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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耕化春雨，潤物細無聲
—《鏡湖醫學》復刊二十週年編審校工作回顧（1）

李衛平

‧ 卷 首 語 ‧

作者單位︰鏡湖醫學編輯部     

早在1948年7月1日，《鏡湖醫學》的前身—《鏡湖醫藥》以

雜志形式面世，1956年5月出版第7期後停刊。“好雨知時節，當

春乃發生。”爲配合醫院發展的需求，在1993年第十四届鏡湖醫

院董事會會議上，决議復刊《鏡湖醫藥》，經梁秀珍秘書長和梁

志輝、譚錫勳副院長的籌劃和努力下，於1993年5月復刊[1]。

當2013年初夏的陽光灑在當下，回望本刊復刊歷程，整整走

過了二十載春秋。二十年間，星移斗轉，物是人非，《鏡湖醫

學》依然薪火相傳，是編者、作者和讀者不懈的共同努力的結

果。

《鏡湖醫藥》自1993年復刊，到1999年以年刊形式共出版6

期。2000年，《鏡湖醫藥》更名爲《鏡湖醫學》，重新統一期刊

的卷期號。2001年出版的《鏡湖醫學》定爲第1卷第1期（總第14

期），以中華醫學系列雜志的格式爲藍本，版面作了大幅度的

調整改變。2002年起，爲便於查閱，本刊由無書脊的裝訂改爲有

書脊的裝訂；排版工作由外包改爲自己排版，工作量雖陡然加

大，但編校排一體大大提高了校對和排版的質量和效率，明顯减

少了排版的錯誤和校對的漏洞。2003年起，有了相對固定的排版

人員。曾有一段時期，本刊沒有健全穩定的編輯校對團隊，2010

年重組編輯部，以醫學期刊定位，版面完全去除與醫教研無關

的內容，完成了版面的全面改革；同時策劃“鏡湖醫學論壇”

（論文交流會），活躍學術風氣，爲《鏡湖醫學》期刊拓展稿

源，爲次年刊期改半年刊作準備。本刊於2011年申請國際期刊刊

號，同年6月，收到了國際標準期刊號配號通知，《鏡湖醫學》

的國際標準期刊號爲“ISSN 2223-4462”。從2011年6月第11卷第1

期起，《鏡湖醫學》雜志以半年刊的形式正式公開發行。本刊的

英文名稱也相應由“Journal of Kiang Wu”改動為“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今年，編輯部再作增補，充實了編校人員，明確了

編輯、校對和編務的工作職責，終結了勢單力薄的局面；醫院也

把《鏡湖醫學》期刊的出版，作爲今年八項工作任務之一。

《鏡湖醫學》復刊20年來，不辱使命。本刊作爲鏡湖醫院

員工學術交流和發表成果的重要園地和平臺，忠實地記錄著鏡湖

醫院不同時期的醫療技術水平和科研成果，見證著鏡湖醫院的

變遷和發展。本刊復刊第一個10年，出版8期，刊出相關文獻227

篇；復刊第二個10年，出版12期，刊出相關文獻338篇；復刊20

年，共出版20期，總刊出相關文獻565篇。文章作者來自本院的

醫護技的各個部門，來自高級、中級及初級專業人員。就是這個

數量不多的作者群，與本刊風雨同路20載，不離不弃，走到了今

天。爲與其他醫學期刊接軌和擴大影響，從2011年起，本刊開始

接受院外投稿，暫時不收版面費。

作爲一所醫院主辦的醫學期刊，在改革中堅持了二十年，

版面越來越規範，質量和數量不斷在提高，兼職的編審校工作

人員付出了無數辛勤的勞動。每一本《鏡湖醫藥》和《鏡湖醫

學》，是他們心血和汗水的結晶。文章編校是一項“爲人作嫁衣

裳”的工作，他們默默無聞，常常加班加點超負荷工作，熬夜筆

耕是常態，反覆校對力求精益求精，勤勤懇懇的“老黃牛”是他

們的精神寫照。

編輯工作是一種社會文明活動，“替人作嫁”雖是人們對

編輯工作的美譽，但不排除貶低編輯工作之嫌。所謂“替人作

嫁”，是指編輯爲了社會整體的需要，自覺地爲作者和讀者捨弃

自己的名利而心甘情願去做的高尚品行和健康心理。其精神主要

表現有：在隱匿性智力勞動中，任勞任怨，樂於奉獻；在名利面

前，甘當鋪路石[2]。一篇優秀文稿的發表，雖是作者辛勤勞動的

成果和智慧的結晶，但也滲透著編輯的心血。編審不僅僅是對稿

件質量和發表價值作出恰當的評判，而且可以對原作有創造性貢

獻。從傳播科技成果，促進醫學進步上考慮，編輯與作者的目的

是一致的。編校的付出有時不比作者少，也不爲人知，我們經常

查閱資料填補作者的缺漏，核實數據杜絕虛假浮誇。嚴格的要求

不一定爲作者理解，雖然是作者“文責自負”，但馬馬虎虎的作

品有損專業期刊的名聲，本刊有足够的編審水平和道德勇氣予以

拒絕。 

重視編校工作要實實在在地落實，尊重編校人員的智力勞

動，尤其是“隱態編輯業績”，即編輯幕後做出的融入刊發文章

中的深層次創造性勞動成果。在醫院層面，應予編校人員相應待

遇，不應處在所在單位的核心競爭力團隊之外；在科室部門，要

理解編校人員的奉獻和付出，與開會簽到就是“愛院愛科”的境

界不可同日而語。君不見，編校人員的流失和斷層導致期刊的停

辦，有鄰爲鑒。穩定編校班子，培育人才梯隊，光靠口號是沒有

凝聚力的。

我們的前輩曾爲了《鏡湖醫學》的創刊和復刊而努力過，

他們的努力很多時候是回報給了我們這些後來人，我們應懷感恩

之心向後傳遞這希望的火種，希望我們的付出能激勵同代人、造

福後來人。

編輯部. 從《鏡湖醫藥》到《鏡湖醫學》. 鏡湖醫學. 2001; 1(1):23.

徐前進, 彭國慶. 編輯“替人作嫁”精神探析. 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 2000; 2(3):84-8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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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調查澳門婦女宮頸人類乳頭狀瘤病毒(HPV)感染的基因型，爲制訂預防宮頸癌策略

提供依據。  方法 對澳門411例女性進行宮頸細胞學檢查和HPV分型檢測。宮頸細胞學採用SurePathTM

塗片檢查和顯微鏡下觀察，而HPV分型採用HPV基因陣列檢測。將獲得的HPV基因分型和細胞學改變

結果進行相關分析。  結果 年齡-HPV感染頻率呈雙峰形，第1高峰在25歲~30歲(21.3%)，第2高峰期在

35歲~40歲(14.4%)。25.6%HPV陽性病例為多種HPV類型的混合感染。在陽性病例中，大多數(82.3%)

感染高/可能高風險的HPV病毒類型。HPV52是感染最常見的類型，佔陽性檢出率的18.5%，其次感

染高/可能高風險的HPV病毒類型為HPV16(12.0%)、HPV58(10.2%)、HPV53(9.3%)、HPV31(8.8%)、

HPV66(4.6%)、HPV18(3.7%)、HPV39、HPV42和HPV51(均為2.8%)、HPV56和HPV59(均為2.3%)、

HPV35、HPV45和HPV68(均為1.4%)、HPV33(0.9%)。感染HPV52患者的細胞學改變與感染HPV16和

HPV18的患者比較在統計學上無顯著性差異。  結論 由於HPV感染累及青年婦女，在澳門應儘早開展

預防感染教育和疫苗接種。HPV52是最常檢出的類型，建議在HPV疫苗增加HPV52型，以提高HPV疫

苗對澳門人群接種的成本效益。

【關鍵詞】人類乳頭狀瘤病毒；HPV分型；宮頸細胞學；澳門

HPV52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cervical HPV infection found in Macanese women.

VONG Heong Ting, YIP Yuk Ching, CHAN Kin Iong, SIN Lai Fong, XIAO Gang, WEN Jian Mi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genotype of HPV infection in Macanese women and to formulate 

strategies in prevention of cervical cancer. Methods Cervical cytology and HPV genotyping were undertaken in 
411 Macanese women. Cervical cytology was done by SurePath TM smear and observed under microscopy, HPV 
genotyping was performed by HPV gene array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PV genotyping and its 
cytological change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age-specific prevalence HPV infection rate showed the bimodal 
distribution, the first peak were of age 25-30years old (21.3%) and the second peak were of 35-40 years old (14.4%), 
coinfection with multiple types of HPV infection were detected in 25.6% of positive cases. Majority (82.3%) of 
positive samples harbored showed high or probable high risk types. HPV 52 was the most common type found 
18.5% of positive samples, followed by HPV 16(12.0%), HPV58(10.2%), HPV53 (9.3%), HPV31 (8.8%), 
HPV66(4.6%), HPV18(3.7%),HPV3 and HPV51 (2.8%)each., HPV56 and HPV59(2.3%) each, HPV35 HPV45 
and HPV68(1.4%)each respectively, HPV33 (0.9%).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cervical cytological 
change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HPV 52 and HPV16 or HPV 18 infection. Conclusion Because young women 
are involved in HPV infection, education and vaccination campaigns should initiate early in Macao. To achieve 
the most cost-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HPV vaccin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vaccine should contain HPV 
52 as it’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HPV infection in Macanese women.

[Key Words]  Human papillomavirus; Genotyping; Cervical Cytology; Macau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52型是澳門婦女宮頸感染最常見的類型

黃香婷 葉玉清 陳建勇 冼麗芳 蕭剛 文劍明*

迄今已確定基因組全序列的人類乳頭狀瘤病毒(HPV)基

因型有85種[1]。HPV僅感染人類，對其他動物無致病性。根據

HPV基因分型、感染部位和引起疾病的嚴重程度，可將HPV

分為不同風險類型[2-4]，即“高/可能高風險組”和“低/未知風

險”2大類。高/可能高風險組包括HPV16、18、26、31、33，

35、39、45、51、52、53、56、58、59、66、68、73及82；

而低/未知風險組包括HPV6、11、40、42、43、44、54、55、

57、67、69及81。高風險HPV持續感染是宮頸癌的原因[5,6]。

國際上，目前已有兩種預防性HPV疫苗，即2價和4價疫苗，

前者含有兩種最流行的HPV類型(HPV16和HPV18)，全世界約

‧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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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宮頸癌由這兩種病毒類型引起；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

加上兩種低風險病毒類型(HPV6、HPV11、HPV16、HPV18)，

6和11型病毒感染主要引起性器官的疣。宮頸癌是婦女最常見

惡性腫瘤之一，全球發病率位於婦女惡性腫瘤第3位，死亡率

位於第4位[7]。

作者曾於2010年在登記做宮頸檢查的婦女1,600人中進

行HPV感染的年齡分佈和基因分型，發現HPV52是感染最

常見的類型，佔陽性樣本的26.8%，隨後才是HPV16(15%)、

HPV68(10%)和HPV18(8.9%)[8]。爲了確證HPV52是澳門婦女宮

頸感染最常見的類型，本文對在本院行HPV分型檢測的患者

進行HPV感染類型頻率分析，並觀察這些感染患者與宮頸細

胞塗片檢查的關系。現報導如下。

材料與方法

一、病例收集

收集2011~2012年在澳門鏡湖醫院做宮頸細胞檢查和HPV

分型檢查的患者411例。患者年齡17歲~87歲，平均38.0歲。

二、宮頸細胞學檢查

宮頸刮取樣本收集在SurePathTM檢測盒 (BD Tripath, Burl-

ington NC, USA) 95%乙醇固定液中，按細胞學塗片程式製片和

巴氏染色，顯微鏡下觀察細胞學改變。標本剩餘部份轉入裝

有SurePath保存液的小管，冰凍存儲、備HPV分型檢測。

三、HPV基因分型

從SurePath保存液中取出1ml，13000rpm離心5min。然後

用HPV基因陣列診斷試劑盒(21 HPV GenoArray Diagnostic Kit, 

Hybribio)進行HPV DNA聚合酶鏈反應(PCR)擴增，以HPV L1區

為目標用PCR生物素化引物進行擴增，反應量為40µL。熱循

環設定為45℃ 5min、95℃10min；接著95℃變性30s、52℃退

火45s、65℃延伸30s，共45個熱循環，最後65℃延伸5min。末

端標記的PCR產物與封固在雜交膜上的HPV探針雜交(6×4點陣

列)，酶聯免疫反應顯色。根據陽性顏色反應的位點判斷HPV

的類型。在同一雜交膜上有Biotin點和內對照(IC)點作為酶聯

反應和PCR擴增質量控制。該試劑盒檢測21種HPV，包括高風

險HPV16、18、31、33、35、39、45、51、52、56、58、59、

66、68；低風險HPV6、11、42、43、44、HPV81；風險未定

的HPV53。若雜交結果可疑，再次取樣和重複檢測一次確

定。

結 果

在行HPV分型檢測的411個病例中，160例(38.9%)檢出

HPV陽性。以感染HPV類型分別計算（即多種HPV類型感染

者分別計算），HPV52是最常檢測到的病毒類型(18.5%)，

其次為H P V16(12.0%)、H P V58(10.2%)、H P V53(9.3%)、

HPV31(8.8%)、HPV81(5.6%)、HPV66和HPV11(均為4.6%)、

HPV18(3.7%)、HPV39、HPV42和HPV51(均為2.8%)、HPV6、

HPV56和HPV59(均為2.3%)、HPV43(1.9%)、HPV35、HPV45、

HPV68(均為1.4%)、HPV33(0.9%)、HPV54(0.5%)，其餘類型病

毒未出現（圖1）。感染高/可能高風險組HPV共177人次，佔

全部感染人次的82.3%，感染低/未知風險HPV共38人次，僅佔

17.7%，即大多數宮頸感染的HPV類型為高/可能高風險。目

前所用的2價疫苗中含有的HPV16和HPV18檢出率爲12.1%和

3.7%，4價疫苗中的HPV6和HPV11分別為2.3%和4.7%。

圖1.澳門婦女160例宮頸HPV感染類型構成比
       感染多種HPV患者數分別將感染次數計入相應類型

HPV感染檢出率在各年齡組從0.6%~21.3%不等，略呈雙

峰形。第1個檢出高峰位於25歲~30歲年齡組(21.3%)，第2峰位

於35歲~40歲年齡組(14.4%)。感染檢出率在第2個高峰後逐漸

下降（圖2）。HPV52的感染的年齡分佈（圖3），在20歲~65

歲年齡組都檢出感染病例，最高檢出率在25歲~30歲年齡組。

圖2.澳門婦女160例宮頸HPV感染年齡分佈

除單一感染外，共檢出多種HPV類型感染者（感染兩種

及以上）41人，佔感染人數的25.6%，其中感染兩種HPV有31

人，3種HPV有7人，4種HPV有3人（圖4）



7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3, Vol 13. No.1鏡湖醫學201 3年6月第13卷第1期

圖3.澳門婦女40例宮頸HPV52感染年齡組分佈

圖4.160 例HPV陽性患者HPV多種感染的分佈

全部411例HPV分型受檢者同時進行宮頸細胞學檢查，細

胞無形態改變（陰性）246例(59.9%)，意義未確定非典型鱗狀

細胞(ASCUS)101例(24.6%)，低級別鱗狀上皮內病變(LGSIL)48

例(11.7%)，高級別鱗狀上皮內病變(HGSIL)16例(3.9%)，見表

1。將HPV陽性患者細胞學改變與陰性患者比較發現，無論是

ASCUS、LGSIL還是HGSIL，HPV陽性患者的檢出率均比陰性

者高，其差別在統計學上有顯著性意義(P =0.00)（表1）。然

而，在HPV陽性的患者中，有35.6%未檢出有細胞學改變；而

在HPV陰性的患者中，有細胞學改變（包括ASCUS、LGSIL和

HGSIL）也達24.7%。

細胞學改變 HPV陽性(%) HPV陰性(%) 總計

陰性 57(35.6) 189(75.3) 246(59.9)

ASCUS 50(31.3) 51(20.3) 101(24.6)

LGSIL 38(23.9) 10(4.0) 48(11.7)

HGSIL 15(9.4) 1(0.4) 16(3.9)

總計 160 251 411

表1. 411例HPV陽性與陰性患者細胞學改變比較

分析H P V52感染患者的細胞學改變，無改變（陰性）

佔32.4%，ASCUS佔35.1%，LGSIL佔27.0%，而HGSIL佔5.4%

（圖5）。感染HPV52患者的細胞學改變與感染HPV18的患

者比較沒有很大的差別。當與HPV16感染比較時，發現感

染HPV16患者的細胞學改變為陰性的比例較少，而LGSIL和

HGSIL的比例較高。經統計學處理，3組之間的細胞學改變差

異無統計學意義(χ 2=5.171，p>0.05)（圖6）。

圖5.HPV52感染患者細胞學改變百分比

圖6.HPV52、16、18感染患者細胞學改變比較
       3組之間的細胞學改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 2=5.171，P>0.05

討 論

作者曾研究澳門婦女HPV流行模式，結果顯示HPV感染

高峰呈清晰的U形分佈，第1感染峰出現在20歲~25歲，而第

2峰出現在51歲~55歲。本次研究澳門婦女HPV分型，也檢測

到HPV感染的婦女年齡分佈呈雙峰形態，第1感染峰出現在

25歲~30歲，而第2峰出現在35歲~40歲，前峰比後峰高，說明

HPV感染主要在年輕女性（本組最年輕者17歲）。這一結果

與在香港觀察到的HPV流行率相似[9]，提示婦女應盡早進行疫

苗接種預防早期感染。至於HPV感染第2峰的出現，目前無法

肯定是由新感染還是反覆感染引起。由於澳門婦女感染HPV

的年齡範圍大，包括絕經期後的婦女，因此，建議所有婦女

都應定期做宮頸細胞學HPV檢查，及早發現因HPV感染而導

致的癌前病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組檢出多種HPV類型

感染者（感染兩種及以上）佔所有感染人數的1/4。

雖然在全球範圍內，HPV16在一般細胞學檢查標本[10,11]中

是最常檢測到的病毒類型，但本研究顯示HPV52是在澳門女

性最常檢出的病毒類型，說明HPV52較HPV16和18的感染檢出

率高。事實上，這一HPV類型感染特徵也見於一些城市和地

區。例如，HPV52在香港及深圳市一般人群中是最常感染的

病毒類型[9,12,13]。HPV52屬高/可能高風險組HPV，盡管全球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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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僅有2.9%的鱗狀細胞癌發現有HPV52[14]，但在香港[15]、

上海[16]、印尼[17]、日本[18]、泰國[19]和意大利[20]多於10%的浸

潤性宮頸癌檢測到HPV52。而在澳門，HPV52是最常檢測到

的HPV類型，且感染率相當高，但當前所用的HPV疫苗不含

HPV52，因而作者建議制備含HPV52型的疫苗，用於澳門女

性預防HPV感染接種，以提高HPV疫苗對特定地區人群的成

本效益。

本研究還發現，有H P V感染患者的宮頸細胞學檢查，

無論是ASCUS、LGSIL還是HGSIL的檢出率均比HPV陰性患

者高，其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說明HPV感染與宮頸細胞上

皮內瘤變密切相關。將感染HPV52患者的細胞學改變與感

染HPV18和HPV16比較，其差異並無統計學意義，說明感染

HPV52患者細胞學改變風險與感染HPV18和HPV16相當。然

而，Hlaing等報導[21]，澳門婦女的CIN2/3或浸潤性宮頸癌中，

HPV52的檢出率分別爲1.7%和5.7%，與HPV16比較（分別為

25.4%和40.0%）仍有顯著性差異，而與HPV18（分別為6.8%

和8.5%）比較則無顯著性差異。

根據本研究的統計結果，除HP V52是澳門婦女HPV感

染最常見的類型，HPV16位於第2位，而HPV18位於第9位，

第3~8位屬高/可能高風險組的HP V還有HP V58、HP V53、

HPV31、HPV66，是否這些HPV類型感染也影響宮頸細胞異型

增生，值得進一步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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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中國EML4-ALK融合基因陽性的晚期NSCLC患者接受Crizotinib治療的療效和安

全性。  方法 診斷爲ALK陽性晚期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接受Crizotinib治療。評價患者的療效及副

作用。  結果 共有33例可評價療效。總療效PR率63.6%(21/33)，PD率36%(12/33)。PFS時間4~44週，中位

PFS時間26週。總生存率69.6%，中位生存率未達到。改善生活質量(QOL)改善率100%。  結論 Crizotnib

對於中國ALK陽性晚期NSCLC患者具有較高的療效，副作用少，耐受性好，可較快改善QOL。

【關鍵詞】ALK抑製劑；非小細胞肺癌；治療

The efficacy of Crizotinib in 33 case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LK-posi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AO Ya Bing*, XIAO Guang li
Radiation Therapy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We observed the efficacy of Crizotinib on the Chinese ALK positive NSCLC patients.  

Methods  39 patients received oral crizotinib 250 mg BID continuously in 4-week cycles. The efficacy and side 
effects was evaluated.   Results  Currently 33 patients are evaluated for safety and efficacy. At the end of follow-up, 
the overall PR rate was 63.6% (21/33), and PD 36% (12/33). The median PFS was 26 weeks (range 4-44 weeks). 
1-year OS was 69.6%.  Conclusion  Our data suggested Crizotinib was safe and well-tolerated with promising 
efficac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re-treated ALK-rearranged NSCLC. QOL was improved after 1 cycle.

