊髓新病灶，但無1例發生

局部復發，中位生存時間為33周，1、2年生存率分別為33%、

25%，所產生的副作用較輕微。但該研究還需要進行更大型的

隨機對照研究證實其價值。

Ma等[19]進行的一項II期臨床實驗運用分子靶向藥物吉非替

尼與全腦放療結合治療NSCLC腦轉移的中國患者，總有效率為

81%，中位無進展生存時間、總生存時間分別為10個月、13個

月，治療後患者生活品質得到改善而副作用大多為II度，易於

耐受。總之初步結果令人滿意，但仍需要擴大病例數進行隨機

實驗以進一步驗證該治療模式的療效。目前一項III期臨床實驗

RTOG 0320[20]正在進行中，比較全腦放療+放射外科或全腦放療

+放射外科聯合替莫唑胺或厄洛替尼治療≦3個腦轉移病灶的

NSCLC患者。此外，美國和英國的研究者正在分別進行立體

定向放射外科/全腦放療聯合厄洛替尼治療NSCLC腦轉移患者

的II期臨床實驗。以上臨床實驗其結果均令人期待。

二、骨轉移

骨是肺癌常見的遠處轉移部位，約20%~40%的肺癌病人發

生有臨床症狀的骨轉移。最常見的骨轉移部位是：脊椎骨、骨

‧ 綜 述 ‧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放射治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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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股骨、顱骨和上肢骨。肺癌骨轉移大多為溶骨型，成骨型