[Key Words]  ALK inhibitor; NSCLC; treatment

Crizotinib治療33例中國EML4-ALK融合基因陽性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療效觀察

曹亞兵* 蕭光莉

非小細胞肺癌(NSCLC)近年來發病率逐步上升，在男性

惡性腫瘤中居首位，女性居第二、三位，佔癌症總死亡率的

1/3。其中2/3的病人確診IIIb-IV期患者，接受常規化療其中位

生存期僅爲5~10個月，5年生存率低(17%)[1]。因此亟需尋找有

效的治療方法。

目前NSCLC治療已進入個體化靶向治療時代，其中最重

要的是EGFR基因。IPASS、WJTOG3405 和NEJSG002 確認了

EGFR 突變的肺癌患者一綫使用吉非替尼，療效優於傳統的

含鉑兩藥化療方案。死亡風險或疾病進展降低了26%、51%

和64%。最近發現的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

nase, ALK)是NSCLC另一個重要的酪氨酸激酶，與棘皮動物微

管相關類蛋白4(echinoderm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like4，

EML4)形成的EML4-ALK融合基因能够産生新的蛋白，促進肺

癌的發展。因此ALK是NSCLC重要的治療靶點[2]。在國外進行

的研究[3]表明，ALK抑製劑Crizotinib 治療82 例ALK 融合陽性

患者的客觀有效率達64%，疾病控制率90%，被美國FDA批准

用於治療NSCLC患者。

由於歐美高加索人和東亞人不同族群在基因亞型等方面

的差異，常導致對小分子靶向藥物療效的差別。因此，有必

要探索該藥對於亞洲ALK陽性患者的療效。本研究是國內首

次報導ALK抑製劑Crizotinib在中國ALK陽性患者的療效。

材料與方法

一、患者資料

2012年5月~2013年4月，共有39例晚期NSCLC患者來本院

門診接受Crizotinib治療。所有患者均確診為IV期NSCLC，病

理類型均為腺癌。治療標準為進行FISH或PCR方法檢測腫瘤

組織EML4-ALK融合基因，並證實具有EML4-ALK融合基因。

患者接受Crizotinib治療前可以接受化療等綜合治療。

二、治療

患者接受ALK抑製劑Crizotinib治療，劑量200mg~250mg，

每天2次，每30天為一療程。可同時給予針對骨轉移灶的雙磷

酸鹽治療或放療。

三、療效評估和隨訪

在治療前1月內，以及治療1療程後均進行CT檢查，以

及化驗腫瘤指標包括CEA和CA199等；之後每兩個療程後進

行一次評估，重複進行上述檢查。按照RECIST 1.0標準進行

療效評估，分爲完全緩解(complete remission, CR)，部份緩解

(partial remission, PR)，疾病穩定(stable disease, SD)和疾病進展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放射治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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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ed disease, PD)。隨訪方式包括門診隨訪和電話隨訪。

隨訪截止時間為2013年4月30日。

四、副作用評估

患者每個療程前後均進行常規化驗，收集化驗指標；主

觀反應根據門診和電話隨訪評估。按照CTC3.0標準進行副作

用評估。

五、統計

總生存時間(overall survival, OS)的定義為治療開始至末

次隨訪時間或死亡時間。無疾病進展時間(progression free sur-

vival, PFS)定義為治療開始至首次證實疾病進展的時間。應用

SPSS 20軟件並採用Kaplan-Meier方法進行統計生存率，採用

Fisher檢驗比較差異，採用log-rank 檢測統計p值。

結 果

患者特徵 39例患者中共有33例可評價療效。其臨床特徵

見表1。

表1. 33例患者臨床特徵

例數 比例

性別

男 18 54.5

女 15 45.5

年齡

中位年齡 43

範圍 25-68

體力狀態評分（PS）

0-2 24 72.7

>3 9 27.3

既往化療方案

1 18 54.4

2 10 30.3

>3 5 15.2

病理類型

腺癌 33 100

鱗癌 0 0

EGFR突變率 0 0

一、治療及療效

患者共接受1~11個療程治療，每個治療週期為30天。中

位治療療程數為5療程。

第1個療程結束後，達到PR的患者比率為96.7%(32/33)。

至隨訪結束，達到臨床疾病控制（包括CR，PR及SD）的比例

達到63.6%(21/33)，出現疾病進展(PD)的比例為36.4%(12/33)。

其中PFS的持續時間為4~44週，中位時間26週，總生存時間爲

4~46週，中位OS時間未達到。全部患者的PFS和OS 曲綫見圖

1，典型患者療效見圖2。

圖1.

圖2.

二、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 QOL)及副作用

患者在第1療程結束後，全部患者QOL得到改善，最顯

著效果是疼痛緩解，咳嗽消失以及體力狀態評分改善。副作

用多為I~II度，其中最常見副作用為消化道反應，發生率為

54.5%(18/33)。多在治療開始的1~2週內出現，爲自限性，可

自行緩解，不需加用止吐藥物處理。腹瀉和便秘發生率低，

爲6%(2/33)。I~II度轉氨酶升高發生率爲42%(12/33)， III度以

上為6%(2/33)。除III度轉氨酶升高需採用護肝藥治療和暫停

Crizot in ib治療，其他無需特殊治療。視覺障礙發生率約為

33%(11/33)，主要表現爲輕度的畏光和模糊，無視力下降。疲

勞發生率低於10%。

三、不同因素對OS和PFS的影響

本研究中有27.3%患者PS評分>3分，其OS和PFS顯著低

於0~2分患者，其PFS(74.1% vs 37.8%， p=0.026)和OS(92.3% vs 

36.4%， p=0.00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圖3）。其餘因素包括

既往化療方案等因素對PFS和OS均無影響。

圖3.

討 論

本研究是首個關於ALK抑製劑Crizotinib治療中國ALK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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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晚期NSCLC患者的報導，與國外研究相比，Crizotinib在東

西方人群的療效相似，但在本研究中轉氨酶發生率高於西方

報導，其他不良反應發生率類似。

晚期NSCLC的治療已進入靶向治療階段，已經發現的基

因突變包括K-ras，EGFR以及ALK。這些基因在肺癌的發生

發展中起主要的驅動作用。因此，分別給予靶向藥物能够阻

斷癌細胞生長信號，抑制癌細胞生長或誘導凋亡。首次治療

時根據患者基因表達情况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案，極大的提高

了臨床療效，延長了患者生存時間。在本研究中入組患者均

為IV期多發轉移患者，既往接受過化療，失敗後進行ALK檢

測。對於這些患者通常採用其他化療方案，但療效均差，很

快失敗，提示ALK基因陽性的患者對化療耐藥。本研究中有

15人接受過2線以上的方案化療，無病生存期均為1~4月，在

進行ALK抑製劑治療後仍可見到療效，統計發現這些患者與

既往接受一線化療的患者相比，療效無顯著差異，提示既往

化療不影響該藥療效。

對於ALK陽性患者，一線治療應採用Crizotinib治療還是

化療，那個療效更好？在2012年歐洲腫瘤學會議(ESMO)上報

導了一項代號爲PROFILE 1007的III期臨床研究[4]，比較318例

晚期ALK陽性NSCLC患者在一線化療失敗後，分別接受標準

二線方案化療，或ALK抑製劑治療，結果發現，使用ALK抑

製劑治療的172例患者的PFS和OS均顯著優於化療患者。因

此，對於ALK陽性患者應首選Crizotinib治療。

本研究結果表明，對於ALK陽性NSCLC患者，Crizotinib

療效確切，顯著延長OS，提高了特別是晚期多次化療無效患

者的療效，改善了生活質量(QOL)，副作用多為I~II度，可耐

受，是這些患者最佳治療方法。值得進一步進行大規模III期

臨床研究和更長時間的隨訪來探索ALK陽性NSCLC最佳治療

策略。

【摘要】  目的 分析腦卒中後患者易患腦卒中相關性肺炎(stroke-associated pneumonia, SAP)的危險

因素。  方法 對本院2009年5月1日~2012年6月30日期間ICU病房住院的120例急性腦卒中患者進行回顧

性分析。  結果 (1)120例急性腦卒中患者中發生SAP32例，佔26.7%。 (2)單因素分析: 採用χ ²檢驗，與

年齡、性別、基礎疾病、相關危險因素等進行比較，發現年齡、糖尿病、COPD、GCS、APPACH II是

容易併發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的因素。(3)APPACH II高者(≧22) (OR2.850; 95%CI 1.089~7.462)和患COPD

者(OR3.600; 95%CI 1.332~9.731)是早期肺炎的高危因素。  結論 腦卒中相關性肺炎是ICU急性腦卒中的

常見併發症，與以上多種因素有關。應足夠重視，及早預防並有效治療。

【關鍵詞】腦卒中；腦卒中相關性肺炎；危險因素；重症

Stroke-associated pneumonia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 with stroke

重症監護腦卒中與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的關係

洪偉君 李達濱* 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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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0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鑑》[1]，腦卒中在中國2000

年和2009年城市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分別是位於第二和第三

位；而農村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均是第二位。非年齡調整的

死亡率呈顯著増長趨勢，城市從2002年的178.84/10萬增長到

2009年的266.69/10萬（增加了49.12%），而農村從2002年的

183.53/10萬增長到2009年的276.51/10萬（增加了50.66%）[2]。

而腦卒中後肺炎的發生率為2.4%~53.6%，是腦卒中死亡的重

要危險因素之一，並導致醫療費用急劇上升[3-5]。2003年德國

科隆Hilker等提出了卒中相關性肺炎的概念[6]。2010年我國相

關專家制定了《卒中相關性肺炎診治》[7]。本文拟通過對120

例收入重症監護室的急性腦卒中病人進行臨床分析，探討重

症腦卒中患者其肺炎發生情況和危險因素，為臨床早期預防

肺部感染提出幫助。

材料與方法

一、對象

本院於2009年5月1日~2012年6月30日收入重症監護室的

急性腦卒中的病人120例。排除標準：短暫性腦缺性發作、外

傷所致腦出血、入院前有肺部感染、腦卒中發病時間和入ICU

時間>24h。觀察起點為入ICU；觀察終點為轉出本科48h或自

本科出院或在本科死亡或發生SAP。

二、方法

所有患者均符合第四屆全國腦血病會議修訂的標準[8]，

經頭顱CT或MRI掃瞄確診，由神經専科醫生入院時進行神經

系統檢查，記錄病史：性別、年齡、頭部CT或MRI影像結

果、格拉斯哥昏迷評分(GCS)，肺炎發生情況、氣管插管或切

开、中心靜脈置管、外科手術（包括介入治療）、既往病史

及危險因素：包括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COPD、低白蛋白血

症(<35g/L)、腎功能不全(Cr>126µmol/L)、冠心病、房顫等。

SAP診斷標準[7]：卒中發生後胸部影像學檢發現新出現或進展

性肺部浸潤性病變，同時合併2個以上臨床感染症狀： (1)體

温≧38℃，(2)新出現的咳嗽、痰多或原有呼吸道症狀加重，

伴或不伴胸痛；(3)肺實變體徵，和（或）濕囉音；(4)外周白

細胞≧10×109/L或≦4×109/L，伴或不伴核左移。還有病原學診

斷。同時排除某些與肺炎臨床表現相近的疾病如肺結核、肺

部腫瘤、非感染性肺間質病等。SAP分類：入院後72h內發生

的SAP称為早期肺炎，72h後發生的SAP称為晚期肺炎。

所有資料分析均使用SPSS 19統計軟包。用單因素分析

對上述觀察項目（自變量）進行篩選（計數資料採用χ ²檢

驗），將可能與SAP發生相關的危險因素進行logistic回歸分

析，早期肺炎和晚期肺炎計算優勢比OR及95%CI，p<0.05被認

為有統計學意義，p<0.01被認為有顯著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一般資料

2009年5月~2012年6月本院ICU收治120例患者，男68例，女

52例，比例 1:0.76；7歲~94歲，平均58.14歲。32例肺炎，感染

率26.67%。其中入院72h內早期肺炎發生者14例（均在第1天出

現），入院72h後晚期肺炎發生者18例。腦出血93例(77.5%)，

梗塞27例(22.3%)。左側腦卒中50例(41.7%)，右側腦卒中32例

(26.7%)，雙側或腦幹腦卒19例(15.8%)，蛛網膜下腔出血19例

(15.8%)；它們的卒中相關性肺炎分別是16例、8例、4例、4

例；肺部感染率分別是32%、25%、21.1%、21.1%。

二、肺炎發病情況和細菌培養結果

肺炎32例，其中27例接受氣管插管，24例肺炎發生在接

受氣管插管後。痰培養陽性19例，其中鮑曼不動桿菌6例，白

色念珠菌5例，金黃色葡萄菌4例，銅綠假胞菌大腸桿菌4例，

白色葡萄菌3例，根毛霉菌、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霤伯氏桿菌

各1例，6例為複數菌感染。

三、腦卒中相關肺炎危險因素的分析

危險因素通過單變量χ²檢驗分析顯示，患者年齡、糖尿

病、COPD、GCS、APPACH II等5個因素是易發生腦卒中相關

 HUNG Wei Jun, LI Da Bin*, SONG Wen Yuan
Emergency & ICU Department of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stroke-associated pneumonia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troke. Methods Retrospectiv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of 120 stroke patients treated in ICU from May 
2009 to June 2012 were performed. Results (1) 32 of 120 patients (26.67%) suffered from SAP, (2) Univariate 
analysis of age, gender, underlying medical disorders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were performed by Chi-Square 
Test. SAP showed more close relation with age, diabetes mellitus, COPD, GCS, APACHE II. (3) The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early pneumonia were APACHE II score(≧22) (OR 2.850;95%CI 1.089~7.462) and COPD (OR 
3.600; 95%CI 1.332~9.731). Conclusion SAP is the common complication found in acute stroke patients in ICU, 
and is related to many facto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adopt early preventions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Key Words]  Stroke; Stroke-associated pneumonia; Risk factor;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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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肺炎相關危險因素。

表1. 易發生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相關危險因素

相關因素 例數 發生SAP χ²值 p值

腦出血 93 24

腦梗塞 27 8 0.156 >0.05

≦60歲 73 12

>60歲 47 20 9.971 <0.01

男 68 16

女 52 16 0.790 >0.05

伴糖尿病 21 12

無糖尿病 99 20 12.090 <0.01

伴COPD 12 9

無COPD 108 23 15.928 <0.01

GCS≧9 63 9

GCS<9 57 23 10.396 <0.01

白蛋白(<3.5) 19 8

白蛋白(≧3.5) 101 24 2.751 >0.05

血肌酐(≦126) 110 27

血肌酐(>126) 10 5 3.037 >0.05

伴高血壓 66 22

無高血壓 54 10 3.333 >0.05

伴冠心病 22 9

無冠心病 98 23 2.794 >0.05

氣管或切开 85 27

無氣管或切开 35 5 3.873 >0.05

手術(包括介入) 82 21

無手術 38 11 0.148 >0.05

房顫 22 6

無房顫 98 26 0.005 >0.05

APPACHE II(<22) 94 21

APPACHE II(≧22) 26 11 4.152 <0.05

GCS=格拉斯哥昏迷指數; 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 APACHE II=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score.

四、早期肺炎和晚期肺炎危險因素分析

將可能與SAP發生相關的危險因素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發

現，COPD、APPACH II評分(≧22)可以預測早期肺炎的發生，

與年齡、GCS、糖尿病無關。晚期肺炎與GCS、糖尿病、

COPD密切相關，與年齡、APPACHE II評分無關。

表2. 早期肺炎和晚期肺炎危險因素

項目
早期肺炎 晚期肺炎

OR 95%CI OR 95%CI

>60歲 2.071 0.767 5.559 3.106 1.252 7.708

GCS<9 1.989 0.708 5.588 3.868 1.351 11.075^^

糖尿病 1.886 0.654 5.444 3.771 1.692 8.407^^

COPD 3.600 1.332 9.731^ 3.462 1.492 8.030^^

APPACH II(≧22) 2.850 1.089 7.462^ 1.462 0.575 3.714

^ p <0.05， ^^ p <0.01

討 論

急性腦卒中患者容易出現併發症，而腦卒中相關性肺炎

是急性腦卒中常見併發症之一。文獻報導腦卒中後肺炎發病

在2.4%~53.6%[3]，本文合併SAP32例，佔26.67%，與文獻報導

一致。

腦卒中後引起肺炎的原因很多，許多研究[4,6,9,10]表明，

NIHSS評分、吞嚥困難、MV等因素可能是危險因素。本文單

因素分析發現年齡、糖尿病、呼吸疾病、GCS、APPACHE II

等5個因素是易發生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相關危險因素。這與國

內外一些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年齡是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的獨立因素，體現在以下两方

面：如果腦卒中累及的範圍大小相同，老年患者較輕患者

的神經系統損害會更嚴重；老年患者的全身狀況不及年輕患

者[11]。老年患者腦卒中後易併發吞嚥功能障礙（神經性吞噬

困難），若得不到及時有效處理，易發生营養不良，脫水、

誤吸等，導致水、電解質紊亂，人體水份不足，可使痰液黏

稠，加重預後[12]。老年患者腦卒中後有一部份患者出現意識

障礙。咳嗽反射減弱或消失，不能順利地將痰液排出體外，

淤積在肺部，導致肺炎。意識障礙不能正常飲食和生活，营

養差，抵抗力低下，或伴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這些均能

加重或導致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的發生。患者合併糖尿病的感

染率遠高於不合併糖尿病者，糖尿病血糖過高使血漿滲透壓

升高，可抑制白細胞的吞噬功能，導致呼吸道局限性免疫功

能缺陷，不利於細菌的刹除，使肺炎的發生率明顯升高。患

者合併呼吸系統疾病如慢性塞性肺病，支氣管哮喘等患者的

基礎肺功能差，呼吸系統天然的保護屏障受損，病原菌容易

入侵。GCS評分越低和APPACHE II越高，發生SAP的機率大，

這與Hilker等[6]觀點一致。APPACHE II評分不但能客觀評估疾

病的嚴重程度，還可以作為預測醫院感染發生的主要方法之

一[13]。

腦卒中相關性肺炎分為早期肺炎和晚期肺炎，它們主要

分別由吸入性肺炎和墜積性肺炎引致。根據文獻[4,14]顯示，

大多數腦卒中發生肺炎在腦卒中48h內，本文發現14例肺炎

(44.8%)為早期肺炎，且均在24h內。早期肺炎大多數是吸入性

肺炎，腦卒中起病時常有持續性或一過性的意識障礙和吞嚥

障礙[15]，有些還有口吐白沫的表現，即使清醒也伴有憂鬱恐

慌，出現惡心，隨後的急救和住院前診治亦都是無枕的平卧

位。意識障礙或腦幹損傷可導致保護性咳嗽反射減弱、胃底

食道括約肌功能下降和胃腸蠕動減慢[16]，而平卧位也增加了

胃食道反流可能，這些都可引起吸入性肺炎的發生。本文早

期肺炎並不是佔大多數，這可能與澳門地區面積小和消防救

護反應快速有關，患者能迅速地被送到醫院診治，從而減少

吸入性肺炎機會。早期肺炎與APPACHE II評分、COPD有關。

晚期肺炎與GCS、糖尿病、COPD密切相關（均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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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的重點在於識別危險因素，如

合併基礎病患者要控制合併症，糖尿病患者要嚴格控制好血

糖。而預防的關鍵在於護理，除做好常規護理外，特別需注

意以下幾點：(1) 早期肺炎應入院前腦卒中發病時即給予預防

措施可減少早期炎的發生，如及早禁食、保持半卧位和胃腸

減壓等。(2)幾個針對ICU中機械通氣患者的研究發現與平卧

位相比床頭抬高30~45度可以顯著降低吸入的發生[17-19]。抬高

床頭是否會降低腦卒中患者的腦灌注壓還在爭議，因此如果

没有禁忌症，卒中患者進行喂養時床頭應抬高>30度。定期監

測胃內容物殘留量預防吸入肺炎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爭議，但

這是常用防止誤吸的方法[20]。(3)Hinchey等[21]研究了2,532例急

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發現正規吞噬功能篩查也能降低肺炎發

生率( p<0.01)。急性卒中後進行吞噬功能的早期評估、篩查和

康復有助於降低肺炎的發生。本院ICU對急性卒中後進行吞噬

功能的工作通常由ICU醫生評估，沒有規範評估，應聯合神經

內科醫生完善一套規範評估准則。

因為澳門政府醫院予12歲以下和65歲以上澳門居民、教

師、公務員免費醫療福利，而本院則需收費，所以有家屬認

為患者復原機會不大或患者病情稳定，同時家庭經濟能力稍

弱，會考慮轉到政府醫院進一步治療。還有澳門是一個著名

旅遊城市，遊客多，外來工作人員多。29例(24.16%)轉政府醫

院或回原居地治療，影響因腦卒中相關性肺炎引致相關費用

增加的统計和死亡的統計。

總之，SAP是腦卒中患者最容易引致死亡的併發之一，

高齡、糖尿病、COPD、GCS、APPACHII等5個因素是易發生

腦卒中相關性肺炎相關危險因素。臨床醫生應高度重視腦卒

中後肺炎的預防，採取綜合預防措施以減少SAP的發生。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

year2010/index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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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性肝細胞癌的MSCT影像特點

伍玲 鄭可國*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討外生性肝細胞癌的血供和MSCT影像特點，以提高對該病的認識。  方法 回顧

性分析41例經病理和/或臨床證實的外生性肝細胞癌的MSCT表現。  結果 (1)腫瘤與肝葉表面的解剖關

係：20例位於右半肝，19例位於左半肝，2例左、右半肝均受累；其中12例腫瘤以蒂（窄基底）與肝

臟相連，29例腫瘤以寬基底與肝臟相連；(2)腫瘤在平掃和雙期增强掃描與正常肝實質的密度比較，

23例表現爲“低密度-高密度-低密度”，5例爲“低密度-高密度-等密度”，3例爲“等密度-高密度-低

密度”，10例爲其他强化形式；(3)腫瘤的供血動脈，27例僅由肝動脈供血，14例由肝動脈和肝外動脈

共同供血；(4)腫瘤轉移，7例出現門靜脈或下腔靜脈癌栓，16例有肝內轉移，6例有肝外轉移；(5)其

它表現，4例腫瘤破裂出血。  結論 外生性肝細胞癌的MSCT徵象特點是腫瘤主體位於肝實質外，可僅

由肝動脈供血，亦可由肝動脈和肝外動脈共同供血，單獨肝動脈供血時，强化特點與肝內肝細胞癌

相似。

【關鍵詞】腫瘤；肝臟；外生性；體層攝影術；X綫計算機

Rad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duncu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Multislice Spiral CT

 WU Ling, ZHENG Ke Guo*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lood supply of peduncu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HCC) 

and it’s rad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 in order to improve it’s diagnosis.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41 cases of pHCC and its MSCT findings clinically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performed. 
Results (1) The anatomical relation of tumor and liver surface: Out of 41 cases , in 20 cases tumor were located in 
right liver, 19 cases tumor were in the left lever and 2 cases involved in both sides of liver, among them in 12 cases 
tumor were connected to liver by pedicle with narrow base, in remaining 29 cases tumor were connected to liver by 
wide base. (2) Comparison of tumor’s density in plain & dual-phase enhanced scan and normal liver parenchyma: 
23 cases presented as hypo-hyper-hypo density, 5 cases were hypo-hyper-iso density , 3 cases were iso-hyper-hypo 
density, and remaining 10 cases presented with other forms of enhancement patterns. (3) Arterial blood supply of 
tumor: In 27 cases blood were supplied by hepatic artery only, in 14 cases blood were jointly supplied by hepatic 
artery and extra-hepatic artery. (4) Metastasis of tumor: 7 cases arose with portal vein and inferior venacava tumor 
embolus, 16 cases had the intra-hepatic metastasis, and 6 cases with extra-hepatic metastasis, remaining 4 cases 
presented with tumor rupture causing hemorrhage. Conclusion The MSCT characteristics of pHCC includes: the 
main part of tumor body grows in extra-hepatic surface, blood supply is provided by hepatic artery only or jointly 
with both hepatic and extra-hepatic artery, the enhancement of tumor is similar to intra-hepat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en blood supply is only provided by hepatic artery.