少見。骨轉移後常有可以準確定位的疼痛，開始可為間斷性，

最終表現為持續性，甚至發生病理性骨折。骨轉移的臨床診斷

必須有明確的原發腫瘤病理證據的前提下，在明確的臨床症狀

和體徵、明確的核素骨掃描徵象和典型的X線和/或MRI影像學

表現這3項中至少佔有2項，方可成立。

發生骨轉移的患者預後較差，中位生存時間≦6個月。放

療是骨轉移主要的姑息治療手段，目的在於緩解疼痛，阻止

發生病理性骨折，或因骨破壞造成進一步的併發症，保持患

者的活動狀態。放射的方法主張用大分割劑量，少分次的分

割方式，而對照射野內包括了關鍵臟器的骨轉移放療計畫，

如顱骨轉移和脊椎骨轉移，一般不用太大的分割劑量，以免

損壞腦和脊髓組織。常用的方法有30Gy/10次，25Gy/5次和

8~10Gy/1次。肺癌骨轉移放療後症狀總緩解率為51%，完全緩

解率為46%[21]，平均疼痛緩解時間為39周，平均生存時間為

65周，發生於四肢部位的病灶治療有效率較發生於椎體和骨

盆的病灶治療有效率低。

對惡性腫瘤骨轉移放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單次(single frac-

tion，SF)照射和多分次(multiple fractions, MF)照射方面。目前，

多數研究已表明SF照射和MF照射療效相似[22,23]。Chow等[24]對

近10年來有關該方面的隨機臨床研究進行系統性回顧分析，

結果顯示SF照射和MF照射總有效率分別為58%(1468/2513)和

59%(1466/2487)，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F照射組患者發生

病理性骨折和脊髓壓迫的危險性較MF組增加，差異也無統計

學意義(p=0.75；p=0.13)。但是再次接受放療的可能性SF組是

MF組的2.5倍(p＜0.00001)。最近，Foro等[25]進行的一項III期隨

機臨床實驗再次驗證了上述結果：8Gy/1次和30Gy/10次照射組

在治療後3周時評價總有效率分別為75%和86%，12周時分別為

62%和65%；在症狀得到完全緩解的患者中，療效持續時間分

別為28周和25周，以上結果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但8Gy組和

30Gy組分別有28%和2%的患者需要接受再次治療，差異有統

計學意義。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對一般狀態較好，預期壽命較長且治

療願望強烈的患者使用療程較長的MF放療方案是合適的，以免

再次治療反而增加患者不便，同時避免可能產生的後期放射反

應；而反之則使用大分割少次數的方案。

多發骨轉移的病人中位生存時間約3個月[26]，其治療可用

同位素內照射為基礎,如鍶－89、磷－32、碘－131雙磷酸鹽、

錸－186、鏒－153等，它們都是親骨的二價陽離子，有模擬鈣

離子的作用，雖然深入滲透組織的能力有限，且輻射劑量的釋

放也不夠準確，但對緩解骨轉移疼痛有效[27]，而且可以延緩發

生新的疼痛[28]，然後再配合有嚴重疼痛轉移骨的外照射，也能

取得不錯的姑息治療效果。一項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發起

的Ⅲ期隨機臨床試驗[29]對比了三組不同的劑量－分割方式(A：

15Gy/5次/5天，B：8Gy/2次/1天，C：12Gy/4次/2天)半身照射

(HBI)對不同腫瘤來源的多發骨轉移的放療療效，結果顯示除

前列腺癌外，對其他大多數腫瘤在緩解率、緩解時間、總生存

率、中位生存時間、無進展生存時間及生存品質方面，A組與

C組相似，毒性也可接受，而B組欠佳。

三、脊髓壓迫症

所有脊髓壓迫症患者中約15%~20%由肺癌引起，而由肺癌

引起脊髓壓迫症的發生率約為5%[30]。最常見的原因是脊椎骨的

轉移，各段椎體受累率為胸椎70%，腰骶椎20%，頸椎10%[31]，

引起椎體壓縮性骨折、塌陷，造成脊髓壓迫。這個原因佔脊髓

壓迫症病人的85%左右。其他原因尚有肺癌位於脊柱附近，原

發腫瘤直接侵蝕脊椎骨，繼而壓迫脊髓以及脊髓本身的腫瘤轉

移和硬膜外轉移等。

脊髓壓迫症的診斷較容易，臨床症狀最早表現的是背部局

部或放射性或機械性疼痛，然後逐步出現受壓脊髓神經支配以

下身體平面的感覺喪失、運動無力或癱瘓、自主神經損害、肛

門括約肌功能障礙等。由於脊髓壓迫症的及時診斷與否直接關

係到這些患者的預後，所以，對肺癌患者新發的頸背部疼痛應

引起足夠重視，詳細的病史採集以及體檢結合影像學檢查常常

可以做出診斷，如CT和MRI或脊椎骨X線平片能顯示骨轉移，

脊髓本身或椎管內的轉移則常需MRI檢查來確診，而MRI由於

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95%)，常作為確診脊髓壓迫症

的檢查手段。脊髓壓迫症一經診斷即應作為急症治療。

脊髓壓迫症的治療方法有手術減壓和放療。一個小樣本的

臨床隨機試驗[32]比較了兩種方法的療效，結果顯示兩者療效無

顯著差異。Patchell等[33]報導了手術減壓後再進行放療在功能恢

復及生存方面比單純放療的療效優越：手術+放療組和單純放

療組治療後恢復行走能力的患者分別為84%和57%(p=0.001)，

保持行走能力的中位時間分別為122天和13天(p=0.003)，中位

生存時間分別為126天和100天(p=0.003)。但該研究的物件僅

限於累及一個脊髓節段、PS狀態好、預期生命≧3個月的病

人。通常，手術治療脊髓壓迫症的適應證為：原發灶未知、

放療後復發、放療中疾病進展，脊柱不穩固或椎體病理性骨

折[34]。由於放療的適應證較廣，相對易於操作和對病人的損

害較小，因而被更多地採用。放射野的設置必須依據臨床檢

查和影像學的診斷，放射野包括受壓的脊髓，脊椎骨和脊柱

兩側的腫瘤侵潤。      

在放療時，應同時使用皮質類激素以減輕腫瘤或放射引起

的水腫，有助於改善臨床症狀，如地塞米松。地塞米松的劑量

為首劑10mg靜脈給予，以後4mg每日4次，口服或靜滴。沒有證

據表明增加地塞米松的劑量會帶來進一步的好處[35]，但在診斷

時即失去行走能力或症狀快速進展的患者仍需使用較高劑量地

塞米松。放療的總有效率在60%左右。患者在放療前後能夠行

走、沒有其他遠處轉移、單一位置的脊髓壓迫、放療前運動功



66 Journal of Kiang Wu Hospital, Dec 2010, Vol 10. No.1鏡湖醫學2010年12月第10卷第1期

能障礙發生的時間＞14天(發展慢)，這些往往是良好的預後因

素[36]。Rades等[37]對1852例脊髓壓迫症放療患者的研究表明放療

後運動功能改善、運動功能無變化及惡化者的一年生存率分別

為75%、40%及3%(p＜0.001)；而放療後恢復行走能力的患者與

未能恢復者一年生存率分別為63%、4%(p＜0.001)。

放療常用的劑量為30Gy/10次/2周。Rades等[37-39]回顧性比

較了短程放療方案(8Gy/1次，20Gy/5次/1周)及長程放療方案

(30Gy/10次/2周，37.5Gy/15次/3周，40Gy/20次/4周)，顯示在改

善和維持運動功能方面療效無差異。對一般狀態較好，預期

壽命較長，原發病灶得到控制，脊髓壓迫症表現為唯一轉移

的病變的患者，可用40~50Gy/20~25次放療，以獲得更持久的

姑息療效，同時避免可能發生的後期放射反應。Maranzano等

[40]進行的僅有的III期隨機對照研究對預期壽命較短的(≦6個

月)的患者，採用短程放療(8Gy×2次)或分割放療(5Gy×3次加

3Gy×5次)，兩組患者在有效率、療效持續時間、總生存時間

及毒副作用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所以，這類患者可以

採取短程放療的方式以緩解患者症狀而不會給患者帶來進一

步的不便及經濟負擔。

四、上腔靜脈壓迫症

臨床所見的上腔靜脈壓迫症(superior vena cava syndrome，

SVCS)80%由肺癌引起。而SVCS在肺癌病人中的發生率不到

5%[41,42]，最常見的病理類型是小細胞癌和鱗癌，分別佔40%和

25%，是由於腫大淋巴結或腫瘤壓迫了上腔靜脈後，使上腔

靜脈的血液回流受阻，或全部阻塞，從而產生的綜合症。主要

症狀有明顯咳嗽、氣急甚至端坐呼吸，嚴重的頭面、頸部、兩

上肢和胸壁水腫，胸、腹壁靜脈怒張等。SVCS能威脅病人的

生命，產生顱內高壓，或氣道阻塞，主要因上腔靜脈回流受

阻，靜脈壓極度升高導致嚴重的水腫，特別是喉頭水腫，以

至窒息。所以SVCS應作為急症來處理。

    由小細胞肺癌產生的SVCS常用聯合化療來治療，外加放

療可使小細胞肺癌產生的SVCS的復發率從50%降低到25%[43]。

對於NSCLC的SVCS，如果尚未發生遠處轉移，建議給予較積

極的放療，開始時使用較大的分割劑量，3~4Gy/次，先照射

4~5次，而後改為常規分割照射至60~65Gy。放射野盡可能包括

全部臨床腫瘤，如有可能尚應包括同側肺門和縱隔引流區。在

放療的同時也可合併使用化療。葉明等[44]評價了加速超分割放

療結合化療治療NSCLC所致SVCS的耐受性及其療效：放療前

先給予IEP或IAP全身化療週期，化療結束後24~72小時實施放

療。放療計畫為對原發灶和縱隔轉移淋巴結區域給予加速超

分割放療，腫瘤量30Gy/20次/2 周，然後避開脊髓加量36~40.8 

Gy/30~34次/3~3.5周。放療結束後，按原計劃繼續行全身化療。

結果顯示採用的分割劑量和總劑量是可以耐受的，治療效果

與Ⅲ期非小細胞肺癌非手術治療效果相似。若經過上述劑量

照射後，SVCS症狀緩解不明顯，則應懷疑上腔靜脈內有血栓

形成之可能。SVCS放療中必須用較強的利尿和脫水治療，包

括使用皮質類激素。

總之，姑息放療的原則是緩解病人的臨床症狀而不給病人

帶來更多的經濟負擔、不便和副作用。一般認為姑息放療應採

用大分割方式，可減少放療次數，大的分割劑量抑制腫瘤的效

應強，出現姑息療效快。然而大分割會增加正常組織，尤後期

放射反應組織的損傷，如肺的纖維化，腦、脊髓和心臟損傷

等，但這類損傷多發生在放射結束後1年以上，但此類患者預

期生命大多不超過1年，晚期反應相對於受益來講可接受。但

對預期生命較長的病人，在設計姑息放療計劃時，仍應考慮放

療的時間-分割-劑量等因素，既能達到姑息治療作用，又要避

免後期放射損傷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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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動脈易損斑塊的有創影像學檢測研究進展

鍾桃娟1 綜述   伍 衛2 審校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內科1；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心血管內科2

隨著科學研究的日益深入，大量新型檢測技術湧現。目

前，已有多種成像技術用於檢測易損斑塊。越來越多的證據顯

示，有創影像學檢查技術在檢測冠狀動脈易損斑塊方面有著其

他檢查方法不可比擬優勢。現將近年來對冠狀動脈造影、冠狀

動脈內超聲成像及虛擬組織成像、光學相干斷層成像、冠狀動

脈內血管鏡對易損斑塊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急性冠脈綜合徵(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包括不穩