[Key Words]  Carcinoma; Hepatocellular; Pedunculated; Tomography; X-ray computed

作者單位︰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醫院醫学影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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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細胞癌患者的多層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及臨床

資料進行分析，報導如下。

材料和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患者41例，其中病理證實28例，臨床證實13例；男

33例，女8例，年齡31歲~79歲（平均55.5歲）。33例有腹痛腹

肝細胞癌是肝臟最常見的原發惡性腫瘤，在全身惡性

腫瘤中排名第四。外生性肝細胞癌(peduncu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HCC)是指腫瘤主體向肝外生長的肝細胞癌，1897

年由Roux首次報導[1]。Horie等[2]報導稱日本的外生性肝細胞癌

約佔總肝細胞癌的0.24%~3.00%。此型肝細胞癌國內外報導較

少，筆者搜集本院2007年1月~2011年12月間收治的41例外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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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等消化系統症狀；4例體檢發現，無不適；3例爲其他系統

症狀。13例甲胎蛋白(AFP)正常(<20ng/ml)，19例AFP明顯升高

(＞400ng/ml)。30例乙肝兩對半2~3項異常。28例肝轉氨酶升

高。

二、方法

本組所有病例均採用Toshiba Aquilion 64層螺旋CT行上腹

部掃描。掃描管電壓120kV，管電流250mAs，准直64×0.5mm，

螺距0.828，矩陣512×512，層厚1mm。先行平掃，然後用Me-

drad CT高壓注射器（流率3ml/s）經肘靜脈注射非離子型碘對

比劑碘普羅胺，用量1.5ml/kg體重。注射對比劑後37秒行肝動

脈期掃描，70秒行門靜脈期掃描。所有患者的CT片由兩名專

長腹部影像診斷的高級職稱醫師閱讀。

結 果

一、腫瘤位置

20例位於右半肝，19例位於左半肝，2例左、右半肝均

受累；其中12例腫瘤以蒂（窄基底）與肝臟相連，29例腫瘤

以寬基底與肝臟相連。較大的病灶多推壓鄰近肝實質及周圍

組織器官：位於膈頂部者向上推壓膈肌致其局限性膨隆；突

向肝腎隱窩者推壓右腎上腺、右腎和下腔靜脈；突向小網膜

囊者推壓或侵犯胃小彎、胰腺；位於肝門部者推壓或侵犯膽

管，易被誤診爲膽管癌。

二、腫瘤形態

腫塊呈類圓形、類橢圓形，最大徑範圍爲33~185mm，平

均最大徑爲97mm。37例有假包膜，邊緣光整；無明確假包膜

者與鄰近肝實質分界不清。

三、腫瘤密度

41例腫塊內部平掃均可見更低密度區。腫塊實性部份在

平掃和動脈期、門脈期增强掃描與正常肝實質的密度比較，

23例表現爲“低密度-高密度-低密度”，符合典型肝細胞癌的

“快進快退”表現（圖1），5例爲“低密度-高密度-等密度”

（圖2A-C），3例爲“等密度-高密度-低密度”，10例爲其他

强化形式。

四、腫瘤血供

27例僅由肝動脈供血（圖2B），14例由肝動脈和肝外

動脈共同供血，肝外供血動脈可以是膈動脈、胃左動脈（圖

3）、脾動脈、網膜動脈或腸系膜動脈。

五、腫瘤轉移

7例出現門靜脈和/或下腔靜脈癌栓（圖5），16例有肝內

轉移（圖2D），6例有肝外器官轉移，轉移部位包括單側或雙

側腎上腺（圖4）、右肺下葉或骨胳（圖2F）。

六、其它表現

4例腫瘤破裂出血，其中1例導致小網膜積血（圖1）。27

例有不同程度的肝硬化。13例有少至中量的腹水。11例有不

同程度的門靜脈高壓。

圖1. 70歲男性，外生性肝細胞癌

1A：CT平掃示肝尾狀葉外生性巨大低密度腫塊，邊界清楚，其內密度不均
        勻，小網膜囊內見陳舊積血（箭頭）
1B：增强掃描動脈期腫塊不均勻明顯强化，强化程度高於同層肝實質，其內見
        迂曲、增粗的腫瘤血管影（箭頭）

1C：門脈期腫塊强化程度低於同層肝實質

圖2. 31歲男性，外生性肝細胞癌

2A：CT平掃示左上腹巨大低密度腫塊以蒂（箭頭）與肝左外葉上段相連，邊
        界清楚，密度不均
2B：增强掃描動脈期腫塊不均勻明顯强化，可見供血肝動脈走行在瘤蒂內（箭
         頭）
2C：門脈期腫塊强化程度與同層肝實質相仿，見大片狀無强化區
2D：肝右前葉上段子灶，動脈期明顯强化
2E：冠狀重組圖像，顯示腫塊與周圍臟器的關係

2F：左側髂骨骨質破壞併軟組織腫塊，爲肝細胞癌髂骨轉移

圖3.                                      圖4.                                      圖5.

圖3：肝左葉外生性肝細胞癌  腫瘤位於肝左外葉，由肝動脈和胃左動脈（箭
          頭）共同供血
圖4：肝S6外生性肝細胞癌（細箭頭）  左腎上腺轉移（粗箭頭）
圖5：肝S1外生性肝細胞癌  腫瘤位於肝門部，伴門靜脈癌栓形成（箭頭）

討 論

外生性肝細胞癌指腫瘤帶蒂生長或主要向肝外突出生

長，而且肝外部份最大橫徑應大於肝內部份[3]。Nakashima等

提出將其分爲兩種亞型：Ⅰ型（帶蒂型）指腫瘤以蒂與肝臟

相連（圖2A-E），Ⅱ型（無蒂型）指腫瘤直接貼於肝表面，

即以寬基底與肝臟相連（圖1）[4]。按照此種分型，本組病例

中12例爲Ⅰ型（佔29%），29例爲Ⅱ型（佔71%）。筆者發現

Ⅰ型中只有少數瘤蒂可直接由CT圖像觀察，多數瘤蒂於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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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可能因爲腫瘤巨大，瘤蒂受壓於腫瘤與肝臟之間而未

能顯示所致；Ⅰ型腫瘤CT定位與術中定位常有偏差，Ⅱ型腫

瘤CT定位則多與術中定位一致，這可能帶蒂的腫瘤在腹腔內

有一定的活動度所致。

外生性肝細胞癌的發病原因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可能與

下列因素有關：①先天畸形的肝葉發生癌變；②副肝葉發生

癌變；③異位肝組織發生癌變；④肝硬化再生結節超出肝外

併發生癌變[2]。Yeh等[5]比較了18例外生性肝細胞癌和414例

非外生性肝細胞癌，發現兩者的流行病學、臨床表現和實驗

室檢查均無明顯差異，即兩者都多見於有肝炎、肝硬化病史

的成年男性，多數有腹痛腹脹等消化道症狀，常伴有AFP升

高；本組病例男女比例爲4:1，平均年齡爲55.5歲，約4/5有輕

重不等的消化道症狀，約2/3的AFP升高，與之相符。

外生性肝細胞癌MSCT表現特點爲腫瘤體積較大，包膜

完整，邊界清楚，密度不均，其內常見不規則更低密度區，

爲組織囊變、壞死或脂肪變性所致，腫瘤破裂出血時可見高

密度影。外生性肝細胞癌主要由肝動脈供血，CT增强掃描動

脈期多數可見走行迂曲、分佈雜亂的腫瘤血管影，門脈期强

化减退，此點與肝內肝細胞癌類似；部份外生性肝細胞癌同

時有肝外動脈供血，使其强化形式多樣化，增加了診斷的難

度。此外，筆者發現腫瘤有肝外動脈血供時高度提示相應周

圍器官組織受累，如由網膜血管供血的腫塊手術中均發現與

網膜黏連。若能在術前儘量明確腫瘤的供血動脈，對手術方

案的制定和病人預後的改善都有重要意義；文獻指出MSCT

軸位圖結合容積再現(VR)、最大密度投影(MIP)及多平面重建

(MPR)等圖像後處理技術，或行數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有

利於顯示腫瘤的供血動脈和明確腫瘤與周圍臟器的關係[6,7]。

由於腫瘤主要向肝外生長，常壓迫周圍組織或器官，易

造成漏診或誤診。根據外生性肝細胞癌生長位置的不同，應

與不同類型的腫瘤鑒別：起源於尾狀葉與胰腺分界不清時，

應與胰腺的神經內分泌腫瘤鑒別；起源於左外葉緊貼胃壁、

腸管時，應與胃腸道腫瘤，如間質瘤等鑒別；起源於左內

葉或右前葉應與膽囊癌鑒別；起源於右後葉應與右腎腫瘤、

右腎上腺腫瘤或腹膜後腫瘤鑒別；起源於肝門部並侵犯膽管

時，應與肝門部膽管癌鑒別。

外生性肝細胞癌治療以手術切除爲主。肝功能良好，無

周圍臟器及肝內轉移的患者應手術切除，預後較好，腫瘤完

整切除5年無瘤生存率達45.4%，高於肝內肝細胞癌[5]。對於有

肝內轉移，肝功能較差或有其他手術禁忌的患者應考慮多種

方式的介入治療，如肝動脈灌注化療及栓塞術[8]。

外生性肝細胞癌的預後好於肝內肝細胞癌，前者的平均

生存期爲94個月，後者爲54.5個月[5]。可能的原因有：①腫瘤

假包膜的形成，假包膜是由於腫瘤膨脹性生長，壓迫周圍組

織産生；本次研究中約90%的腫塊都有假包膜，高於肝內肝

細胞癌；假包膜與腫瘤的生物學行爲相關，腫瘤可能分化也

較好；②手術切除邊緣清楚，由於外生性肝細胞癌由蒂或寬

基底與肝臟相連，對鄰近肝實質的侵犯範圍小於同等體積的

肝內肝細胞癌，手術中可切除肝邊緣也更大，術後也保留了

更多的肝儲備功能。

總之，外生性肝細胞癌的MSCT徵象特點是腫瘤主體位於

肝實質外，可僅由肝動脈供血，亦可由肝動脈和肝外動脈共同

供血，單獨肝動脈供血時，强化特點與肝內肝細胞癌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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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品質充分性指標Kt/V的線上測定及評估

彭洪泉 蕭浤 蔡宗仰 歐陽梓華 禤偉振 容旭燕 彭莉*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討在線尿素清除率監測(Online Clearance Monitoring, OCM)在血液透析中的應用價

值，評估監測血液透析Kt/V的可行性及準確性。  方法 利用德國B.Braun公司Dialog透析機OCM檢測血

液透析患者的Kt/V值(online Kt/V)；同時抽血檢測血液透析患者前後尿素氮濃度， 根據Daugirdas公式

計算Kt/V值(eKt/V)作爲對照，比較兩種方法的相關性，以及不同體重、超濾量及透析時間對Kt/V值

的影響。  結果 本組293例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利用OCM檢測的online Kt/V值(1.82±1.27)高於常規抽血

方法所得的eKt/V值(1.69±0.37)，相關性分析顯示：兩者存在顯著的直線相關性(r =0.765，p ＜0.001)。

不同體重≧60Kg及<60Kg的兩組患者中，體重大的一組，Kt/V數值較大：online Kt/V 1.93±1.32 VS 

1.59±1.14；eKt/V 1.79±0.36 VS 1.47±0.26，( p<0.001)。同樣，本組資料中，不同超濾量≧3Kg及<3Kg

的兩組資料中，超濾量大的一組Kt/V數值較大：online Kt/V1.85±1.30 VS 1.74±1.12 ; eKt/V 1.73±0.35 VS 

1.61±0.30. ( p<0.001)。在本研究中，透析時間長短對Kt/V值無顯著差別。  結論 對維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OCM和常規方法所得的Kt/V值相關性較好，而且這種方法操作簡便，能保證患者透析的充分性，

OCM檢測值稍高於Kt/V，臨床上應注意兩者的差別。

【關鍵詞】在線尿素清除率監測(OCM)；血液透析；尿素清除率 Kt/V

The application of online urea clearance monitoring (OCM) in hemodialysis

 PENG Hong Quan, XIAO Hong, TSAI Tsung Yang, AO leng Chi Wa, HUN Wai Chan, IONG Iok In, PENG Li*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online clearance mornitoring ( OCM) in 

assessing Kt/V value of hemodialysis adequacy by a auto- control study during hemodialysis.  Methods  Kt/V values 
of 293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were assessed by OCM appliance on Dialog machine. Meanwhile,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of pre- and post- dialysis were examined, and caculated the Kt/V value according to 
the Daugirdas formula, then evalua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Kt/V by OCM and by calculation. Kt/V by OCM 
and by calculation were also compared in different body weight, ultrafitration volume, and time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value of Kt/V by OCM(1.82±1.27) was higher than the value of Kt/V by calculation(1.69±0.37)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Kt/V by OCM and by calculation was satisfactory (r=0.765, p<0.001). The value of Kt/V of 
the group with more body weight and more ultrafitration volume were higher than the other group (online Kt/V 
1.93±1.32 VS 1.59±1.14; eKt/V 1.79±0.36 VS 1.47±0.26, p<0.001); (online Kt/V 1.85±1.30  VS 1.74±1.12; 
eKt/V 1.73±0.35 VS 1.61±0.30, p<0.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Kt/ V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different dialysis time.   Conclusion  Correlation between Kt/ V by OCM and by calculation was 
satisfactory. The operation of OCM was convenient and can guarantee hemodialysis adequacy. Kt/V values by 
OCM are usually higher than those calculated by calculation from urea measurements. This difference has to be 
considered in application of the results to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Kt/ V; Online clearance monitoring (OCM); Hemodialysis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透析中心      *通訊作者

性的指標很多，但最常用和公認的是尿素清除指數(Kt/V)。

通常的方法是每次透析前後抽血檢測尿素，然後通過公式計

算Kt/V值。考慮到患者多次採樣抽血、費用以及操作繁瑣等

實際問題，每次應用這種方法的可能性較小，因此臨床上迫

切需要一種簡便易行且準確率較高的方法來評估患者的Kt/V

值。在綫尿素監測(OCM)應運而生，可隨時監控透析過程中

血液透析是腎衰竭患者治療的重要手段。提高患者的生

活品質，重要一點是透析的充分性。近年來，隨著血液透析

患者數量的增多以及生存質量的提高，準確及時地評價血液

透析的充分性顯得越來越重要。臨床上常用來評價透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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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值的變化，但其有效性及準確性值得關注。本文通過研

究OCM測得的Kt/V值與抽血計算得到的Kt/V值，探討上述兩

種方法的相關性以及應用OCM監測Kt/V值的可行性，尋找適

合本中心的透析品質充分性指標的測量方法及標準，使醫生

能夠及時調整透析處方，保障透析的充分性。

材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2年12月間在本院血液透析中心接受

治療的293例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每週透析3次，每次透析

時間3~5hr。其中男194例，女99例，平均年齡(61.86±10.8)歲。

原發病因包括：慢性腎小球腎炎85例(29.01%)，高血壓腎病63

例(21.50%)，糖尿糖腎病45例(15.36%)，高血壓合併糖尿病腎

病63例(22.18%)，其他如多囊腎，系統性紅斑狼瘡及原因不明

者37例(12.62%)。

二、抽血計算Kt/V及URR方法

利用患者在透析開始前和透析結束時常規每月抽血測

定尿素氮等生化指標。記錄每個患者透析的超濾量(ultraf i l-

tration volume, UF)、體重(W)，同時記錄每個患者的透析時

間、透析後體重，採用Daugirdas公式eKt/V=-ln(R-0.008t)+(4-

3.5R)×UF/W，其中R為透析前BUN/透析後BUN，t為透析時

間，UF為超濾量，W為透析後體重。另外一個評價透析質量

充分性指標，尿素清除率 (urea reduction rate, URR)，抽血計算

方法：URR=1-透析後BUN/透析前BUN。所有患者透析前在無

肝素或鹽水的動脈血路抽血測定血尿素氮(BUN)、對透析後血

樣本的採集，先停止超濾量，血流速度減至100ml/min並持續

15s，這時從動脈血路抽血測定各項生化指標，避免了再循環

造成的誤差。

三、OCM監測Kt/V值的方法

選定德國B.Braun公司Dialog透析機，按要求輸入患者

的性別、身高、體重、年齡，透析器類型，最後輸入Kt/V

的目標值，該目標值是根據患者既往抽血計算所得。血流

量200~300ml/min，常規透析液電解質濃度：Na+:140mmol/L, 

K+2.0mmo l/L, Ca2+:1.5mmo l/L, B i c a r bona t e:31mmo l/L, 

Mg2+:0.5mmol/L, Glu:0mmol/L。透析液流量：500ml/min。每次

透析時間3.0~5.0小時，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進行碳酸氫

鹽透析治療，並通過OCM在綫監測得到online Kt/V值。

四、統計學處理

所有計量資料以X ±S 表示，兩組資料間比較採用秩和檢

驗，並對各組資料進行相關性分析。採用SPSS 17統計軟體分

析，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本中心Kt/V值及URR值測定基本情況

有293例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參與臨床研究，每例患者

連續參與研究3次，共879例次。採用Dialog透析機OCM在綫

檢測值 (online Kt/V) 為1.82±1.27；而根據Daugirdas公式計算值

(eKt/V) 為1.69±0.37，OCM監測值大於抽血計算值( p<0.05)。

而尿素清除率(urea reduct ion ra te,URR)方面，抽血計算值

0.74±0.14。按照Kt/V＞1.2為透析充分性的相對可靠指標[1]，

OCM在綫檢測Kt/V值有861例次/879例次(98%)達標；抽血計算

Kt/V值為841例次/879例次(95.7%)達標。如果以URR＞0.65為透

析充分性的相對可靠指標[1]，有832例次/879例次達標，達標

符合率94.7%。

二、Kt/V值相關性分析

首先，將患者抽血計算所得的eKt/V值及URR值與同時

OCM監測所得onl ine Kt/V值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

OCM在綫檢測online Kt/V與抽血計算eKt/V值(r=0.765, p=0.000)