定型心絞痛、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及ST段抬高型心肌梗

死，共同的病理基礎均為不穩定的粥樣斑塊，被稱之為易損

斑塊(vulnerable plaque)。然而，斑塊的破裂和繼發的血栓形成

與心肌壞死，是ACS發生發展及猝死的主要原因。因此，加

強對易損斑塊特性的認識與研究，對防治ACS具有十分重要

的臨床意義。近年來，對於冠狀動脈易損斑塊的儘早準確識

別和檢測是國際上的研究熱點課題，亦是當今臨床上面對的

重大挑戰。目前，檢測易損斑塊主要有實驗室檢查和影像學

檢查。臨床常用識別易損斑塊的有創影像學檢測方法，如冠

狀動脈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冠狀動脈內超聲成

像(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VUS)、冠狀動脈內超聲虛擬組織成

像(virtual histology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VH-IVUS)、光學相

干斷層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冠狀動脈內

血管鏡(coronary angioscopy，CAS)等，在檢測易損斑塊方面有

著其他檢查方法不可比擬優勢，而且在臨床上的應用已取得

了重要進展。

一、易損斑塊的定義和特徵

Eugene Brauwald等[1,2]認為，易損斑塊是指所有易於發生血

栓，以及可能快速進展從而成為罪惡斑塊的那些粥樣病變。易

損斑塊的特徵包括︰(1) 脂質核心大(佔總體積的40%以上)；(2) 

纖維帽簿(厚度通常小於100μm)；(3) 纖維帽內或附近炎症細

胞浸潤(巨噬/單核細胞或T細胞浸潤)；(4) 內皮剝脫伴表面血

小板聚集；(5) 斑塊裂開，血栓形成；(6) 受損管腔嚴重狹窄

(>90%)；(7) 其他︰表面鈣化小結；斑塊內出血；斑塊呈亮黃

色；新血管生成；內皮功能不全；擴張性或正性重塑。

二、冠狀動脈造影(CAG)

CAG檢查可確定管腔局部解剖架構，根據充盈缺損來判斷

不規則管壁和斑塊，可顯示冠狀動脈管腔內狹窄程度、冠狀動

脈夾層，亦可部分顯示易損斑塊的特徵，包括斑塊的偏心性，

斑塊破裂後的潰瘍、血栓等。目前將較明顯的斑塊形態分為

4種類型。1型︰向心性斑塊；2型︰偏心性，頸部較寬，邊緣

光整；3型︰偏心性，頸部較狹窄且邊緣不光整；4型︰多發

不規則形，病變複雜。臨床上發現，上述3~4型多見於不穩定

型心絞痛，易發生急性心肌梗死。以往認為急性心肌梗死是

由於冠狀動脈內管腔嚴重狹窄導致，然而大部份研究指出冠

心病心血管事件與易損斑塊明顯相關而與狹窄程度無關[3]。目

前認為，CAG檢查如發現血流緩慢、斑塊潰瘍、表面不規則或

具有波動感等四項異常中的兩項可診為易損斑塊[4]。

CAG檢查對多種不同臨床情況的易損斑塊及血栓形成的評

價是一種優良檢查技術，為最常使用的有創檢測方法，但無法

識別動脈粥狀硬化伴正性血管重塑，而且不能觀察或準確判斷

易損斑塊本身的組織學特徵，臨床上低估冠狀動脈斑塊潛在的

危險，以及不能預測非複雜斑塊發生ACS的風險。

三、冠狀動脈內超聲成像(IVUS)和虛擬組織成像(VH-

IVUS)