及URR值(r=0.745, p=0.000)相關性較好，見表1。

表1.Kt/V值相關性分析

Variable
onlineKt/V

r p
eKt/V 0.765 0.000*
URR 0.745 0.000*

r for S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P < 0.05), Abbreviation :eKt/V, Kt/V value by 

calculation; onlineKt/v, Kt/V value by OCM; URR: urea reduction rate

三、Kt/V值與體重(body weight)關係

然後，進行不同體重組的Kt/V值比較，將患者體重分為

≧60kg及＜60kg兩組，瞭解不同組Kt/V值的情況，見表2。

表2.不同體重組的Kt/V值比較

Variable
body weight

p
≧60kg(n=600) <60kg(n=279)

eKt/v 1.79±0.36 1.47±0.26 0.000*

onine Kt/v 1.93±1.32 1.59±1.14 0.000*

URR 0.76±0.16 0.70±0.06 0.000*

四、探討超濾量(UF)對Kt/V的影響

將患者分為超濾量≧3kg組和＜3kg組。結果顯示，OCM監

測online Kt/V和常規抽血計算eKt/V兩者仍有差別，具體見表3。

表3.不同超濾量的KT/V值比較

Variable
UF

p
≧3kg（n=627） <3kg（n=252）

eKt/v 1.73±0.35 1.61±0.30 0.000*
onine Kt/v 1.85±1.30 1.74±1.12 0.000*

URR 0.75±0.12 0.72±0.06 0.000*

All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S.D. p -value based on Wilcoxon Signed Ranks Test 
for non parametric continuous variable is for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roups.(p <0.05*). 
Abbreviation: eKt/V, Kt/V value by calculation; onlineKt/v, Kt/V value by OCM;  
URR:urea redu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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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血液透析時間的Kt/V值比較

將患者血液透析時間分為≦4h及＞4h兩組，結果發現兩

組無明顯差別，詳見表4。

表4.不同血液透析時間的KT/V值比較

Variable
dialysis time

P
≤4h（n=627） ＞4h（n=252）

eKt/Ｖ 1.70±0.35 1.71±0.30 0.954
onine Kt/Ｖ 1.82±1.38 1.79±0.3 0 0.087

URR 0.74±0.11 0.74±0.06 0.201

討 論

透析充分性的計算方式已經得到公認，它主要根據單

室尿素動力學模型(single-pool UKM)的原理[2]，即：尿素在人

體內混合良好、分佈均勻，視體液為單室；溶質通過恒定

的蛋白分解率持續地在單室內增加；溶質由殘腎功能持續清

除，由透析間斷清除。根據血漿濃度遵循第一級程度原則清

除，單室尿素清除指數(Kt/V)，臨床最常應用Daugirdas公式

計算。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3,4]，用單室尿素動力學模

型判斷透析充分性存在不足，特別在透析時間較短時，尿素

的動力學變化不能用簡單的一室模型來判斷。在透析結束後

30~60min存在尿素反跳現象，表明透析過程中尿素分佈存在

不均一性，由此産生了尿素分佈的二室動力學模型(double-

pool UKM)。二室尿素動力學公式所得Kt/V比單室尿素動力學

公式所得Kt/V更加精確，更能反映實際的透析劑量，但操作

不實際，臨床應用並不廣泛。而在線尿素監測器(OCM)的問

世[5]，解决了需抽多個血標本，且需複雜的數學運算難題，

可使透析尿素動力學模型自動化，包括對多室模型必要的矯

正。OCM的基本原理[6,7]是在透析器透析液出口端加裝電導率

探頭，假設尿素與鈉的清除係數是一致的。通過透析液離子

（主要是鈉離子）在透析器中的清除來推算尿素的清除，其

結果可靠[8]。

2006年NKF-DOQI血液透析充分性工作組發表了血液透

析充分性的循證醫學臨床指南[1]。建議應用單室尿素動力學

公式來計算一次血液透析過程中的尿素清除，Kt/V的處方

應＞1.2。相關研究[9,10,11]認為OCM監測的online Kt/V值低於公

式計算的eKt/V值，當然可能跟所用的機型有關。本院血液

透析中心採用Dialog機OCM監測online Kt/V值高於公式計算

的eKt/V值(1.82±1.27vs1.69±0.37)。提示設定機器顯示的Kt/ V

值為1.3，以保證Kt/ V>1.2，達到充分透析的目標。儘管在線

Kt/V不能反映實際的尿素清除量，但因為與抽血得到的Kt/V

相關性好[12-16]，在臨床上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在本研究中，

在線Kt/V與抽血得到的Kt/V相關性較滿意(r=0.765, p=0.000)。

另外，URR也是評價透析充分性的常用指標，研究結果顯

示：在線Kt/V與URR相關性也好(r=0.745, p=0.000)。

通過正規的尿素動力學模型計算的V值準確性較好，相

比之下OCM計算的V值僅是對尿素分佈容積的一個估計。本

研究中，體重越大，發現Kt/V也越大。通常體重大的患者V值

更大，對這部份患者適當延長透析時間，保證Kt/V值達標可

能。由於體重大，或臨床上其他因素的影響（血流量小、高

磷等），一般會適當增加透析時間。因此，根據透析時間，

進行分組(≦4小時和＞4小時)，結果發現透析時間長短，對本

次研究Kt/V的影響不大，值得進一步深究。

透析過程中超濾量大於3kg或超濾量超過體重的6%~7%，

會引起有效循環血量不足，心輸出量下降，導致低血壓，可

能引起透析劑量不足。為研究超濾對透析效果的影響，SCH-

NEDITZ等[17]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干擾，發現僅超濾總量改變對

Kt/V的影響不明顯。本中心研究資料顯示：透析超濾量≧3kg

組Kt/V值（OCM測定的onlineKt/V值與抽血測定的eKt/V值）大

於超濾量<3kg組。透析過程中，由於存在超濾，造成V值減少

和溶質對流清除增加，因此Kt/V可隨超濾而增加；但另一方

面，超濾過量又可導致低血壓，繼而使Kt/V下降。

患者每次透析，所要達到的目標K t/V受下列因素的影

響：(1)透析器對尿素的清除率(K)；(2)尿素在體內的分佈容

積；(3)每次透析後與透析前尿素的比值；(4)體重；(5)每週透

析時間；(6)每次透析的超濾量；(7)血流量；(8)血管通路再循

環等。而目前臨床上通用的測定方法無法綜合評價上述諸多

影響因素，從而所得的Kt/V值有一定偏差。一般認為，對於

普通患者的在綫測定值設定1.3以上，大多數患者可以達到通

常意義的充分透析。如果不達標，醫生盡可能做到個體化，

改用大面積透析器、延長透析時間、增加透析血流量或透析

液流量等措施。其他影響透析充分性的因素，包括：患者的

年齡、體表面積等。

總之，本次研究病例數多，樣品量龐大，非常有說服

力。對透析患者OCM監測的Kt/V值與常規抽血計算的Kt/V值

兩者相關性較好，而且這種方法操作簡便，可以在臨床上推

廣。OCM在線監測Kt/V值方面的優勢明顯，Dialog機OCM檢

測值稍高於抽血計算Kt/V值，臨床上應注意兩者的差別，仍

需定期進行常規抽血測定Ｋt/V值，必要時進行適當的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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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地區類風濕關節炎(RA)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焦慮絕望情緒的影響因素，為

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提供科學的依據。  方法 採用描述性研究設計，調

查鏡湖醫院2012年1月~2012年6月期間門診或住院治療自願接受調查50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基本資

料、評價疾病活動度、生活質量、絕望、焦慮狀況。分析RA患者生活質量、絕望焦慮情緒的相關

因素。  結果 本組RA患者WHOQOL BREF問卷調查，(1)生活質量中的生理、心理及環境維度與合併

關節破壞呈負相關(p <0.05)；(2)生活質量中只有生理維度與病情活動度呈負相關(p <0.01)；(3)生活質

量中的社會關係、環境維度與病程長短呈負相關(p <0.01)；(4)絕望情緒與生活質量各部份呈負相關

(p <0.01)、與病程呈正相關(p <0.05)、與合併關節破壞呈正相關(p <0.01)；(5)焦慮情緒與同患其他慢性

病呈負相關(p<0.01)，與生活質量中生理、心理及環境維度呈負相關(p<0.01)。  結論 類風濕關節炎患

者生活質量與病情長短及病程活動度、合併關節破壞相關，而絕望情緒與生活質量、病程長短、合

併關節破壞相關；焦慮與生活質量同患其他慢性病相關。因此有效的控制類風濕關節炎的病情，避

免關節破壞應該可以改善RA患者的負面情緒及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關鍵詞】類風濕關節炎；生活質量；疾病活動；絕望；焦慮

澳門地區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生活質量及絕望焦慮情緒相關因素調查研究

容旭燕1 蕭浤1 彭洪泉1 周毅2*

‧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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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related factors including quality of life, hopelessness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Macau

 IONG Iok In 1, XIAO Hong 1, PENG Hong Quan 1, ZHOU Yi 2*

1 Medical Departmen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 Rheumatology Department,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n quality of life (QOL), sense of hopelessness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n Macau SAR. Methods The descriptive research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50 cases of RA patients treated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1st January 2013 to 30th June 2013, analysis 
of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 Disease Acitivity Score 28 (DAS 2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Brief Questionnaire (WHOQOL-BREF), 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 and 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co-relation between QOL, hopelessness and anxiety. Results 1)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omain score of WHOQOL-BREF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articular damage.(p<0.05). 
2) Only the physical domain score of WHOQOL-BREF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activity(p<0.05). 3)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al domain score of WHOQOL-BREF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disease course (p<0.01). 4) Meanwhile hopelessness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every domain 
of quality of life and articular damage, (p<0.01) but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disease (p<0.05). 5) 
Anxiety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imultaneous prevalence of other chronic disease (p<0.01), but it was 
also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omain of WHOQOL-BREF (p<0.01).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A pati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disease course, disease activity 
and articular damage. Hopelessness are associated with quality of life, duration of disease and articular damage. 
Anxiety are associated with quality of life and simultaneous prevalence of other chronic diseas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disease activity, preventing articular damage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RA patients.

[Key Words]  Rhematoid Arthritis; Quality of Life; Disease activity; Hopelessness

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種以關節滑膜

炎爲特徵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由於關節滑膜的炎

性增生，導致受累關節出現骨質侵蝕、關節破壞、畸形，嚴

重影響患者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及生活質量[1,2]，隨著現代

醫學模式的進步，本研究擬調查RA患者生活質量及負面情緒

密切相關的因素，探討其影響因素。

資料與方法

一、調查對象

採取方便取樣收集2012年1月~2012年6月曾在本院風濕科

接受過門診或住院治療且同意配合調查的患者爲對象。

入組標準：1.診斷明確，即診斷符合2010年美國風濕協

會/歐洲風濕病聯盟ACR/EULAR RA的診斷評分[3]；2.既往無精

神疾病和意識障礙；3.無理解力、記憶力、定向力等認知障

礙；4.均無其他免疫性疾病；5.自願參加本次調查。

二、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及工具

採用描述性研究設計，應用問卷調查符合入選標準的研

究物件的基本資料、DAS28疾病活動度、生活質量、絕望、

焦慮情緒。調查時採用統一的引導語，所有問卷均通過單

獨訪談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問卷內問題由調查者逐條詢問，

讓患者獨立作出評定，完成後當場收回問卷，共發放問卷51

份，收回51份，其中有效問卷50份，有效率爲98%。

2.研究工具

基本資料問卷：本部份爲自設問卷，主要內容包括：性

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婚姻狀况、收入狀况、醫療付

費方式、關節畸形、病程、是否規則治療、是否合併有關節

外損害、關節破壞等。

(1)平均疾病活動度評分(DAS28)：是評估RA病情活動的

指標，即RA指定的28個典型受累關節的腫脹、壓痛情况，指

數越低，疾病活動度越低，DAS≦2.6爲緩解標準，計算方法

參照文獻[4]。

(2)生活質量評定：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簡表

(WHOQOL-BREF中文版)。該量表由29個題目組成，分成生

理、心理、社會關係和環境四個維度。分值越高表示該維度

代表的生活質量越好[5]。

(3)絕望、焦慮評定：採用貝氏絕望量表(BHS)和貝氏焦

慮量表(BAI)。受試者獨立進行自評，其中絕望量表可歸類爲

3項因數分：1.對未來的感覺；2.動機的喪失；3.對未來的期

望，三項總分20分，分值越高，絕望情緒越明顯。以BHS量

表9分作為判斷有無自殺傾向的依據，焦慮量表包含21題目，

每條題目按程度分1~4分，總得分21~84分，得分越高焦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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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越明顯，當患者總得分≧45分者示焦慮陽性，需轉介心理

專科跟進[6,7]。

三、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17.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採用相關分析方

法分析RA患者生活質量與基本資料、病程、疾病活動度、關

節破壞、BHS、BAI等之間的關係。

結 果

一、基本資料與病情評價： 

50例9例男性，41例女性。年齡由21歲~89歲，平均

(55.36±12.62)歲，平均患病4.9年，小學學歷以下30%，小

學畢業佔30%，初中學歷28%，大學學歷10%，碩士或以上

有2%，有工作且收入不達本地收入平均中位數14例，達收

入中位數以上15例，餘21例爲家庭主婦或退休人士；其中

DAS28達到緩解（即DAS28≦2.6）10例(20%)、低度活動（即

2.6<DAS28≦3.2）6例(12%)、中度活動（即3.2<DAS28≦5.1）

26例(52%)，重度活動（即2.6>5.1）8例(16%)，與國外資料

相比，達致DAS28緩解比率遠低於國外水平[8]。調查中30例

規則接受治療(60%)，20例不規則治療(40%)，11例(22%)伴有

關節破壞，18例(36%)伴有其他慢性病(9例合併高血壓病、

2例糖尿病、肺氣腫、鼻咽癌、高脂血症、骨質疏鬆、冠心

病、甲亢、哮喘各1例)，2例合併間質性肺炎，全自費醫療

39例(78%)，保險佔5例(10%)，公費佔2例(4%)，可部份報銷4

例(8%)，但本次調查發現RA患者BHS得分>9分者有20例，佔

40%，值得警惕，本次調查中無1例患者BAI總得分≧45。

二、生活質量相關因素分析

表1

合併關節
外症狀

同患其他
慢性病

有合併關
節破壞

病程 DAS28

WHO-QOL1

Pearson 相關性 -.052 .153 -.374** -.264 -.386**

顯著性（雙側） .720 .289 .007 .064 .006

N 50 50 50 50 50

WHO-QOL2

Pearson 相關性 .057 .291* -.312* -.272 -.263

顯著性（雙側） .696 .040 .028 .056 .065

N 50 50 50 50 50

WHO-QOL3

Pearson 相關性 .059 .088 -.249 -.383** -.107

顯著性（雙側） .685 .542 .081 .006 .459

N 50 50 50 50 50

WHO-QOL4

Pearson 相關性 -.025 .268 -.364** -.396** -.173

顯著性（雙側） .862 .060 .009 .004 .230

N 50 50 50 50 50

**. 在 .01 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在 0.05 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WHO-QOL1:生活質量生理維度；WHO-QOL2:生活質量心理維度；WHO-QOL3:

生活質量社會關係維度；WHO-QOL4生活質量環境維度

1.生活質量與病情的關係：WHOQOL-BREF得分與反

映R A病情的指標D A S28進行單因素相關分析發現，本組

WHOQOL-BREF得分中只有生理維度與疾病活動指數DAS28

呈負相關(p <0.01)，提示DAS28指數越低，疾病活動程度越

低，生活質量越高。

2.生活質量與病程的關係：WHOQOL-BREF中社會關係、

環境維度得分與病程呈負相關(P<0.01)，提示病程越長，生活

質量越低。

3.生活質量與合併關節破壞的關係：WHOQOL-BREF中

的生理、心理及環境維度得分與存在關節破壞亦呈負相關

(p<0.01)，提示存在關節破壞者生活質量越低。（見表1）

三、絕望、焦慮情緒相關因素分析

1.絕望情緒與生活質量的關係：絕望情緒與生活質量的各

部份呈負相關(p<0.01)，提示生活質量越好，絕望情緒越少；

2.絕望情緒與病情活動度的關係：絕望情緒與病情活動

度關係無統計學上意義。

3.絕望情緒與病程關係：絕望情緒與病程呈正相關

(p<0.05)，提示病程越長，越增加絕望情緒。

4.絕望情緒與合併關節破壞關係：絕望情緒與合併關節

破壞呈正相關(p<0.01)，提示當合併關節破壞時，患者更易出

現絕望情緒。

5.焦慮情緒與生活質量關係：焦慮情緒與生活質量中生

理、心理及環維度分呈負相關(p<0.01)，提示生活質量越差，

越易出現焦慮情緒。

6.焦慮情緒與同患其他慢性病的關係：焦慮情緒與合併

其他慢性病呈負相關(p<0.01)，提示RA患者同時患其他慢性疾

病時更不易有焦慮情緒出現。

7.焦慮情緒與病情活動度的關係：焦慮情緒與病情活動

度關係無統計學上意義。

表2

合併關節
外症狀

同患其他
慢性病

有合併關
節破壞

病程 DAS28 WHOQOL1 WHOQOL2 WHOQOL3 WHOQOL4

Pearson 
相關性

-.002 -.392** .082 .221 .069 -.533** -.410** -.258 -.366**

BAI
顯著性
 (雙側)

.989 .005 .570 .123 .632 .000 .003 .071 .009

N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Pearson 
相關性

.231 -.145 .420** .330* .205 -.509** -.579** -.462** -.529**

BHS 
Total

顯著性 
(雙側)

.106 .314 .002 .019 .154 .000 .000 .001 .000

N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 在 .01 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在 0.05 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討 論

生活質量是現今新的醫學模式下全面評估患者生理、心

理、社會關係和環境4維度總體健康狀況的一個綜合指標。由

於RA病程長，病情反覆，常導致長期關節疼痛、功能障礙甚

至關節畸形、不僅影響患者的生理健康，內地研究報導[1,2]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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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還影響患者的心理健康，引起生活質量下降。本研究顯示

RA患者生活質量和病情活動度、病情長短、是否合併關節破

壞呈負相關，DAS28指數越高、病情越長、合併關節破壞者

生活質量越差。本院RA患者達致DAS28緩解比率明顯低於內

地及國際水平[8,11]，考慮與本院風濕科正處起步階段相關，提

示在RA患者管理中需積極治療、控制疾病的活動及預防關節

破壞是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的根本措施。根據國際推動的類風

濕關節炎達標治療(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to target T2T)指引

提出4項準則及10項建議[9]，治療的策略是借著使用綜合性評

估工具，密切評估類風濕關節炎的疾病活動度，而且根據評

估結果，即時調整治療藥物，以期達致治療目標，評估疾病

活動度的同時，也應注意關節結構破壞及功能障礙，Cohen等

對191例早期RA患者進行了觀察，比較病情緩解患者和病情

持續活動的患者影像學破壞的Sharp評分指標，結果發現病情

緩解的部份患者在5年間影像學破壞仍有不同程度的進展[10]，

因此RA患者每年均應進行關節X線檢查，如關節破壞持續進

行，則可能需要加強治療，新近亦有提出應用高頻B超及MR

檢查關節，以達到儘早發現關節破壞。治療方面，近年來發

展迅速的生物製劑療效顯著，ERA、ARMADA、PREMIER、

COMET等多個研究均提示生物製劑聯合DMARDs治療獲得很

好效果，但藥物昂貴價格，且在應用過程中需要注意合併結

核感染風險，澳門特別行政區靠近祖國，並一直以旅遊、賭

博為本地龍頭行業，目前本澳人口密度為1.86萬居民/平方公

里，本澳結核病防治中心2011年資料顯示近10年結核病的發

病率雖然從每十萬人高於100宗個案，下降至低於80宗，但仍

處於較高水平[12]，為臨床實際用藥帶來困難。更好掌握其適

應征，達至有效、低價、快速控制病情的平衡點成為風濕科

醫生的目標。臨床醫生日常診症工作中，因就診病人眾多，

與患者接觸時間受限，往往容易忽視患者心理方面的問題。

因此應予RA患者綜合個體化規範治療，定期密切的監察病

情，定期進行病情評估，適時調整治療方案，以控制病情達

至臨床緩解為目標，還應定期進行影像學檢查（包括每年的

X-線檢查，當有懷疑時應行高頻超聲及MRI檢查），以儘早

發現關節破壞，同時應警惕患者負面情緒的出現，及時予以

適當的干預，必要時轉介心理科跟進，以改善患者的負面情

緒及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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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對經皮椎間盤水刀減壓術的近期療效進行初步探討。  方法 對21例低位腰背痛並

伴有放射性神經根性症狀的椎間盤突出症的患者，採用DSA介導下，經皮病變椎間盤穿刺，置入

SpineJet（脊柱椎間盤水刀），設置10檔3分鐘2個週期利用高壓水流技術行髓核减壓。  結果 水刀

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21例患者，包括12個男性患者和9個女性患者。年齡為23歲~74歲，平均年齡為

45.67歲。術前腰背痛和腿痛的VAS分別為7.14±1.50和8.50±1.20, 術後1週腰背痛和腿痛的VAS分別為

2.86±1.53 (p<0.05)和2.41±1.12 (p<0.05)； 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問卷表術

前爲 71.43±14.93%，術後1週為28.57±15.26% (p<0.05)。  結論 經皮水刀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以其治療

效果確切、易於操作、創傷小和術後併發症少等優點，具有較好的臨床應用價值。但仍需大樣本長

期的療效觀察。

【關鍵詞】微創；高壓水刀；經皮；椎間盤退變

Preliminary study of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hydrodiscectomy

 JIANG Jin, LIU Jing Ping, HUANG Kai Liang, QIAN Xiao Hui, Cao Li Qin, LIAO Zi Wei*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early treatment outcome of percutaneous hydrodiscetomy. 