IVUS是一種以侵入性導管為基礎的高頻(20MHz~40MHz)超

聲技術，利用固定於導管前端的可旋轉微小超聲探頭來獲取冠

狀動脈壁的橫斷面影像[5]。IVUS具有良好的血管穿透性，最大

分辨率為100μm。根據不同顏色可區分為不同的斑塊成份，紅

色代表壞死組織，白色代表鈣化組織，深綠色代表纖維組織，

淺綠色代表纖維脂質。國內外研究提出易損斑塊的IVUS一般特

徵包括︰(1) 斑塊內低回聲區面積>1mm2；(2) 斑塊內低回聲區

佔斑塊面積百分比>20%；(3) 斑塊纖維帽厚度<0.7mm；(4) 偏

心性斑塊；(5) 斑塊內無回聲。

IVUS射頻(IVUS-RF)技術分析，可以檢測脂質池容積，敏

感性達到80%~90%[6]，並實時提供高分辨率的斑塊圖像。血管

內超聲彈性成像分析技術可以區分富含脂肪和富含纖維的組

織，且彈力值動態增高可能意味著有活化的巨噬細胞[7]，從而

比較準確地識別出易損斑塊。VH-IVUS是近年應用於臨床的新

技術，透過對射頻信號的性質進行深入分析，利用不同組織不

同頻率信號回聲強度，連同採集IVUS資料的振幅，從而對斑

塊進行更加準確的評估。根據冠狀動脈粥樣斑塊回聲特徵，

VH-IVUS將斑塊分為4種︰(1) 軟斑塊︰脂質性斑塊，斑塊內含

有較大的脂質壞死中心、較薄的纖維帽(60μm~150μm左右)、

增生內膜及血管，其回聲比血管壁外膜的回聲弱，表現為極低

回聲/無回聲的斑塊或典型的表面有低回聲纖維帽；(2) 纖維斑

塊︰由較多的纖維結締組織成份構成，介於軟斑塊和鈣化斑塊

之間，其回聲與血管壁外膜的回聲一致，回聲較強但其後方沒

有聲影；(3) 鈣化斑塊︰主要成份為鈣化部分，其回聲比血管

壁外膜的回聲強並且其後方有清楚的聲影；(4) 混合斑塊︰同

時含有多種成份，混合有軟斑和纖維斑，每種斑塊少於斑塊

面積的80%，斑塊回聲增強[8]。

IVUS是目前臨床應用最廣泛的斑塊檢測方法，已累積了

‧ 綜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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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資料。IVUS不僅能夠實時提供血管腔的形態，而且

能夠顯示斑塊的形態、架構和功能，透過探測偏性斑塊和脂

質性斑塊可見明顯的血管重構，是識別易損斑塊的重要方法，

是迄今為止從形態學方面診斷血管疾病的最理想的方法，是冠

狀動脈內血管成像的金標準。但是，由於IVUS的最大分辨率為

100μm，故難於區分纖維帽厚度<65μm的易損斑塊(敏感度僅

50%~80%)。而且，VH-IVUS對纖維脂質成份特異性較高，對纖

維組織成份特異性較低[9]。IVUS為一種有創檢查方法，費用較

高，操作風險大，以及存在某些禁忌症等，故臨床應用還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四、光學相干斷層成像技術(OCT)

自從1991年Huang等在Science發表OCT的文章以來，該技術

的迅速發展和在心血管領域的臨床應用尤為囑目。

冠狀動脈內OCT採用紅外線的光波，對冠狀動脈壁的組織

架構進行成像，多層次測定冠狀動脈內組織架構及成份。其分

辨率極高，達10μm~15μm，是目前空間分辨率最高的技術。

OCT能清晰地區分增厚的內膜與含有脂質的斑塊，區分陳舊

血栓或新鮮血栓，能檢測易損斑塊纖維帽厚度[10]、脂質核心

大小，斑塊表層的糜爛和血小板、纖維蛋白沉積、斑塊帽裂

隙，還可以識別易損斑塊內及並對纖維帽的細胞成份密度(巨

噬細胞)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OCT能準確識別出含有多少巨

細胞的纖維帽，其敏感性、特異性均為100%[11]。OCT對活體易

損斑塊進行評估，發現罪犯病變39.1%為纖維性斑塊，34.4%存

在纖維鈣化斑塊，26.1%為富含脂質的斑塊。Yabushita等[12]發

現OCT識別三種不同斑塊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均很高，除了纖

維斑塊的敏感性在70%~80%之間，其他都在90%以上，與組織

病理學相比，對斑塊成份檢測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92%和

94%。OCT的高分辨率接近病理學水準，因此，OCT在醫學上

被稱為“光學活檢”。

OCT成像技術從新的角度提供更詳細的血管壁架構，

Jang等[14]證實了OCT在臨床應用的安全性及在識別管壁及管腔

訊息方面的精確性。利用OCT認別動脈粥狀硬化斑塊破裂及

血栓形成，改善對斑塊的特徵認識，能夠早期認別高危破裂

斑塊及血栓來指導臨床治療[13]。但是，由於紅細胞對OCT 光源

可產生廣泛的散射，會導致血管壁局部圖像失真。另外，OCT 

的穿透血管壁僅2~3 mm，對某些大的斑塊、大的壞死核心和血

管外彈力層不能被清晰成像[15]。新一代頻域OCT成像技術，採

用鐳射作為光源，掃描速度更快，20mm/s，80~110楨/s，不需

要對血液進行特殊處置，是識別易損斑塊最有前景的有創成

像技術，目前已在臨床開始應用，但數據有限，有待更深入

的研究。

五、血管鏡(CAS)　