Methods 21 patients suffered from disc herniation presented with low back pain and radiating neuropathic 
symptoms were treated by DSA mediated percutaneous puncture of pathogenic disc and Spine Jet placement in the 
work channel, set 2cycles of speed level to 10 (highest speed ) for 3minutes to decompress the disc by using high 
pressure hydro-flow. Results the 21 patients includes 12 males and 9 females, ages ranging from 23 to 74 years 
(mean age is 45.67years old), pre-operation VAS (Visual Analogue Scale) of low back pain and lower extremity 
pain were 7.14±1.50 and 8.5±1.20 respectively, the VAS of low back pain and lower extremity pain decreased to 
2.86±1.53(p<0.05) and 2.41±1.12(p<0.05) respective after 1 week of operation.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DI) 
questionnaire in pre-operation were 71.43±14.93%, which decreased to 28.57±15.26% (p<0.05)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 Percutaneous hydrodisectomy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in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because of it’s simple minimally invasive technique and less side effects. But further large scale and long term studies 
should be performed to observe its long-term treatment effects.

[Key Words]  Minimally invasive technique; Hydrodiscectomy; Percutaneous; Degenerative disc

微創介入經皮穿刺椎間盤水刀應用的初步探討

蔣勁 劉京平 黃鍇亮 錢曉輝 曹麗勤 廖自偉*

腰椎間盤突出症是臨床中非常普遍的疾病，其原因是

纖維環的退變速度超過了包繞其內的髓核。公認的治療方案

是開放性局部髓核切術，其療效確切，但是，其帶來了相應

的不良反應和併發症，較嚴重的是腰背部術後疼痛綜合症，

其治療非常棘手。近年來，微創治療以其創傷小、治療效率

高、併發症少和術後恢復快等優點，受到了醫生和患者的歡

迎，成爲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的首選方案[1,8]。微創技術有

很多種，如椎間盤鏡切除術、椎間孔鏡下髓核摘除術、髓核

鉗夾+纖維環成形術、椎間盤內電熱療法、低溫等離子髓核成

形術等[2,3,5]，各有它的優缺點及局限性，臨床醫生尋求更加安

全有效和侵入性小的措施。本文將經皮水刀探頭利用高壓水

流技術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進行臨床可行性研究，並對其療

效進行評估。

資料和方法

一、基本資料

1.一般資料

2011年3月~2012年1月間，21例被確診爲腰椎間盤突出

症，在澳門鏡湖醫院接受椎間盤水刀治療的住院患者，包

括12個男性和9個女性患者。年齡跨度為23歲~74歲，平均

年齡為45.67歲。21例患者中，單個節段椎間盤突出共16例

（L4/5有10例，L5/S1有6例），兩個節段椎間盤突出共5例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麻醉科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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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4~L4/5有2例，L4/5~L5/S1有3例），對多椎間盤病變的

患者先行椎間盤造影確定責任椎間盤後給予水刀減壓術，

21例患者共行26個椎間盤治療，髓核膨出物距椎體後緣爲

2.8~6mm，平均距離為3.3mm。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通過觀察腰背部和腿部的視覺類比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和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問卷(ODI)來綜合評價臨床症狀

的改善情况。術後隨訪1月~6月，平均隨訪1.5月。

2. 納入標準

(1)病人符合McCulloch設立的標準[6]：①腿部疼痛超過腰

部疼痛；②感覺異常和類似特定的神經根型症；③直腿抬高

試驗得分低於正常值的50%；④腱反射異常；⑤加強試驗陽

性；而且保守治療時間≧3個月後，患者的臨床症狀無明顯改

善；(2)MRI或CT顯示的病理變化與病人的臨床症狀一致；(3)

病人的椎間距離≧50%；(4)病人椎間盤突出物不超過椎體後

緣6毫米；(5)在術前X光片顯示椎體沒有不穩定。(6)椎間盤突

出無鈣化。　

(2)排除標準：①重要器官功能障礙；②腰椎滑脫；③髓

核脫出及游離；④混合型椎管狹窄症；⑤精神異常；⑥既往

椎間盤內有物理或化學方法治療史；⑦其他併發症狀（如馬

尾綜合症）。

二、治療方法

1. 手術設備 

(1)SpineJet(脊柱椎間盤水刀)：由HydroCision美國公司

生產。(2)儀器設備：影像介導選用美國GE數位血管减影機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2.操作方法  

(1)定位：取俯臥位，腹部墊一15厘米高的軟墊。DSA透

視下確定手術椎間隙，取患側進針穿刺，選用椎間盤造影相

同的穿刺路徑（斜位投照法），將下位椎體上關節突投影移

至上位椎體下緣中部，上關節突前緣爲穿刺進針點。

(2)穿刺：局部浸潤麻醉，整個過程可分爲三部份，第一

步：經皮穿刺直達安全三角區，穿過纖維環進入髓核，正位

透視針尖不超過棘突中綫，側位透視針尖位於椎間盤中後1/3

處。第二步二級套管穿刺：自穿刺針進入皮膚處切約1厘米長

的切口，二級套管套入一級穿刺針，逐漸拈轉進入安全三角

區，此時，如果病人無下肢異常感，方可用力將二級套管旋入

纖維環進入髓核組織，伴隨明顯的突破手感。第三步三級套管

穿刺：將二級套管頂端螺母旋下，三級套管套入二級套管內，

緩慢旋轉向前推進三級套管至安全三角區，當三級套管接觸纖

維環時，病人無下肢異常感覺，可用力將三級套管旋入髓核組

織，此時正位透視可見三級套管尖端位於椎弓根的內側緣，側

位透視可見三級套管尖端位於椎間盤中後1/3處。

(3)啟動：連接水刀套件到水刀主機，連接好入水出水管

道，先調節水刀開關到3檔，啓動脚踏開關，直到水刀刀頭出

現明顯水霧狀時停止脚踏開關。將水刀刀頭經三級套筒置入

椎間盤內，再經正側位投照確定刀頭位置在盤內最近點及最

遠點，將開關調至10檔。

(4)減壓：啓動脚踏開關，水刀機頭深入套管內漸進式向

前推拉和旋轉切吸髓核組織。可見管道內有絮狀髓核組織流

過，當水刀機頭在盤內有明顯的松曠手感時，說明髓核組織

的容量已經减少，達到了减壓目的。椎間盤切除術的時間一

般為3分鐘，迴圈水量約500ml~600ml。同時檢查收集瓶內的

髓核組織，若水變渾濁，似米湯樣，意味著包含髓核顆粒的

數量較多。停機後，經三級套管內置入軟性引流管，邊回抽

邊退管，旋轉式退出三級套管，檢查傷口，必要時傷口縫合

一針，處理傷口，返觀察室。將收集瓶內物，經過濾後送病

理檢查。 

(5)術後：臥床休息≧3小時，連續滴注3天抗生素。24小時

後，病人可下床活動。在前3個月，患者佩帶腰圍保護腰部。

3. 療效評估

術後1週進行腰背部和腿部的視覺類比評分 (visual ana-

logue scale, VAS) 疼痛評分和利用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問卷

來綜合評價臨床症狀的改善情况。

4. 統計學方法

用SPSS 16.0軟體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採用均數±標

準差(X ±SD)表示，採用配對樣本t檢驗分析，p<0.05為差異具

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在本組臨床研究中，共有21例患者符合水刀治療的標

準。術前和術後1週的腰背痛V A S評分分別為7.14±1.50和

2.86±1.53，兩者相比p<0.05（圖1）。術前和術後的腿痛VAS評

分分別為8.50±1.20和2.41±1.12，兩者相比p<0.05（圖2）。術前

和術後的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問卷表分別爲 71.43±14.93%，

術後為28.57±15.26%。兩者相比p<0.05（圖3）。在21例水刀手

術病人中，有2例在術後1月疼痛再發，行開放式手術治療，

佔10.5%，其中1例男性、74歲，術後第4天參加工作，連續多

天夜間巡值；另1例，32歲男性，術後第20天劇烈運動後疼痛

再發。

 圖1.腰背痛VAS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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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腿痛VAS評分

圖3.ODI評分(%)

討 論

在1934年，M i x t e r和B a r r首次報導了用手術方法治療

腰椎間盤突出症。一直以來，許多學者認爲，開放性局部

微切術是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的首選方案，成功率可高達

88%~98.5%[7,11,16]。然而，這種手術方案存在很多缺陷，如術

中需要全身麻醉，這將增加患者的致殘率和致死率；術中對

神經的過度牽拉、對髓核組織的過多切除及術後硬膜外纖維

硬化都可能導致背部術後疼痛綜合症的發生[4,11,15]。

隨著醫學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經後外側入路行間

接减壓”的理念下[8,9]，經皮微創技術經過多次改進，其治療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療效越來越得到醫生和患者的一致認可。

在本組臨床研究中，採用Hydrocision公司生產的SpineJet治療

21例腰椎間突出症患者，術後VAS評分、ODI(%)較術前均具

有統計學意義，提示脊柱椎間盤水刀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有

良好的療效。

視覺類比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是目前較多運

用於疼痛程度及疼痛改善的指標，本組採用腰部疼痛VAS評

價，結果術前和術後1週的腰背痛VAS評分分別為7.14±1.50和

2.86±1.53，腰部疼痛較前明顯減輕；腿部疼痛VAS評價，術

前和術後的腿痛VAS評分分別為8.50±1.20和2.41±1.12，腿痛較

前明顯減輕；但其結果不能排除由於術後臥床休息的原因。

採用腰部及腿部疼痛分別評價，有助於明確疼痛變化的確切

部位，如將運動後與靜息狀態下VAS評價加以區別更加有助

觀察疼痛變化。

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是用於腰痛患者自我量化功能障

礙的問卷調查表，原始表共有10項，每項有6個備選答案（分

值0~5分，0分表示無任何功能障礙，5分表示功能障礙最明

顯）。將10個項目的選擇答案相應得分累加後，計算其佔10

項最高分合計(50分)的百分比，即為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

0%為正常，越接近100%則功能障礙越嚴重。本組分別為術前

71.43±14.93%，術後為28.57±15.26%，功能障礙指數的評價對

患者整體滿意度有較好的提示，但由於觀察時間短，對中長

期療效有待進一步觀察。

椎間盤水刀SpineJet是把高速可控制的維繫水流(900km/h)

作爲切割的工具，將髓核組織切割成很小的微粒，利用高速

水流産生的阿基米德負壓，將切割下的髓核微粒吸出，進而

達到緩解椎間盤內壓力的目的[18,19]，通過將刀頭多方位移動，

减壓更爲徹底。這種技術的最大優勢在於：可控性極强，由

操作醫師掌握切吸範圍和確切部位，可達到靶點切除目的，

避免了物理、化學性再損傷的風險，對髓核及其鄰近組織結

構特別是軟骨板及椎體無熱損傷。美國Portsmenth醫療中心，

Mitchell A在對60例椎間盤水刀減壓26例完整資料中，通過與

傳統椎間盤微創手術的34例患者6個月的短期療效研究中發

現，腰腿痛的復發率下降17%，同時提出遠期療效及大樣本

量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組臨床病例21例椎間盤水刀治療，在椎間盤突出、

盤源性腰痛的經皮微創手術中，通過腰痛、腿痛VAS評分、

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評價，本組較術前均有明顯下降，無不

良反應及併發症出現，個別病例術後3個月，影像複查有一定

的改善，取得了初步的療效及經驗。椎間盤水刀减壓術是一

種療效確切、操作簡單、創傷小的有效治療方法，由於病例

數少，觀察病例少，其長期療效及大樣本資料有待進一步積

累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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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鏡湖醫院迴旋加速器工作人員輻射安全評估及分析

陳健培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評估及分析澳門鏡湖醫院迴旋加速器工作人員接受的輻射量。  方法 收集統計 

2011年7月~2012年9月期間3名工作人員的輻射接受劑量的資料，與國家有關安全標準作比較。  結果 

工作人員的手部及胸部之輻射接受劑量均屬安全水平。  結論 工作人員在現時工作環境內的操作方式

所接受之輻射劑量屬安全水平，仍足以應付目前的放射物處理工作。

【關鍵詞】迴旋加速器；輻射；安全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in the radiation safety of Cyclotron operators at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CHAN Kin Pui
Pharmacy Departmen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in the radiation safety of cyclotron operators.  Methods  Collect 

and analysis the absorbed dose data of the three operators from July 2011 to September 2012, and compare with the 
related radiation protection standard of China.   Results  The hand and chest’s absorbed dose of the operators are 
under the safety level.   Conclusion  The absorbed dose of the operators is under safety level by present equipments 
and operation process. 

[Key Words]  Cyclotron; Radiation; Safety

鏡湖醫院的迴旋加速器(Cyclo t ron)已正式運行了1年以

上，生產的主要放射性檢查藥物為18F-Fluoxyglucose，已供應

了全澳約400名患者，總生產藥物批次數達100次。涉及到的

工作人員主要為3人，另加1名候補人員。本文通過3種輻射劑

量監測儀器的數據分析，評估工作人員在處理生産放射藥物

工作時所接受的外照射輻射劑量的合理水平。

資料與方法

提供作為工作人員個人輻射劑量監測的儀器有：1.胸章個人

劑量計，2.指環個人劑量計，3.電子式個人劑量警報器。

一、胸章個人劑量計佩戴在工作人員胸口靠近心臟附

近，指環個人劑量計佩帶於工作人員慣用手的手指上，電子

式個人劑量警報器則佩戴在工作人員的腰間。

二、收集數據時間為2011年7月~2012年9月。3名主要工

作人員在此段時間內的分工如下：人員A：負責質量控制工

作；人員B：負責生產放射藥物工作；人員C：負責生產放射

藥物及質量控制工作。

三、胸章之放射劑量檢測範圍：光子為0.01mSv~10Sv, 

中子為 0.2mSv~250mSv；指環之放射劑量檢測範圍：光子

0.3mSv~10Sv；若當季工作人員個人劑量計之數值小於最小檢

測值，按規定取儀器最小檢測值之半數作為個人當季接受到

之劑量計算[1]。

四、《電離輻射防護與輻射源安全基本標準》的年劑

量限值[2]：1.有效劑量：20mSv/年，此為連續5年之年平均

值，且其中任何一年不能大於50mSv/年；2.照射部位當量劑

量：眼晶體：不能大於150mSv/年；四肢(手或足)及皮膚：不

能大於500mSv/年。

結 果

1. 胸章個人劑量計

胸章測量之數據分為兩種：光子輻射個人劑量(表1)及中

子輻射個人劑量(表2)。

表1.光子輻射個人劑量

工作
人員

2011
第三季

2011
第四季

2012
第一季

2012
第二季

2012
第三季

總接受
劑量

A 0.005mSv 0.005mSv 0.04mSv 0.1mSv 0.005mSv 0.155mSv

B 0.005mSv 0.09mSv 0.005mSv 0.26mSv 0.005mSv 0.365mSv

C 0.005mSv 0.03mSv 0.005mSv 0.005mSv 0.005mSv 0.050mSv

表2.中子輻射個人劑量

工作
人員

2011
第三季

2011
第四季

2012
第一季

2012
第二季

2012第
三季

總接受
劑量

A 0.1mSv 0.1mSv 0.1mSv 0.1mSv 0.1mSv 0.5mSv

B 0.1mSv 0.1mSv 0.1mSv 0.1mSv 0.1mSv 0.5mSv

C 0.1mSv 0.1mSv 0.1mSv 0.1mSv 0.1mSv 0.5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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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環個人劑量計數據(表3)

表3‧指環個人輻射劑量：

工作
人員

2011
第三季

2011
第四季

2012
第一季

2012
第二季

2012
第三季

總接受
劑量

A 0.41mSv 0.45mSv 0.15mSv 0.15mSv 0.44mSv 1.60mSv
B 1.36mSv 1.77mSv 1.92mSv 0.80mSv 0.58mSv 6.43mSv
C 0.66mSv 1.00mSv 0.65mSv 0.58mSv 0.65mSv 3.54mSv

3. 電子式個人劑量警報器數據(表4)

表4‧電子式警報器個人劑量：

工作
人員

2011
第三季

2011
第四季

2012
第一季

2012
第二季

2012
第三季

總接受
劑量

A 0.031mSv 0.007mSv 0.035mSv 0.007mSv 0.074mSv 0.154mSv
B 0.015mSv 0.017mSv 0.023mSv 0.028mSv 0.071mSv 0.154mSv
C 0.033mSv 0.014mSv 0.024mSv 0.041mSv 0.048mSv 0.16mSv

討 論

參考年劑量建議限值，工作人員均處於建議限值以下的

輻射劑量，屬合理範圍水平。在100多次的生產當中，每次生

產約600~800mCi放射活度的18F-離子，按照各輻射個人劑量計

的檢測值，顯示以現時的生產設備及正常生產流程下，對工

作人員處於有電離輻射環境下工作時之安全保護是足夠的。

從手部總接受劑量來看，主要處理生產工作方面的操作人員

(6.43mSv) 會比處理質控工作方面的手部劑量較高(1.60mSv)。

這與生產人員需於高劑量放射活度環境下操作有關。對於日後

若需再處理更高活度的18F-離子的話，對生產人員的手部劑量

的監測及保護需加強注意。從電子個人劑量計來看，與胸章個

人劑量計的數值相差不大，都在合理水平以內，且說明腰部及

胸部所接受到的輻射照射並不會有很大分別。

除了雙手必須操作放射藥物致手部接受輻射劑量較高

外，對於工作人員頭部及驅幹所接受到的放射劑量會有所分

別。質控工作人員曾把胸章個人劑量計放置於頭部眼睛附近

位置，進行一季度的質控工作。2012年第一季度與前兩季度

比較，在生產次數相若及質控操作時間固定的情況下，此季

度的輻射接受劑量有所提升（2012第一季：0.04mSv，2011第

三季及2011第四季：0.005mSv及0.005mSv，相差8倍），顯示

在質控人員工作時，頭部位置的環境會比驅幹的位置處於一

個較高輻射劑量水平，在日後生產次數繼續提升的情況下，

質控人員的頭部保護需要特別注意。

另外，若提升每週生產頻率，按以上數據為基礎進行

分析推理，在生產過程中所釋放出的放射線應與現時相差

不遠。唯在非生產時間，如何處理放射性廢料方面會有所分

別。以現時每週約2次生產頻率來算，放射性廢料均可在相對

安全的情況下去處理，可儘量降低人員接受之輻射劑量。但

若生產頻率提高，在時間沒有那麼充裕的情況下，如何去處

理相對放射活度較高且屯積廢物量較多的放射性廢料，將會

是我們需要去面對的問題。必須在人員安全及工作效率兩者

之間取得平衡，才能使工作人員在安心的環境之下工作，專

注處理放射性藥物。

北京藍道爾個人劑量監測室. 個人劑量檢測報告. 2011; 3-2012.4.

潘自強. 電離輻射防護與輻射源安全基本標準〈GB18871-2002〉, 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2002.10.08, 附錄B: 劑

量限值和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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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討論初産婦自然分娩和不同時機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結局。  方法 回顧分析

2009~2010年共2年間本院初産婦的分娩記錄資料，按是否實施分娩鎮痛及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

時機不同分爲3組，無分娩鎮痛的1,775例爲對照組，活躍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的403例爲觀察Ⅰ組，

潛伏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的296例爲觀察Ⅱ組。  結果 活躍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的産婦順産率最高，

潛伏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的産婦順産率次之，無分娩鎮痛的産婦順産率最低，各組間差別具有顯著

性（p <0.05）。  結論 施行分娩鎮痛可以提高順産率，活躍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産婦的順産率最高。

【關鍵詞】分娩鎮痛；順産率

Clinical analysis of 699 cases underwent 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labour

 LI Tao*, ZHANG Jing Xian, CHAN Hiu Fai, LIU Chi Wai
Department of Anaesthes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outcome of normal delivery in primipara undergoing epidural analgesia 

in different stages of labour.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delivery record from 2009 to 2010 of Kiang Wu 
Hospital. Patient were classified into 3 groups, 1775 cases as control group with no analgesic treatment during all 
stages of delivery, 403 cases as Group I who underwent epidural analgesia in active phase of first stage of labour, 
296 cases as Group II who underwent 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latent phase of first stage of labour.   Results  Ratio 
of natural birth in Group II were highest who underwent epidural analgesia in active phase of first stage of labour, 
in control group were lowest where no analgesic treatment were given.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re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Primipara receiving 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delivery can increase the ratio 
of natural birth, especially when applied in active phase of labour.