冠狀動脈內CAS可以直接觀察管腔表面，準確識別斑塊表

面的血栓和斑塊[16]，並透過對粥樣斑塊表面的顏色進行分析，

評價冠狀動脈內易損斑塊。易損斑塊在CAS下呈現黃色斑塊，

對預測斑塊破裂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日本冠脈內窺鏡學會將

斑塊分為5大類，I類︰平坦、光滑、灰白色；II類︰表面不平

坦、粗糙、黃灰白色；Ⅲ類︰粗塊狀；IV類︰多色調、凸向

內腔致高度狹窄，有時可見斑塊表面小片狀脫落、再融合的

特徵；V類︰內膜撕裂伴潰瘍、向內腔隆凸、混合色調。其中

Ⅳ類斑塊內側常有大量脂質沉積，構成纖維脂質和複雜斑塊，

尤以不穩定心絞痛及急性心肌梗死溶栓後常見[8]。

CAS能提供斑塊表面的直觀圖像和腔內架構，是目前檢測

冠狀動脈血栓最敏感的方法，還可以彌補CAG檢查對ACS風險

評估的不足。但是CAS僅能識別斑塊表面，尚不能觀察深層

組織架構，臨床上仍不能很好地評估易損斑塊存在對ACS的

風險。

六、其他有創影像學檢測方法

包括血管內核磁共振顯像(MRI)、核素閃爍技術成像、光

譜技術、熱成像(Thermography)及pH值異質性檢測等，在臨床

上應用的數據仍有限，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七、各種有創影像學檢測方法比較

1. CAG與IVUS

CAG檢查以往被認為是判斷冠狀動脈管腔狹窄程度的“金

標準”，ACS多發生在易損斑塊的突然破裂之後，在這之前，

多缺乏明確的管腔狹窄徵象[5]。在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的早期，

管腔內徑變化不明顯，CAG檢查可以正常，而此時作IVUS檢查

可顯示廣泛的粥樣斑塊。CAG檢查不能觀察或判斷血管內膜

下的組織學特徵，不適用於冠狀動脈粥狀硬化性心臟病(冠心

病)早期的檢測和斑塊架構的分析[17]。研究表明[18]，對血管腔

形態、病變性質及狹窄程度的檢測，IVUS明顯優於CAG。目

前，IVUS已被認為是診斷冠心病新的“金標準”。

2. CAS與CAG、 IVUS

CAS可以顯示血管腔面的顏色、斑塊表面的血栓、糜爛、

撕裂、潰瘍、裂隙等肉眼可見的特徵，並可以識別出明亮的、

帶有光澤的黃斑塊為易損斑塊，在評估發生ACS的風險方面優

於CAG。由於薄帽纖維粥樣瘤(TCFA)和纖維斑塊的血管正性重

構要比鈣化斑塊和內膜增厚的正性重構顯著，有研究顯示[6]，

當以血管鏡所探查到的TCFA為金標準時，VH-IVUS對TCFA分

辨的敏感度、特異度和精確度分別達68%、81%和75%，故VH-

IVUS明顯優於CAS。

3. OCT與IVUS、CAS　

OCT是近年出現的一種新型血管內成像技術，其分辨率

比IVUS更高，OCT可彌補IVUS的不足，可檢測65~70μm以下

的影像，在早期發現易損斑塊方面是目前其他機器設備所不

能比擬的[6]。KuboT等比較了OCT、IVUS和CAS評價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病變的能力，發現OCT檢出斑塊破裂的比例為73%，

明顯高於CAS 47%和IVUS 40%。Patwari等[19]進行小規模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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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試驗比較了OCT和IVUS系統，證實OCT在識別易損斑塊方