[Key Words]  Epidural analgesia in labour; ratio of natural childbirth  

699例分娩鎮痛的臨床分析

李濤* 張靜嫻 錢曉暉 廖自偉

分娩鎮痛可减輕産婦分娩痛苦，改善胎盤血流，降低胎

兒缺氧和新生兒窒息發生率，减少産婦剖宮産率及産後出血

率，縮短産程。目前硬膜外分娩鎮痛方法已經比較成熟，但

對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最佳時機的選擇還沒有統一的意

見。現對本院2009年~2010年共2年間收治的2474例初産婦分娩

病例進行回顧性分析，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09年~2010年共2年間本院收治的2,474例單胎足月初産

婦，年齡爲18歲~41歲，ASA I~II級，無病理産科因素及椎管

內麻醉禁忌症，經産科醫生評估可經陰道試產，自願接受分

娩鎮痛並簽署知情同意書。其中無分娩鎮痛的1775例産婦爲

對照組，於産程活躍期（宮口開大>3cm）開始實施分娩鎮痛

的403例産婦爲觀察Ⅰ組，於産程潜伏期（宮口開大<3cm）開

始實施分娩鎮痛的296例産婦爲觀察Ⅱ組。

二、 方法

觀察I、II組，分別於産程活躍期（宮口開大>3cm）和産程

潛伏期（宮口開大<3cm）時，取産婦L2~3或L3~4間隙穿刺硬膜

外腔成功後，置硬膜外管於硬膜外腔，用1%lidocaine3ml測試確

認硬膜外管的位置正確後，均採用0.15%羅哌卡因+1µg/ml芬太

尼的混合藥液，先推注5ml，然後按 6~10 ml/h的速度泵注。對

照組産程中無實施硬膜外鎮痛措施。

三、觀察指標

用胎心監護儀重點監護描記宮縮、宮內壓力和胎心變

化；記錄産程、鎮痛藥物使用量、疼痛評分、分娩方式、新

生兒Apgar評分和剖宮産的指征。 

四、統計學方法

所有資料均採用卡方檢驗。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無分娩鎮痛産婦的順産率爲52.1%，實施分娩鎮痛産婦的

總順産率爲70.1%，實施分娩鎮痛産婦的總順産率高於無分娩

‧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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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痛産婦的順産率，其差別有顯著性（p<0.05），見表1。

表1無分娩鎮痛和實施分娩鎮痛産婦順產率的比較

組別 n 順産例數 順産率（%）

無分娩鎮痛 1775 925 52.1

有分娩鎮痛 699 490 70.1

觀察Ⅰ組産婦的順産率爲77.7%，觀察Ⅱ組産婦的順産

率爲59.8%，於産程活躍期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産婦的順

産率較於産程潜伏期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産婦的順産率

高，其差別有顯著性（p<0.05），見表2。

表2不同時機實施分娩鎮痛産婦順產率的比較

組別 n 順産例數 順産率（%）

活躍期 403 313 77.7

潛伏期 296 177 59.8

對照組産婦剖宮産的主要指征爲胎窘，觀察Ⅰ、Ⅱ組兩

組産婦剖宮産的主要指征都是活躍期停滯。

討 論

自然分娩的産婦産後恢復快，疼痛少，可儘早哺乳，住

院時間短，且自然分娩的嬰兒有經過産道擠壓的過程，出生

後呼吸系統的功能較好。剖宮産能很快結束産程，但産婦創

傷較大，術後恢復慢，且因手術需使用抗生素等原因須延遲

哺乳，同時剖宮産的嬰兒沒有經過産道擠壓的過程，產後早

期呼吸功能較弱。所以自然分娩可以大大提高母嬰圍産期的

質量。

當然，無可否認自然分娩時伴隨的疼痛是一種劇烈的疼

痛。當前臨床上對疼痛程度的分級共分爲12級，分娩疼痛位

於最高的第12級，可見分娩疼痛的劇烈程度。一項隨機調查

結果顯示，93.6%的孕婦期望自然分娩，但其中大多數却因爲

害怕分娩時的疼痛而選擇了剖宮産[1]。

分娩疼痛不僅極大地打擊了産婦能堅持完成自然分娩

過程的信心，同時因爲劇烈疼痛導致了産婦緊張、焦慮和恐

懼，體內兒茶酚胺、β-內啡肽、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和皮質醇

等釋放增加，産婦心搏量增加，血壓升高，氧耗量和能量代

謝加快，代謝性酸中毒發生率高；同時胎盤血流减少，胎兒

氧供减少，增加了胎兒缺氧和新生兒窒息的發生率[2]。

硬膜外分娩鎮痛能大大地减輕産婦産程中的痛苦，使産

婦兒茶酚胺釋放减少，子宮收縮增强，加速産程進展，减輕

了産婦在第一産程體力和精神的消耗，留有餘力儘快完成第

二産程。本院的資料統計顯示硬膜外分娩鎮痛能大大提高産

婦的順産率，這與絕大多數同類的研究結果一致。目前，實

施硬膜外鎮痛减輕産婦的分娩痛苦已成爲一些發達國家的常

規分娩形式，美國、英國等一些國家選擇分娩鎮痛的産婦比

例達到85%~90%左右[3]。近年來，本院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産

婦的比例逐年升高，體現了澳門社會對産婦分娩痛苦的關注

越來越多，也是澳門分娩文明的進步體現。

至於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最佳時機，目前在臨床

上還沒有統一的定論，但多數的研究認爲在産程活躍期的早

期（宮口開至3~5cm）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較合適。從本

院的資料也可以看出，在活躍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産婦的順

産率較高。但潛伏期（宮口開大<3cm）佔第一産程的2/3甚至

更長時間，分娩疼痛對母嬰的不良影響在産程一開始就已經

呈現，潜伏期不給予分娩鎮痛而形成的對母嬰不良損害將會

對整個分娩過程造成影響[4-6]。所以潛伏期予以分娩鎮痛也是

非常必要的。本院對在不同時期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

兩組産婦使用了同樣濃度的藥物，得到了兩組産婦順産率不

同的結果，如果在潜伏期就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並使用

更低濃度的藥物，是否能達到既减輕産婦痛苦又不影響産婦

順産率的效果呢？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證明。

陳昌玲. 分娩鎮痛的臨床分析. 中外醫療, 2010; 4:102-102.

Anim-Somuah M, Smyth R, Howell C. Epidural versus non-epidural or no 

analgesia in labour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5; 19(4):331-336.

鄒清如. 分娩鎮痛500例臨床分析[J]. 中華醫學研究雜志, 2006;6(1):21.

耿志宇,  吳新民,  李萍,  等. 産婦産程潜伏期羅呱卡因混合舒芬太尼硬

膜外分娩鎮痛的效果[J]. 中華麻醉學雜志, 2006; 26(3):261-264.

OhelG, Gonen R, Vaida S, et al. Early versus late initiation of epidural analgesia 

in labor: dose it increase the risk of cesarean section? Arandomized trial [ J] Am 

J ObstetGyneco, 2006; 194(5):6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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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neuraxial analgesia given early versus late in labor [J] . N Engl Med, 2005; 

17(7):65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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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硬膜外麻醉鎮痛的臨床安全及其對體溫、産程、産後出血量及縮宮素使用率

等的影響，爲助産士及其他醫護人員制定合理計劃提供參考措施。  方法 通過回顧性研究隨機抽取行

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191例為鎮痛組，及未行分娩鎮痛的患者193例爲對照組，比較兩組産婦體溫變化

情况、第一、第二産程時間、産後出血、縮宮素使用情况。  結果 硬膜外分娩鎮痛能引起暫時性體溫

升高，對產後2小時體溫無明顯影響（p>0.05）。分娩鎮痛能縮短第一、第二產程（p<0.05）。但對産

後出血及縮宮素使用率無明顯影響（p>0.05）。  結論 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可縮短産程時間，對産後

出血量及縮宮素使用無明顯不良影響，但會引起暫時性體溫升高，多在産後2小時恢復正常。

【關鍵詞】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產時發熱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191 cases treated with epidural anesthesia for labour analgesia

 GUO Ying*, HAO Zhong Qiong, TANG Yan Qing
,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afety of epidural anesthesia during labour and its influence on 

body temperature, labour stage duration, postpartum bleeding volume and oxytocin utilization.  Methods  After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and random selection, 191 patient undergoing epidural anesthesia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 
group, while another 193 patient without epidural anesthesia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Comparison of body 
temperature change, duration of first stage and second stage of labour, postpartum bleeding volume and usage 
of oxytocin were done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Epidural anesthesia can cause temporary increase of body 
temperature,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 2 hours after delivery (p>0.05).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s of labour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in experiment group (p>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unded in terms of postpartum 
bleeding volume and oxytocin utilization (p>0.05).  Conclusion  Epidural anesthesia can shorten the duration of 
labour no harmful influence on postpartum bleeding and oxytocin utilization. It can cause a temporary increase 
of body temperature but returns to normal during postpartum.

[Key Words]  Epidural anesthesia; Labour analgesia; Intrapartum fever

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191例的臨床觀察

郭瑛＊ 郝忠瓊 唐燕清

自然分娩期間的劇烈産痛給産婦身體上帶來巨大的痛

苦，對產婦的產後心理健康有較長時間的影響[1]。在確保母

嬰安全的前提下，開展分娩鎮痛以减少母親分娩時的痛苦是

産科和麻醉科共同關注的課題。硬膜外麻醉鎮痛分娩因鎮痛

效果顯著，作用範圍精確，對其它區域神經反應影響小而受

到了越來越多産婦的接受和追捧[2]。硬膜外麻醉鎮痛分娩是

否影響子宮收縮從而對産程造成影響、是否增加産後出血

量，是否引起體溫升高等，一直是臨床關注的焦點。作者於

2011年4月~2012年4月通過觀察體溫變化、第一、二産程時

間、産後出血量、是否使用縮宮素等，以瞭解硬膜外麻醉分

娩鎮痛技術對體溫、産程、産後出血量的影響。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隨機抽取2011年4月~2012年4月，在本院自願要求採取

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術的191例產婦作鎮痛組，同期未行分

娩鎮痛的產婦193例對作照組。納入對象均爲：(1)單胎頭位

陰道分娩的初產婦；(2)分娩前48小時無炎症性疾病（如呼吸

道感染，泌尿系感染及生殖道感染等）及發熱；(3)無産科

併發症如明顯的頭盆不稱、胎盤功能低下、妊高征、疤痕子

宮、無內科合併症。剔除標準：(1)第一産程潜伏期出現體

溫＞38℃；(2)急產。

表1.鎮痛組和對照組産婦一般情况比較

組別 n 年齡（歲） 體重(kg) 孕週（週）

觀察組 191 24±2 73±5 39.0±0.3

對照組 193 26±3 70±8 38.0±0.2

t 1.64 1.88 1.64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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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產婦年齡，體重和孕週比較 p＞0.05，差異均無統計

學意義，兩組資料具有可比性（見表1）。

二、鎮痛方法

產房室內溫度維持24~26℃，鎮痛組產婦宮口擴張2~4cm

行硬膜外麻穿刺術，注入2%利多卡因2~5ml硬膜外置管連接

微泵，注射器內配0.15%LEVOBUPIVACAINE HCL持續給藥

6~8ml/h，直至宮口開全為止停藥。產程中密切監測血壓、心

率和血氧飽和度，並持續胎心監測。

三、觀察指標

1.體溫數據：採用腋下體溫測量，鎮痛組測基礎體溫、

術後1小時、術後2小時、產後2小時體溫；對照組測基礎體溫

及産後2小時體溫。

2.圍產期相關因素：第一、第二產程所需的時間；産後

出血量；是否使用縮宮素。

四、統計學處理

採用SPSS 18.0統計學軟件進行資料分析。計數資料用百

分比描述，組間差異比較採用卡方檢驗；計量資料用均數±標

準差表示，兩獨立樣本比較採用t檢驗；多組樣本比較採用單

因素方差分析，各組間比較採用LSD-t檢驗，p<0.05為差異有

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觀察組與對照組發熱情況的比較

鎮痛組產後2小時體溫≧37.3℃的發生率為8.90%，對照

組産後2小時體溫≧37.3℃的發生率為6.74%，差異無統計學

意義（χ ²=0.624，p =0.429>0.05），說明分娩鎮痛對產後2

小時發熱沒有影響。鎮痛組基礎體溫平均值36.53±0.38℃，

術後1小時體溫平均值36.72±0.36℃，術後2小時體溫平均值

36.85±0.33℃，產後2小時體溫平均值36.86±0.38。運用單因素

方差分析，f=33.948，p<0.0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各組間

相互比較用LSD-t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可知術後1小時，

術後2小時，產後2小時與基礎體溫相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但產後2小時與術後2小時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

明分娩鎮痛能引起暫時性體溫升高。

表2  鎮痛組與對照組産後2小時體溫比較

發熱（≧37.3℃） 不發熱 合計 x² p

鎮痛組 17 174 191 0.624 0.429>0.05

對照組 13 180 193

表3  鎮痛組各時間點LSD-t檢驗結果

組間 兩均數之差 標準誤 p

1與2 -0.19738 0.03735 <0.05

1與3 -0.32042 0.03735 <0.05

1與4 -0.033089 0.03735 <0.05

2與3 -0.12304 0.03735 <1>1＝0.01

2與4 -0.13351 0.03735 <0.01

3與4 -0.01047 0.03735 >0.05

1為基礎體溫，2為術後1小時體溫，3為術後2小時體溫，4為產後2小時體溫

二、觀察組與對照組産程及産後出血量比較

鎮痛組與對照組産程時間及産後出血量比較見表四，鎮

痛組第一、第二産程時間均短於對照組(t =2.061，p <0.05)，

即 分 娩 鎮 痛 能 縮 短 第 一 、 第 二 產 程 。 鎮 痛 組 産 後 出 血

212.04±135.18ml，對照組産後出血量210.64±99.85ml，兩組比

較無明顯差異(t=0.115，p >0.05)，分娩鎮痛對産後出血量無明

顯影響。

表4  産程及産後出血量的比較

組別 鎮痛組 對照組 t值 p

例數 191 193

第一產程時間(min) 526.36±216.02 572.01±217.96 2.061 0.04

第二產程時間(min) 49.35±27.38 56.31±31.73 2.304 0.02

産後出血量(ml) 212.04±135.18 210.64±99.85 0.115 0.985

三、鎮痛組及對照組使用縮宮素情況

鎮痛組縮宮素使用率為46.07%，對照組縮宮素使用率爲

48.7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 ²=0.267，p=0.606>0.5)，即分娩

鎮痛與是否使用縮宮素無相關性。

表5：縮宮素使用情況比較

使用縮宮素 未使用縮宮素 合計 Χ² p

鎮痛組 88 103 191 0.267 0.606

對照組 94 99 193

討 論

一、産時發熱機制

本研究結果認為分娩鎮痛能引起暫時性體溫升高，但體

溫平均值不超過37.3℃，達不到發熱標準。且觀察結果顯示

鎮痛組與對照組産後2小時體溫無明顯差異。說明分娩鎮痛不

會引起產後發熱。臨床上應用分娩鎮痛易引起體溫升高[3]，

大多數研究認爲其機制可能是硬膜外麻醉使麻醉平面以下肌

體血管擴張，使對流輻射散熱增加；減輕疼痛，使骨骼肌活

動減少，產熱減少，但過度通氣減少；出汗閾值升高；麻

醉平面以上肌體血管收縮，都將導致散熱减少。另外麻醉對

冷、熱覺阻滯的不同步，溫熱覺阻滯發生較早，使得寒冷刺

激持續存在，體溫調節中樞得到的資訊發生偏差，機體反應

爲産熱增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產熱多於散熱[3,4]。産時體溫

上升，但通常不會超過38℃。高於38℃的發熱的主要原因是

絨毛膜羊膜炎[5]。本研究結果無一例產時體溫超過38℃。Le 

Ray等[6]研究認為使用分娩鎮痛者2小時後產時發熱的風險增

加。由於本研究只測量了術後1小時，術後2小時體溫，故爲

了進一步闡明分娩鎮痛與産時發熱的相關性及變化趨勢需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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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研究中更加嚴密的測量體溫，如增加多個時間點的鎮痛

組與對照組體溫的測量。

二、分娩鎮痛對圍產期因素的影響

通過對兩組產婦的觀察發現，採用低濃度硬膜外持續

麻醉分娩鎮痛能縮短第一、第二產程時間，並未影響縮宮

素使用。這與過去人們普遍認爲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會抑制

宮縮，引起宮縮乏力和影響分娩産程進展相反[7]。其原因可

能爲持續硬膜外麻醉鎮痛消除或减輕了宮縮痛，使盆底肌鬆

弛，宮口擴張速度加快，從而减少了胎兒在下降及內旋轉過

程中的阻力，促進了胎頭的下降和旋轉[8]。不可否認，產程

的順利進展與助產士密切的監測、指導息息相關。分娩鎮

痛時專人看護密切監測母嬰狀况，護理人員應有充足的時間

實施心理護理，使産婦逐漸正確認知和把握分娩過程，保持

心情暢快，構建積極健康自信的心理狀態，提升産婦心理素

質，以良好的狀態接受並適應妊娠應激反應。産程中密切監

測其生命體徵、産程進展及胎心的變化，及時協助其排空膀

胱利於胎頭的下降，如宮縮乏力及時通知醫生，遵醫囑用

藥。分娩鎮痛後，產婦主動分娩意識降低，加上麻醉作用致

部份産婦無排便感而影響腹壓，宮口開全或近開全時立即停

用鎮痛藥物，及時正確指導産婦使用腹壓，防止産程延長及

胎兒宮內窘迫。

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技術對産後出血量的影響也是一

個被關注的課題，本文觀察結果：兩組病例産後出血量無統

計學意義。硬膜外麻醉後，産痛减輕，産婦緊張和焦慮情緒

得到緩解，可有效降低因情緒緊張、宮縮乏力所致的産後出

血[9]。

三、限制

是次研究由於受時間、人力、物力等條件所限制，對照

組所監測的體溫只有基礎體溫和産後2小時體溫。因觀察組分

娩鎮痛時，需經醫生通過陰道檢查確認宮口擴張2~4cm才進行

硬膜外阻滯麻醉，鑒於考量如果對照組因爲做此研究而額外

增加陰道檢查次數，不排除會增加産婦感染的機會。其次給

醫務人員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及浪費資源。且最終結果並

不影響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組鎮痛後的體溫趨勢、兩組産後2

小時體溫及相關因素探討。本研究觀察樣本爲1年，已滿足統

計學上大樣本要求，故不影響統計學結果，當然條件許可，

最好採用前瞻性隨機對照。

結論與建議

硬膜外阻滯麻醉安全有效，已被公認爲當前用於分娩

鎮痛的最佳方法[10]。通過本次研究表明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

可縮短産程時間，對産後出血量及縮宮素使用無明顯不良影

響，能引起暫時性體溫升高。証實了硬膜外麻醉分娩鎮痛安

全有效，值得推廣。在今後的工作中可進一步探討其對分娩

方式、胎心率及新生兒APAGA評分的影響，可增加對產婦血

常規的監測，進一步分析硬膜外分娩鎮痛與發熱的相關性。

本院硬膜外分娩鎮痛的成功實施及良好效果的獲得與麻

醉醫師及産科同仁的工作是分不開的。分娩鎮痛不僅利於母

嬰平安，也關係到提高產婦的生活質量，維護她們的尊嚴，

令生育文明踏入更高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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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超聲在乳腺癌診斷中的應用價值。  方法 搜集經手術病理證實的52例乳腺

癌，回顧分析超聲檢查結果，著重分析乳腺腫塊形態、邊界、腫塊內部回聲、後方回聲、縱橫比、

微鈣化、有無包膜和腫塊彩色血流豐富程度等多項測量指標的變化，以及腋窩淋巴結腫大情况。  結

果 52例乳腺癌中，腫塊形態不規則35例(67.3%)，後方回聲衰减24例(46.2%) ，腫塊內部微鈣化灶25

例(48.1%) ，彩色多普勒超聲檢出腫塊內部及周邊豐富血流信號30例(57.7%)，腋窩淋巴結轉移28例

(53.8%)。  結論 乳腺癌的超聲表現具有一定的特徵性，綜合分析二維聲像圖及彩色多普勒超聲表現，

有利於提高乳腺癌超聲診斷的正確率。

【關鍵詞】超聲；乳腺癌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52 cases of breast cancer diagnosed by ultrasonography

 LIN Ning*,  LI Jun, LIANG Shu Min, CAI Xiao Lin 
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ultra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52 cases if breast cancer confirm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haracteristics of breast 
cancer in ultrasonography including sizes, shapes borders of masses, intra mass echo, retro mass echo, aspect ratio of 
masses, microcalcification, mass encapsulation, blood flow of mass, and changes in axillary lymph node. Results Of 
52 cases of breast cancer, 35cases(67.3%) showed irregular mass, 24 cases (46.2) showed retro echo attenuation, 25 
cases (48.1%) showed microcalcification, 30 cases (57.7%) presented with increase in blood flow signal intra & peri 
mass vessels in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28 cases (53.8%) showed the axillary node metastatsis. Conclusion 
The characterstics of breast cancer in utrasonography is characteristics, the diagnostic rate of breast cancer can be 
raised by analysis of two dimensional view and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Key Words]  Ultrasonography; Breast cancer