面明顯優於IVUS。

八、各種有創影像學檢測方法的局限性和無創影像學檢

測方法

影像學檢查包括有創和無創檢測方法。有創影像學檢測方

法可確定管腔直徑、斑塊體積與厚度、脂質含量及斑塊形態學

等特徵，但在臨床上應用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CAG的分辨率

較低(>500μm)，所顯示的影像常與病理解剖的實際結果有很大

差異。CAS僅能識別斑塊表面，不能觀察深層組織架構，而且

CAS檢查需阻斷血流，無法估計纖維帽厚度或脂質含量，檢測

易損斑塊的特異性、敏感性及準確性均不夠高。IVUS的分辨率

高達100μm，但由於IVUS技術應用的是聲波原理，聲波透過組

織傳播時強度會減弱，而VH-IVUS的技術是建立在IVUS之上，

對<65μm的纖維帽及其巨噬細胞密度尚無法識別。儘管有創影

像學檢測方法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影像學所得結果對斑塊

的早期識別較大，故對防治ACS具有十分重要的臨床意義。

目前評價易損斑塊的方法還有無創影像學檢測方法，包括

電子束CT(EBCT)、多排螺旋CT(MSCT)和核磁共振成像(MRI)、

放射性核素等檢查。EBCT、MSCT、MRI具有較高的時間分辨

率(50ms~100ms)，EBCT對冠狀動脈鈣化敏感度較高，MSCT對

斑塊的脂核和鈣化顯示較好，還能發現血管正性重構，但對斑

塊組織架構的細微視察如纖維帽厚度等評價仍有一定的局限

性。無創MRI在描述斑塊特徵方面是最有潛力的無創檢測方

法，但對於冠狀動脈等管徑較小且受心臟、呼吸運動影響較大

血管的易損斑塊成像仍有較大局限性。冠狀動脈MRA能夠區分

斑塊和血管壁架構。放射性核素檢查有助於易損斑塊和血栓大

小的檢測。上述無創影像學檢測方法對易損斑塊的評價具有良

好的發展前景，但目前尚不能很好地對易損斑塊進行早期識別

及準確檢測，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九、小結　

各種有創影像學檢測方法的選擇應因人而異，採用重覆性

好、預測價值較高、價格低廉的組合模式進行檢測[4]。目前，

結合IVUS的高穿透性和OCT的高分辨率是研究易損斑塊的理想

影像學手段[6]。隨著臨床經驗的不斷累積和有創影像學檢測技

術的不斷發展完善，透過對冠狀動脈易損斑塊的早期識別及準

確檢出，可更有效地預防和減少急性心臟不良事件的發生。

Naghavi M, Libby P, Falk E, et al. From vulnerable plaque to vulnerable patient: 

a call for new definitions and risk assessment strategies: Part I. Circulation, 

2003, 108:1664-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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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氯芬酸鈉栓(Diclofenac Suppository)用於婦產科手術病人術後鎮痛