超聲診斷52例乳腺癌回顧分析

林寧* 李峻 梁樹民 蔡曉琳

乳 腺 癌 為 中 年 女 性 最 常 見 的 惡 性 腫 瘤 , 發 病 率 為

10%~15%。近年來其發病率在我國明顯上升，已升至女性惡性

腫瘤中的第1位[1,2]。乳腺癌的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是本病治癒

與否的關鍵。超聲檢查應用於乳腺檢查，在普查、篩查、定期

複查及早期發現腫物方面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對超聲應用於乳

腺癌診斷進行回顧性分析，旨在觀察其實用性與可靠性。

資料和方法

一、基本資料

搜集本院2009年6月~2011年9月術前經彩色多普勒超聲

檢查，並經手術證實的乳腺癌患者52例；患者均為女性，

年齡21歲~72歲。52例乳腺癌中，分別爲浸潤性導管癌41例

(78.8%)，髓樣癌4例(7.7%)，導管原位癌7例(13.5%)，見表1。

二、儀器與方法

使用GE LOGIQ 9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7~12MHz。檢查

時患者取仰臥位、右側及左側臥位，對乳腺各象限分別作縱

向、橫向和放射狀切面檢查，觀察其聲像特徵及彩色與多普

勒頻譜特徵判斷乳腺腫塊性質。超聲診斷乳腺癌的特異徵象

包括[3,4]：不規則團塊/分葉狀、後方回聲衰减、浸潤性生長、

微鈣化、腋窩淋巴結腫大等；同時，採用彩色多普勒超聲觀

察乳腺腫塊內部、周邊的血流分佈狀况。

超聲檢查結果

乳腺癌超聲檢查診斷正確率和誤診率：52例乳腺癌術前

經超聲檢查診斷為乳腺癌者43例，診斷正確率為82.7%，有9

例誤診，佔17.3%。見表1。

表1.52例乳腺癌超聲檢查診斷正確率和誤診率

類型 浸潤導管癌 髓樣癌 導管原位癌 合計

診斷正確率(%) 37/41(90.2) 1/4(25.0) 5/7(71.4) 43/52(82.7)

誤診率(%) 4/41(9.8) 3/4(75.0) 2/7(28.6) 9/52(17.3)

乳腺癌超聲檢查圖像特徵：52例乳腺癌中，35例(67.3%)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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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塊形態不規則/邊界不清，24例(46.2%)後方回聲衰减，25例

(48.1%)腫塊內部見微鈣化點，30例(57.7%)腫塊探及腫物內部

及周邊豐富血流信號，28例(53.8%)伴有腋窩淋巴結腫大，見

表2。典型超聲改變見圖A-E。

表2. 52例乳腺癌超聲檢查各徵象的檢出率

超聲徵象 浸潤性導管癌 髓樣癌 導管原位癌 合計

腫塊邊緣不整(%) 30/41(73.2) 1/4(25.0) 4/7(57.1) 35/52(67.3)

腫塊中微鈣化(%) 24/41(58.5) 0/4(0) 1/7(14.3) 25/52(48.1)

後方回聲衰减(%) 22/41(53.7) 0/4(0) 2/7(28.6) 24/52(46.2)

腫塊血流豐富(%) 23/41(56.1) 3/4(75.0) 4/7(57.1) 30/52(57.7)

腋窩淋巴結腫大(%) 26/41(63.4) 1/4(25.0) 1/7(14.3) 28/52(53.8)

圖A.右側乳腺探及低回聲腫物，邊界      圖B.左側乳腺探及低回聲腫物，其內

       不清，周邊呈毛刺樣改變。                     可見散在微鈣化點。

圖C.左側乳腺探及低回聲腫物，其後      圖D.乳腺癌的彩色多普勒聲像圖。右側

       方回聲明顯衰減。                                    乳腺探及低回聲腫物，彩色多普勒

                                                                                  聲像圖示其內部豐富血流信號。

圖E.腋窩淋巴結腫大聲像圖。右側腋窩可見一腫大淋巴結，皮質厚度不均勻， 

       淋巴結門結構偏心，提示淋巴結轉移。                   

討 論

乳腺癌是人類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病理組織學上

主要分爲浸潤性導管癌（非特殊性）、浸潤性小葉癌、小管

癌、浸潤性篩狀癌、髓樣癌、黏液癌、浸潤性乳頭狀癌、大

汗腺癌、化生性癌等和乳腺導管原位癌、乳腺小葉原位癌、

微小浸潤癌；其中，浸潤性導管癌最多見，約佔65%~85%[5]。

乳腺癌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是至關重要的，在

一些發達國家，乳腺癌的早期發現和採用先進的治療方法已

使其死亡率明顯降低。隨著影像技術的不斷進步，尤其超聲

檢查在其診斷中的廣泛應用，使其及時早期診斷成爲可能。

本組病例的診斷正確率達到82.7%，完全支持這一觀點，超聲

檢查不僅可作為乳腺癌術前輔助診斷，而且因無創性檢查，

可作為乳腺腫塊診斷的常規檢查項目。

乳腺癌大多表現爲形態不規則、邊界不清，部份病灶

表現爲毛刺樣邊界，這主要與其浸潤性生長方式有關；在

病理組織學上，可見癌組織呈放射狀侵入鄰接纖維脂肪組織

內[6,7]；同時，由於癌組織組織結構紊亂，表現爲後方回聲明

顯衰减。本研究中乳腺癌腫塊形態不規則達到67.3%，常見的

浸潤性導管癌達73.2%，後方回聲衰减達到46.2%，提示乳腺

癌的二維超聲聲像圖特徵有特異性[8]。本研究中髓樣癌4例，

其中3例邊界較清楚，邊緣較光滑，內部爲不規則低回聲；組

織學上髓樣癌的腫瘤細胞數多、間質纖維少，所以腫瘤大而

質地較軟，易壞死；其邊界較清楚，邊緣較光滑[6]。

乳腺癌出現鈣化率較高，特別是浸潤性導管癌和導管

原位癌。大多數學者認爲微鈣化灶是診斷乳腺癌特異性較高

的指標。張家庭等[9]認爲微鈣化的檢出可作爲診斷惡性鈣化

的重要超聲徵象，而斑塊狀鈣化則可作爲良性鈣化的特徵之

一。本文中約48.1%乳腺癌檢出微鈣化灶，其中浸潤性導管癌

達58.5%，導管原位癌只有14.3%。

乳腺癌腫瘤組織釋放的腫瘤血管生成因數刺激腫瘤及鄰

近組織産生大量的新生血管，這些血管從腫瘤四周向瘤組織內

部生長，並隨腫瘤生長不斷更新分佈和增加血管數量[10,11]，新

生血管的血管壁薄，粗細不均，缺乏平滑肌組織[12]，常形成紊

亂血管吻合和動-靜脈分流，因此，乳腺癌組織多有豐富的動

脈供血[13]。本研究中彩色多普勒超聲顯示乳腺癌內部血流檢出

率高達57.7%，亦證實此觀點；相關研究亦證明，乳腺癌組織

血流信號分佈較豐富具有特異性，與良性腫瘤有差異[14,15]。

乳腺癌容易出現腋窩淋巴結轉移。轉移性淋巴結因受

轉移的腫瘤細胞浸潤至髓質緻密，甚至使淋巴結結構破壞；

原結構內血管被阻塞或破壞，新生血管增多、紊亂且狹窄屈

曲，轉移性淋巴結往往增大。本文中約53.8%乳腺癌發現腋窩

腫大淋巴結；特別是浸潤性導管癌轉移率高，約爲63.4%。

乳腺癌淋巴結轉移最常見的部位是同側腋窩淋巴結，常爲多

發，其形態多呈圓形，表現爲邊界模糊或邊緣有切跡；淋巴

結內回聲减低，中心區回聲不清或消失；其中部份腫大淋巴

結呈融合狀。轉移淋巴結內及周邊多有血流顯示，並隨淋巴

結增大血流增多，尤以融合狀淋巴結內血流最爲豐富。所

以，超聲檢查發現乳腺腫塊及同側腋窩伴腫大淋巴結，首先

應考慮乳腺惡性病變。



37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3, Vol 13. No.1鏡湖醫學201 3年6月第13卷第1期

綜上所述，單一的超聲指標診斷乳腺癌並不可靠，乳腺

癌的超聲診斷需要多個指標綜合判斷，如發現乳腺內實性不

均質低回聲灶，伴有微鈣化灶，邊界不清及形態不規則，內

部血流豐富，腋窩伴有腫大淋巴結或淋巴結相互融合時，應

高度懷疑乳腺癌；結合二維超聲聲像圖及其彩色多普勒超聲

表現，將有助於提高乳腺癌診斷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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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難治性支原體肺炎14例臨床分析

卓觀達 李靜* 陳彥 曾駿賢 宋冬其 潘寶全

‧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難治性肺炎支原體肺炎（RMPP）的發病特點，以提高對肺炎支原體肺炎的診

療水平。  方法 對本院2012年5月~2012年7月的14例RMPP的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影像學結果、治療

過程及轉歸進行分析總結。  結果 14例難治性肺炎支原體肺炎起病均表現爲發熱、刺激性咳嗽，發熱

持續時間長，咳嗽劇烈。胸片示肺實質性滲出灶，胸腔積液4例，胸片改變持續時間長。14例均給予大

環內酯類抗生素及吸入性糖皮質激素（ICS）治療。5例經靜脈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1例大片肺實變患

者經支纖鏡沖洗治療。隨訪1~2個月，除2例未複查胸片的患兒，全部病例胸片陽性改變消失。  結論 

RMPP病情重，病程遷延，應及早行胸片及病原學檢查以早期診斷，聯合使用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和ICS

對RMPP有效，對於出現全身炎症反應、肺部滲出重及明顯胸膜反應者應早期靜脈使用糖皮質激素。

【關鍵詞】支原體肺炎；兒童；治療；激素

The clinical analysis of 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 in 14 children

 CHEOK Kun Tat, LEI Cheng*, CHEN Yan, CHANG Chon In, SONG Dong Qi, PAN Bao Qua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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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e(RMPP),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for RMPP.  Methods  Clinical data(includin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laboratory examination, pulmonary radiographic findings, therapeutic regimen and outcome) of 14 
children with RMPP, who were treated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May to July in 2012, were analyzed.   Results  
All cases were manifested as prolonged fever, irritable cough. The pulmonary radiographic findings showed the 
exudative changes in lung parenchyma. 4 cases had pleural effusion. And all pulmonary radiographic findings are 
persistent. 14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Macrolide antibiotics and inhaled corticosteroid(ICS). 5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corticosteroid. Bronchofiberoscope lavage was used in one case because of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Follw up for one to two months, the pulmonary radiographic findings in 12 cases disappeared completely except 
2 cases who didn’t repeat the chest X-Ray.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MPP cases are severe and 
persitent. Early CXR and etiological examination are useful for early diagnosis. The combined use of Macrolide 
antibiotics and ICS is effective for RMPP. RMPP cases with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evere pulmonary 
exudative changes and pleural effusion should be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corticosteroid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Mycoplasma pneumoniae; Child; Treatment; Corticosteriod

肺炎支原體 (MP) 是兒童社區獲得性肺炎的常見病原體之

一，佔小兒呼吸道感染的30%以上[1]，多對大環內酯類抗生素

治療敏感，但近年難治性肺炎支原體肺炎 (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RMPP) 呈增多趨勢[2]。RMPP病情重，病

程長，對兒童健康危害大，及早診斷、合理治療可减少併發症

的發生。現將本院2012年5月~2012年7月收治的14例難治性肺炎

支原體肺炎的臨床資料進行分析總結，以提高診療水平。

資料和方法

一、基本資料

本組患兒共14例，其中男性12例，女性2例，年齡1.8

歲~10歲，平均6.9歲。其中<4歲者2例，4~<7歲者2例，≧7歲

者10例。病程18~40天，平均25.2天。

二、診斷

目前RMPP國際上並未有統一的定義，日本學者近年提出

RMPP的定義為應用大環內酯類抗生素1週或以上，患兒仍表

現爲發熱，臨床症狀和影像學表現繼續加重[3]。本組14例患兒

均符合以上標準。

結 果

一、臨床表現

14例患兒均以發熱、刺激性咳嗽起病，其中13例體溫均

高於39.5℃。發熱時間8~18天。咳嗽劇烈，多呈刺激性乾咳、

陣發性連聲咳嗽，帶少許白色黏痰或者黃痰。伴有喘息發作2

例，氣促4例。肺部體徵方面表現：表現爲雙肺呼吸音粗、未

聞及羅音2例，痰鳴音7例，細濕羅音4例，1例出現明顯病側

肺叩診實音並呼吸音降低。

二、肺外損害

表現爲：心血管系統損害2例(14%)，表現爲心肌損害、

表1 14例患兒臨床資料

病
例

病程
(天)

發熱
天數

入院
為病
程第
N天

入院胸片
入院時肺
部體徵

入院
MP-Ig

複查
MP-Ig

胸片
好轉
時間

1 18 2 2
右全肺實變，伴縱膈、

心影右移
右肺呼吸音低，
右側叩診實音，

40 160 14

2 18 10 4 雙肺點片狀陰影 痰鳴音 0 1280 --#

3 24 10 2 雙肺點片狀高密度影 痰鳴音 0 10240 --#

4 24 8 3
沿左肺門向外的片狀

高密度影，左肺門增大
痰鳴音 0 160 24

5 25 10 8
雙下肺中、內帶見

小斑片狀陰影
痰鳴音 160 40 25

6 33 18 7
右上肺炎並肺不張，
可見支氣管充氣征，

右肺細濕羅音 0 640 30

7 26 9 2 左下肺肺炎
雙肺呼吸音粗，

無羅音
0 5120 25

8 23 15 12
雙下肺炎，以左下肺為主，

左側少量胸腔積液
雙肺中細濕羅音 320 40 23

9 28 10 4
右下肺炎症，

右側少量胸腔積液
雙肺呼吸音粗，

無羅音
0 160 25

10 23 10 5
左下肺野中內帶
多發斑片狀影

左肺細濕羅音 320 40 23

11 20 10 5 左肺大片雲霧狀陰影 痰鳴音 40 160 14

12 24 9 3
沿右中下肺葉

間隙片狀緻密影
痰鳴音 0 160 20

13 27 11 6
右上肺、左下肺

可見斑片狀模糊影
右上肺可聞及

細濕羅音
0 320 20

14 40 14 8
雙肺大片肺實變，
合併少量胸腔積液

痰鳴音 80 5120 40

# 未追蹤胸片至完全吸收

心肌酶升高；消化系統損害6例(42%)，表現爲腹瀉、嘔吐、

腹痛者4例(28%)，肝功能損害、肝酶升高2例(14%)。

三、實驗室檢查

入院後採用日本富士生產的Serodia-MycoII試劑盒，以

被動凝集法檢測血清肺炎支原體混合抗體滴度，並於2週

後複查，14例患兒抗體滴度均有4倍上升或下降的改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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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8例入院時（初次檢測時間為發病的2~7天）測定MP-Ig陰

性，1例患兒入院時（檢測時間為發病的第2天）MP-Ig滴度

1:40，以上9例患兒兩週後複查MP-Ig均上升高於1:160。其

餘5例患兒入院時（檢測時間為發病的5~11天）檢測MP-Ig

滴度為1:80~1:320。血常規：12例外周血白細胞計數正常

(4.3×109/L~9.8×109/L)，2例白細胞計數稍增高(14.3×10×9/

L~14.5×10×9/L)；12例白細胞分類均以中性粒細胞為主，2例

中性粒細胞及淋巴細胞比例接近。hsCRP:13例稍升高(0.53mg/

dl~4.64mg/dl)，1例正常。

四、影像學改變

所有患兒在入院第1天進行胸部X線攝片，均有異常：肺

實質性滲出灶14例，累及雙肺7例，累及單側肺7例（其中4例

為右肺實變陰影）；胸腔積液4例（左側2例，右側1例，雙

側1例），為少到中量。1例胸部作肺部CT檢查，提示右肺不

張、實變。除2例患兒隨訪後期未複查胸片外，其餘12例患兒

複查均在出院後1月左右複查胸片。其中1例患兒於右肺遺留

少許局部纖維灶外，11例患兒胸片完全吸收，11例患兒從發

病至胸部X線片恢復正常天數為14~40天，平均為23.6天。

五、治療與轉歸

以上患兒入院後給予了化痰、Ventolin霧化吸入、退熱、

營養心肌、護肝等綜合治療，並予Zithromax 10mg/kg.d靜脈滴

注5~7天後，改爲口服Roxithromycin 5~10mg/kg.d或者克拉黴

素15mg/kg.d，部份予Zithromycin序貫療法（應用4天後停用3

天，重複2~3療程），大環內酯類抗生素總療程3~4週。5例重

症肺炎病例加用Dexamethasone 0.3~0.5mg/kg.d或Methylpredniso-

lone 2~3mg/kg.d靜脈滴注，療程3~8天。其中2例病例在使用激

素前曾應用丙種球蛋白400mg/kg.d×2~3天，合併細菌感染徵象

者聯用β-內醯胺酶類抗生素。

14例患兒均熱退，臨床症狀改善出院，住院時間6~20

天，平均12.5天。4例胸腔積液經上述治療之後，於門診隨診

1~2個月，臨床症狀、體徵完全消失。12例複查胸片恢復正

常。

討 論

近年來難治性肺炎支原體肺炎的診治引起臨床醫生的重

視，本澳地區今年也呈現RMPP突增的趨勢。14例RMPP患兒

病情重、胸片改變持續時間長，引起持續高熱、劇咳，對患

兒的學習、身體造成嚴重的負擔。因而早期診斷、合理治療

至關重要。

RMPP患兒與普通MP肺炎患兒發病時類似，早期肺部體

徵不明顯，但出現持續高熱並且胸片改變早且較嚴重。本組

14例患兒來診時胸片改變均符合肺炎診斷，但其中9例來診時

肺部體徵僅表現爲呼吸音增粗或者痰鳴音，並無典型兒童肺

炎的體徵。因而在臨床中遇到高熱時間長伴劇烈乾咳，但肺

部體徵不明顯的學齡期兒童，應考慮有MP感染可能，以免耽

誤早期診斷及治療。

作者發現RMPP患兒發病年齡高、病程長，考慮RMPP發

病年齡偏大的現象與MP感染後自身機體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

功能紊亂有關[4-6]。MP與機體的肺、肝、心、腎、腦等重要組

織器官存在共同抗原，MP感染後誘導機體産生自身抗體，抗

原抗體形成免疫複合物激發一系列自身免疫損傷，甚至全身

嚴重炎症反應綜合症[5]，出現持續高熱及肺外器官的損害。

學齡期兒童免疫功能發育較成熟，對MP感染呈現較劇烈的自

身攻擊的免疫反應，因而表現出較嚴重並遷延的症狀。而嬰

幼兒免疫系統發育未完善，並不能産生高滴度的抗體，自身

免疫攻擊反應反而並不劇烈。

MP對組織直接的損傷及上述所提的免疫紊亂的間接作

用是MP感染的主要發病機制。MP血症是病程早期高熱的原

因，大環內酯類抗生素是兒童MP感染的首選藥物，作者選用

Zithromax 10mg/kg.d靜脈滴注5~7天後，隨後口服Zithromax或

者Roxithromycin、Karicin，總療程3~4週。有文獻[8]指出MP血

症患兒紅黴素有效血濃度明顯高於阿奇黴素，前者療效優於

後者，因而在以後的臨床工作中，早期的MP血症期可以考慮

使用紅黴素靜脈滴注。此外，考慮吸入性糖皮質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 ICS)可直接抑制氣道非特異性炎症，14例病例均

給予了霧化吸入ICS的治療，對於急性期的免疫損害以及感染

後氣道高反應性有良好的效果，明顯改善熱退後刺激性乾咳

症狀[9]。

對於全身炎症反應嚴重表現爲高熱難退、肺部滲出嚴重

及明顯胸膜反應的患兒使用全身性激素3~5天[3,10]，有效地减

輕全身炎症反應、促進肺部胸膜的炎症滲出病變的吸收、改

善呼吸窘迫症狀。本組5例使用全身性激素患兒在應用激素前

已聯用β內醯胺酶類抗生素5~10天，但仍高熱，例2、12右下

肺滲出灶增多，例6在原有肺部實變基礎上出現肺不張，例7

出現胸腔積液，例14胸腔積液增多。5例患兒使用全身性激素

3~5天後熱退，肺部滲出吸收，肺不張改善，胸腔積液减少。

由此證明，免疫紊亂、非特異性炎症反應是導致RMPP患兒

嚴重肺部滲出、胸膜反應的重要機制，糖皮質激素能有效抑

制MP感染的自身免疫損傷[10]。在無明確合併細菌感染（即使

hsCRP升高）的證據下，使用β內醯胺酶類抗生素並不能縮短

病程。有學者認爲丙種球蛋白對RMPP也有效果，但本組病例

有2例患兒使用IVIG後仍發熱，其中1例同時出現胸腔積液，

而使用糖皮質激素後熱退，胸腔積液吸收，提示IVIG對RMPP

的炎症抑制作用並不理想。

R M M P肺炎可因炎症分泌物阻塞而合併肺實變或肺不

張，本組例1右全肺不張患兒，於支纖鏡下進行支氣管肺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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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洗吸取痰栓，右肺復張，明顯緩解呼吸困難症狀。已有學

者[11]證實MP肺炎合併肺不張，抗生素治療效果不佳時，應儘

早行支氣管肺泡灌洗。

總而言之，在MP感染病例中，應警惕RMPP的發生，診

斷後應儘快應用大環內酯類抗生素，ICS明顯改善MPP的刺激

性咳嗽症狀。早期、短期使用腎上腺皮質激素可有效抑制難

治性MP肺炎的免疫紊亂及全身炎症，减輕肺部滲出、胸膜反

應及肺外損害。在無明確合併細菌感染的情况下，聯用β內

醯胺酶類抗生素對於縮短病程可能併無肯定的效果。對於合

併肺不張兒童，支氣管肺泡灌洗可促進肺部炎症吸收、早期

復張。

袁壯, 董宗祈, 魯繼榮, 等. 小兒肺炎支原體肺炎診斷治療中的幾個問

題. 2002; 17(8):449-457.