陳明輝   曹麗勤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麻醉科 

      非甾體類抗炎藥雙氯芬酸(Diclofenac)通過阻斷人體內前列

腺素合成通路產生抗炎及止痛作用。與其他止痛藥相比，雙氯

芬酸價格低廉、使用方便，患者術後能早期起床活動，且可避

免靜脈鎮痛法或硬膜外鎮痛法置管部位感染等風險。與嗎啡類

藥聯合於術後使用可明顯減少嗎啡類藥物的成癮性及嘔吐等不

良反應。結合雙氯芬酸止痛作用確切、價廉、方便、不成隱及

副作用少，本文就該栓劑的藥理特性、在國內、外婦產科術後

病人的使用現況及副作用作一介紹。

藥理特性

雙氯芬酸鈉(商品名VOLTAREN®)栓為雙氯芬酸的鈉鹽製

成的栓肛制劑，雙氯芬酸為非甾體類抗炎藥，具有抗風濕、

抗炎症、鎮痛及退熱等特性。非甾體類抗炎藥(NSAIDs)通過

抑制炎症介質前列腺素生物合成中的環氧化酶(COX)，從而阻

斷花生四烯酸轉化為前列腺素。前列腺素PGE1本身不引起疼

痛，但能使痛覺敏感化，PGE2及PGI2能提高血管通透性，加

強緩激肽與組胺引起的水腫，NSAIDs即通過上述機制實現其

抗炎、止痛作用。由於雙氯芬酸首次通過肝臟時，有半數會

被代謝(首關消除)，口服或以栓劑投予後之體內血漿濃度曲

綫下面積(AUC)約為注射投予相等劑量時的一半，且重覆投予

後其藥物動力學反應不會改變，以VOLTAREN 100MG每天一

次栓肛治療，藥物並未發現蓄積現象。99.7%的雙氯芬酸會與

血清蛋白結合。雙氯芬酸最終血漿半衰期為1~2小時。約投予

劑量的 60%會以活性成分自尿中排出；1%以原型排出；其餘

則經膽汁自糞便中排出。

臨床應用  

因雙氯芬酸用於術後止痛效果確切，與其他術後止痛方

法相比，雙氯芬酸價格低廉、方便患者術後早期起床活動，

且可避免靜脈或硬膜外留置管在穿刺部位引起感染等風險。

魏華芳等比較了婦產科病人手術後分別使用三種術後鎮痛方

法的效果和費用，包括術後以雙氯芬酸鈉栓50mg(24小時最大

劑量100mg)直腸給藥、病人經外周靜脈自控鎮痛(PCIA)及術後

硬膜外給藥鎮痛(PCEA)三種方式，研究結果顯示三組病人術後

鎮痛效果的總有效率分別為94.1%、97.1%及92.5%，統計學上無

差異。證明雙氯芬酸雖然價格低廉，但效用並不比費用相對

高及其它術後鎮痛方法差。湯小玉等以術後予雙氯芬酸鈉栓

100mg的鎮痛方式，取代術後肌注度冷丁，結果顯示前者的術

後鎮痛顯效率為61.08%；喻曉萍等亦以雙氯芬酸鈉栓50mg用

於婦產科術後的鎮痛，根據主訴疼痛程度分級法(VRS)評估鎮

痛效果，無痛0級佔82%、輕度疼痛1級佔15%、中度疼痛2級佔

2.5%、重度疼痛3級佔0.5%。上述研究證明雙氯芬酸可單獨用於

術後鎮痛，或可以與嗎啡類藥物聯合使用，以減輕兩者各自可

能引起的副作用。許敏艷等在剖宮產術後以三種鎮痛方法進行

鎮痛效果對比，第一組為硬膜外鎮痛(PCA藥量為0.15%羅呱卡

因100ml；第二組為雙氯芬酸鈉50mg直腸給藥，根據產婦疼痛

程度4~6小時後再次給藥，間隔時間最少4小時；第三組為術

後肌注度冷丁100mg，結果顯示三組各自的鎮痛總有效率分別

是96%、91%及42.5%，根據t檢驗，第一組與第二組比較，前

者疼痛完全緩解率較高，但總有效率相差不大，無顯著性差

異，前二組與第三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吳世民等比較了

術前預用雙氯芬酸鈉栓50mg和未用者對無痛人流後鎮痛的影

嚮，結果顯示雙氯芬酸鈉栓組術後2、4、8小時VAS評分顯著

低於未用雙氯芬酸鈉栓組，兩組間術後發生噁心、嘔吐、頭

暈等不良反應的發生率比較無統計學意義。

Christina I. Olofsson等於剖宮產後PCIA外加雙氯芬酸鈉栓

50mg(24小時不多於150mg)，與PCIA加用安慰劑栓劑對比，前

者PCIA用量減少39%。Lim Noelle Louise等於剖宮產術後PCEA外

加雙氯芬酸鈉栓100mg，PCEA用藥量比單用PCEA組減少了

33%。 Clive H.等亦於剖宮產術後以Tramadol及Tramadol與雙氯

芬酸鈉聯合應用作比較，結果顯示兩者聯合使用可增強術後

鎮痛效果及減輕各自的副作用。雙氯芬酸對子宮收縮引起的

疼痛止痛效果較強，雙氯芬酸與嗎啡聯合使用可明顯減少嗎

啡類藥物的不良反應。

                                    不良反應

雙氯芬酸使用後可出現胃腸道不適反應，還可出現頭痛、

眩暈、皮膚紅斑或皮疹，嚴重者可致胃腸道出血、消化性潰

瘍、肝功能異常和出現類過敏反應。Voltaren®禁用於心臟搭

橋手術術後鎮痛，心血管病患者及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使

用Voltaren®後心肌梗塞、中風意外危險性增加，老年病人使

用Voltaren®後出現嚴重消化道併發症如消化道穿孔的危險性

增加。 

小 結

綜上所述，雙氯芬酸鈉在婦產科手術後使用的鎮痛效果顯

著，除價格低廉外，使用方便，患者可早期下床活動，而副作

用相對於其他術後鎮痛方法輕。考慮婦產科手術病人年齡層面

較廣，年紀較大時要注意用藥劑量，注意病人有否嚴重心肺疾

病及其他基礎疾病。雙氯芬酸的療效和耐受性在病人中的個體

差異性甚大，故制定合理的用藥方案，達到揚長避短，使之成

為一種安全的術後鎮痛藥物。

‧臨床動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