Gaillat J, Elahault A, deBarbeyrac B, et al. Community epidemiology of 

Chlamydia and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 LRTI in France over 29 months. 

Eur J Epidemiol, 2005; 20(7):643-651.

Tamura A, Matsubara K, Tanaka T, et al. Methylprednisolone pulse therapy 

for refractory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children. J Infect, 2008; 

57(3):223-228.

[1]

[2]

[3]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余漢濠）

Radisic M, Torn A, Gutierrez P, et al. Severe acute lung injury caused by 

mycoplasma pneumoniae:potential role for steroid pulses in treatment. Clin 

Infect Dis, 2000; 31(6):1507-1511.

韓曉華, 劉立雲, 敬宏, 等. 小兒肺炎支原體肺炎合併全身炎症反應綜

合症時炎性相關因素的變化及臨床意義. 中國當代兒科雜誌, 2007; 

9(4):347-350.

Tanaka H, Narita M, Teramoto S, et al. Role of interleukin-18 and T-helper type 

1 cytoki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adult. 

Chest, 2002; 121(5):1493-1497.

曹蘭芳. 兒童難治性肺炎支原體肺炎的診治現狀和進展. 臨床兒科

雜志, 2010; 28(1):94-97.

Chu HW, Campbell JA, Rino JG, et al. Inhale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reduces 

concentration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flammation, and 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 in lungs of mice. J Infect Dis, 2004; 189(15):1119-1127.

蔣俊曄綜述. 兒童難治性肺炎支原體肺炎研究進展. 國際兒科學雜

誌, 2009; 36(1):14-16.

齊建光, 張韶傑, 陳永紅, 等. 兒童重症支原體肺炎的臨床特徵和治療

探討. 中國當代兒科雜誌, 2008; 10(6):719-722.

 羅社聲, 王穎碩, 王財富, 等. 支氣管肺泡灌洗在小兒支原體肺炎併肺

不張治療中的作用. 中華兒科雜誌, 2008; 46(2):145-146.

[4]

[5]

[6]

[7]

[8]

[9]

[10]

[11]

支撐喉鏡下會厭囊腫半導體激光切除術73例

朱立洪 陳勝炬 劉水明*

‧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支撑喉鏡下會厭囊腫切除術在氣內麻下半導體激光手術後創面出血、恢復及復

發情況。  方法 回顧性分析不同方法會厭囊腫切除術的術後創面出血、恢復及復發率的差異。本院2010

年~2012年10月上旬為確診會厭囊腫，經支撑喉鏡下手術切除的73例。  結果 術中出血不明顯；較傳統

的採用表面麻醉下用間接或直接喉鏡暴露術野，直接咬除會厭囊腫的方法優勝。  結論 在支撐喉鏡下半

導體激光切除會厭囊腫，手術痛苦小，手術切除徹底，既可减少了復發率，同時保證了醫療安全。

【關鍵詞】會厭囊腫切除術；半導體激光；支撑喉鏡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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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cases epiglottic cystectomy with semiconductor laser under self-retaining laryngoscope

 CHU Lap Hong, CHAN Seng Koi, LIU Shui Mi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gy-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bleeding of raw surface,wound recovery and lesion replase of epiglottic 

cystectomy with semiconductor laser under self-retaining laryngoscope.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applied between different surgical methods in the bleeding of raw surface, wound recovery and lesion replase 
of epiglottic cystectomy. It contained 73 cases with final diagnosis of epiglottic cyst which accepted cystectomy 
with semiconductor laser under self- retaining laryngoscope by general anesthesia during 2010 until Oct 2012.   
Results  It was minor bleeding, it was better than cystectomy under direct laryngoscope or laryngeal mirror by 
topical anesthesia.  Conclusion  Epiglottic cystectomy with semiconductor laser under self-retaining laryngoscope 
by general anesthesia is a well-complianted, less painful,thoroughly-resected,minimally recurred and extremely 
securited surgical approach.

[Key Words]  Epiglottic cystectomy; Semiconductor laser; Self-retaining laryngoscope

會厭囊腫是耳鼻喉科常見疾病，本文分析治療以會厭囊

腫在支撑喉鏡下半導體激光切除創面出血及復發情况。2010

年~2012年10月上旬，作者收治會厭囊腫73例，術中無明顯出

血，無1例復發。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73例中，男32例，女41例。年齡在30歲~75歲。73

例多有咽異物感，脹感，囊腫平均為1cm×1.2cm，最大1例為

2.5cm×2.5cm。囊腫位於會厭舌面，大多呈半球形，表面光

滑，半透明，色淡黃白或微黃，基底較廣，部份囊腫者可出

現細小血管縱橫其上。

二、手術方法

全身麻醉下氣管內插管，病人仰臥，頭向後伸。用中號

支撐喉鏡，在顯微鏡下放大看清後，雙手操作，用鉗鉗著囊

腫一側，半導體激光用5W沿囊腫邊緣向基底凝切分離切除囊

腫，基底予半導體激光充分止血。部份較小的予激光氣化。

所有患者觀察術後創面出血情况，囑患者盡量吐出咽

部份泌物或液體以判斷出血量：痰中帶少量暗紅血絲爲無出

血[1]；口吐鮮紅色唾液爲少量出血；大口不停口吐鮮紅色血

液是需立即重新止血，爲中、大量出血。術後間接喉鏡下觀

察，會厭創面白膜生成、脫落時間及癒合時間：脫落時間爲

白膜完全脫落所需時間，癒合時間爲黏膜基本修復正常所需

時間。時間以天計算。

結 果

12例患者術後1天（24小時）創面僞膜生長良好，無術後

出血。而門診隨訪覆查1個月，創面僞膜脫落完全理想，3個

月以上，觀察無併發症（主要觀察有無會厭軟骨壞死穿孔情

况）及無1例復發。

討 論

過去傳統的會厭囊腫摘除術多採用表面麻醉下用間接

或直接喉鏡暴露術野，直接咬除部份囊壁，吸淨囊液。手術

因病人不易合作，特別是對特殊體形如頸短粗、舌體肥大、

下頜小等，咽反射敏感者更是難以操作，術者單手操作，術

野狹小，照明差，均易造成手術不徹底。而單純咬除囊壁，

術後常易復發。術中有可能傷及大血管，造成大出血，血凝

塊誤吸，危及生命。半導體激光儀，其凝固的效果是波長爲

1064nm的Nd-YAG激光的2倍[2]。同時達到切割和止血效果。

其優點：(1)全麻下手術解除了病人不合作所造成的種種情

况，減少病人痛苦，降低手術風險；(2)術前需行喉內窺鏡

檢查以明確囊腫的位置和大小，術中應用支撑喉鏡和顯微鏡

相結合，使術野充分暴露並有良好的照明，術者可以雙手操

作；(3)術中使用激光邊切割、邊止血，助手幫助吸淨烟霧，

保持有良好的術野；(4)術後需加用激素治療，可緩解由於手

術熱創傷後造成的會厭水腫，防止術後喉梗阻的發生。故作

者認為，會厭囊腫在支撐喉鏡下半導體激光切除術，手術痛

苦小，手術切除徹底，既可减少了復發率，同時保證了醫療

安全；這種術式容易被患者接受。

龐玲, 張家雄, 周文茹, 等. 全麻支撑喉鏡下會厭囊腫切除手術38例. 現

代診斷與治療, 2007; 18(3):176.

尤慧華, 孫永慈, 李棟, 等. 會厭囊腫的激光手術治療. 浙江臨床醫學, 

2004; 6(1):5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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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全髖關節置換術（THA）後脫位的原因及防治措施。  方法 回顧分析2006年6

月~2012年12月3例THA術後脫位患者的術前病因、脫位原因、治療經過及術後預防再次脫位採取的措

施。  結果 術後經6個月~6年隨訪，其中1例未再發生脫位。另2例在1個月內再次出現脫位，後經關節

翻修術，未再出現脫位。  結論 髖關節周圍軟組織失衡、患肢主動或被動活動範圍過大、假體安裝位

置不當是脫位的常見原因；脫位後患者可通過麻醉下行閉合復位治療，若假體位置不當者應考慮手

術翻修；術前和術後對患者進行有關THA的康復知識教育是預防脫位的重要措施。

【關鍵詞】髖關節；全髖關節置換；脫位

Analysis the cause and prevention of early dislocation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LIU Tong Fang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and prevention of dislocation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A).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3 patient with dislocation after THA from June 2006 to December 2012; 
preoperative etiology of disease, cause of dislocation, treatment proces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undertaken for 
postoperation dislocation were randomly analyzed. Results During the 6 months to 6 years follow up , 1 patient 
walked well without relapse of dislocation , in other 2 patients dislocation reoccurred in 3months, but got stable after 
revision surgery. Conclusion The major causes of dislocation after THR includes unbalance in peri-articular soft 
tissue, excessive active and passive movement of extremities and incorrect fitting of prosthesis. Majority of dislocations 
were corrected by closed reduction, revision surgery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case of severely misplaced prosthetic 
position. Pre and post operation rehabilitation knowledge education is key measures to prevent dislocation.

[Key Words]  Hip joint;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A); Hip dislocation

全髖關節置換術後早期脫位的原因分析及治療

劉通方

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後髖關節脫位

是一種嚴重的術後併發症，文獻報導其發生率為1%~10%不

等[1]。THA術後脫位不僅會延長患者住院時間，而且嚴重影響

其生理和心理健康。如果反覆發生會影響患者關節的功能，

需進行手術治療。本院2006年6月~2012年12月行THA 24例，

術後發生髖關節脫位3例(12.5%)，本文回顧性分析其影響因

素，並探討治療方法及預防措施。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共3例，男2例，女1例，年齡52歲~74歲，平均58.4

歲。後脫位2例，前脫位l例。THA術前診斷為股骨頸骨折1

例，股骨頭缺血性壞死1例，發育性髖關節脫位（Developmen-

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DDH）1例。手術入路：本組手術均採用

後外側入路。脫位原因：2例因活動時髖關節屈曲內翻、內旋

引起，1例坐低椅試圖站立時出現脫位。X線檢查顯示，3例脫

位中有2例髖臼人工關節位置不良，其中1例前傾角過大伴有

外翻角過大，1例前傾角過小伴有外翻角過大。側方外展試驗

陽性2例，其中1例伴有內收肌張力過大。脫位發生時間：2例

在術後1週內發生，1例在術後1月時發生。

二、診斷及治療方法

髖關節置換術後脫位的臨床診斷相對容易。病史中有突

然改變體位後引發髖部疼痛、肢體短縮時應高度懷疑髖關節

脫位。髖部的正側位片能進一步確診，並明確脫位的方向。

治療上本組3例均在全麻下行手法復位，復位成功後行下肢皮

牽引3週，再下地拄拐行走。1例股骨頭壞死病人因為髖臼位

置放置欠佳，外展角大於65。而再次脫位，故予以翻修，並

重新調整髖臼的位置。1例髖臼發育不良患者反覆出現脫位，

其髖臼位置欠佳，軟組織不平衡，行翻修術。翻修後2例患者

在床上限制髖關節活動3週。

結 果

‧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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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經6個月~6年隨訪，其中1例牽引治療3週後下地行

走，未再發生脫位。另2例在3個月內再次出現脫位，經關節

翻修術，未再出現脫位。

討 論

人工關節位置不良是早期脫位的主要原因。Dorr等[2]將全

髖置換術後脫位分為4類：體位性脫位，假體位置正確，軟組

織平衡。脫位是由於患肢活動超過安全範圍所致。髖關節周

圍軟組織不平衡引起的脫位。假體位置安放不良，髖臼或股

骨柄的位置超過了正常的安全範圍。軟組織不平衡和假體位

置不良同時存在。在這4種脫位類型中，與手術操作本身最

直接相關的是假體位置不良引起的脫位。髖臼較安全的位置

是前傾角15(±10)。，外展40(±10)。，而股骨柄，應有15。的前

傾。髖臼在正常位置時脫位的發生率為1.5%，不正確時可以

達到6%，而且治療上如果不調整假體的位置，復位後出現復

發性脫位的概率明顯增加[3]。本組病例中1例患者髖臼外展角

大於65。，前傾角8。，在麻醉下手法復位成功後，皮牽引3週

仍難獲得穩定。經再次手術調整髖臼的位置後，術後患者未

再次出現脫位。因此，預防關節假體位置不良引起的脫位最

重要的措施是提高醫生的手術操作水平，確保假體的位置放

置正確。髖臼人工關節前傾角過大易發生前脫位，過小則易

發生後脫位；外翻角過大，髖臼對股骨頭的覆蓋不夠，易發

生上脫位，過小則在髖臼外展時股骨大轉子易與髖臼外緣發

生碰撞而脫位。同時還要強調假體安放完成後進行患髖的穩

定實驗，這樣可以早期發現並消除不穩定因素，減少術後脫

位的發生。

髖關節周圍軟組織失衡是早期脫位重要原因。此類早期

脫位多出現在髖臼發肯不良、強直性脊柱炎、髖關節手術史

病例。本組中有1例高位的DDH。術後出現前脫位，其髖臼

的外展角大於65。，前傾角為30。，術後3個月內反覆出現前

脫位。DDH的發育異常同時包括骨骼異常（髖臼、股骨頭、

股骨頸）和軟組織異常（關節囊、股骨頭圓韌帶、關節周圍

肌肉）。加之高位的DDH，因切口暴露和手術操作的需要，

關節周圍的軟組織往往需要剝離和松解較多，進而使髖關節

周圍軟組織平衡受到破壞。此患者合併髖臼假體位置不良，

因此術後反覆脫位。可見，髖關節周圍軟組縱張力不平衡是

導致早期髖關節脫位不可忽視的原用。在髖關節置換中，恢

復關節周圍軟組織平衡是衡量手術成敗與否的一個重要指

標[4]。對於髖部周圍肌力正常的首次手術患者，常規手術操

作一般很少導致患者出現髖關節周圍軟組織不平衡。因此，

對有高危THA術後脫位的患者，應在術前周密計畫，注意術

中人工關節置放位置，術後嚴格康復訓練，以降低脫位發生

的風險。

體位失當是早期脫位重要誘因。對於假體位置正確，軟

組織平衡的患者而言，術後醫生和患者的重視是避免關節脫

位的重要措施。本組中1例患者坐矮椅時，突然試圖起身去接

電話而出現脫位。為了減少這類體位性脫位的發生，應強調

術前和術後對患者進行有關THA的康復知識教育，讓患者瞭

解正常的活動範圍及體位，避免過度活動和錯誤體位元導致

的脫位。

總之，人工髖關節脫位一旦發生，必須認真分析脫位原

因並採取積極的治療措施。首選的治療方法是麻醉下牽引復

位、患肢皮膚牽引等保守治療，促進局部滲出吸收及軟組織

瘢痕癒合，穩定關節。對於復發性脫位難以實現穩定者，則

應在明確病因後予以相應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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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顆粒細胞瘤的臨床病理學特徵、治療及預後。  方法 回顧分析6例顆粒細胞瘤

的臨床資料及組織學形態特徵，並採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方法觀察其免疫表型。  結果 顆粒細胞瘤

6例。男性2例，女性4例，年齡26歲~52歲，平均年齡43.5歲。均爲單發病例，臨床上主要表現爲真

皮、皮下或黏膜下孤立性無痛性結節，分別位於皮膚4例（腋下、胸壁、前臂、頭部）、乳腺、食管

各1例。病理組織學上，顆粒細胞瘤的腫瘤細胞通常有比較豐富的嗜酸性顆粒狀胞質和小而深染的胞

核。免疫組化示神經標記物S-100蛋白强陽性，表達溶菌酶的標記物CD68不同程度陽性。  結論 顆粒

細胞瘤少見，常具有良性的臨床經過。特徵性的組織學表現及免疫組織化學檢查有助於診斷, 並支持

雪旺細胞來源的學說。

【關鍵詞】顆粒細胞瘤；免疫組織化學；臨床病理學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6 cases of granular cell tumor

 SIN Lai Fong, CHAN Kin Iong, XIAO Gang, YIP Yuk Ching, WAI Kit Ching, DONG Shu Kun*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opatholigical features, management and prognosis of 

grandular cell tumors (GCTs).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clinical data and his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6 cases of GCTs were performed,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were performed in all cases. Results 6 cases of 
GCTs including 2 males and 4 females; ages ranging from 26 to 52 years (mean age is 43.5 years old).All cases 
were mainly manifested as solitary painless nodule in dermis, subcutaneous and submucosal tissue; 4 cases were 
dermal manifestation including axilla, chest wall, forearm and head; one presented in the breast and esophagus 
respectively. Histologically, GCTs tumor cells possess of abundant eosiophilic granular cytoplasm, small and drak 
nuclei. Immunohistochemistry study showed strong positive staining of S-100 protein in all cases and various 
degree of positive CD68 in most of the cases. Conclusion GCTs are rare tumors, often possess benign clinical 
course, his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are helpful for making diagnosis, and also supports 
the doctrine of origin of Schwann cells.

[Key Words]  Granular cell tumors; Immunohistochemistry; Clinicopathology

顆粒細胞瘤6例臨床病理分析及文獻回顧

冼麗芳 陳建勇 蕭剛 葉玉清 韋潔貞 董書堃*

顆粒細胞瘤(granular cell tumors, GCTs)較爲少見，組織學

特徵顯示腫瘤由圓形或多邊形細胞組成，胞質嗜伊紅色顆粒

狀，絕大多數爲良性腫瘤。顆粒細胞瘤可發生於身體任何部

位，大多數病例位於頭頸部，尤其是舌，其次分佈於軀幹和

四肢，表現爲黏膜下或皮下緩慢生長的孤立性小結節。部份

病例可發生於喉、氣管、食管、膽道、胃和膀胱等處，少數

病例也可位於乳腺和外陰[1,2,3]。消化道以食道最常見。隨著電

鏡及免疫組化的開展，提示腫瘤細胞有雪旺細胞分化。現回

顧6例GCTs並複習相關文獻，以探討其臨床病理學特徵。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收集澳門鏡湖醫院2005年1月~2012年7月期間診斷爲GCTs

的病例6例，其中位於皮膚4例（分別位於腋下，胸壁，前

臂、頭部），乳腺、食管各1例。6例患者中，男性2例，女性

4例，年齡26歲~52歲，平均年齡43.5歲。臨床上主要表現爲真

皮、皮下或黏膜下孤立性無痛性結節。

二、方法

標本切除後經12%中性福馬林固定、常規石蠟包埋，

4μm厚切片，HE染色。並進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檢查。

結 果

一、大體檢查

腫瘤位於真皮、皮下或黏膜下，腫瘤呈淡黃色或灰白

‧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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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質地中等。

二、組織學形態

腫瘤細胞呈巢狀或條索狀排列，其間有纖維結締組織分

隔，有時可見瘤細胞圍繞神經（圖1）。瘤細胞呈圓形或多邊

形，胞界不清，胞質豐富、含多量的嗜酸性顆粒狀物質，核小

圓形或卵圓形，大多位於中央（圖2）。部份病例的組織學結

構稍有差異，可出現一定的異型性，有時核仁明顯，核分裂象

少見，未見壞死。腫瘤組織鏡下邊界常不清、無完整的包膜。

三、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結果

6例病例腫瘤細胞均呈彌漫强陽性表達S-100（圖3），不

同程度表達溶菌酶的標記CD68（圖4），而表達平滑肌和上

皮的標記物Actin、CK均陰性。特殊染色DPAS陽性。

圖1.腫瘤細胞呈巢狀或條索狀排列，有纖維結締組織分隔，在正常的乳腺組織      

中浸潤生長；   圖2.瘤細胞呈圓形或多邊形，胞界不清，胞質豐富、含多量的

嗜酸性顆粒狀物質，核小圓形或卵圓形，位於中央；   圖3.S-100腫瘤細胞彌漫

強陽性表達；   圖4.溶菌酶的標記CD68不同程度表達。

討 論

顆粒細胞瘤(GCTs)不常見，可發生於任何年齡，多見於

40歲~60歲，兒童少見，女性較男性多見，男女比例一般在

1:2左右。可發生於全身各部位，多發於頭頸部，佔40%，以

口腔特別是舌部最為常見。其他部位包括皮膚及皮下組織，

乳腺，食道及喉[1-4]，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內鏡的廣泛應用，

發生於喉、食管、氣管、胃腸道等處黏膜部位的病例日漸多

見[5]。大多爲單發性無痛性腫塊，病因不明，但也有多發及

家族易感性的報導[6]。

顆粒細胞瘤的來源一直有爭議，其命名是單純從形態學

角度而不涉及其組織學發生。近年來，多數人認爲腫瘤是周

圍神經相關細胞起源，根據是超微結構顯示細胞質內可見多

量溶酶體復合物，內見angulated小體[7]；組織學上，部份病例

可見腫瘤細胞包繞周圍神經束，與雪旺細胞形態學有過渡現

象，所以大多數學者接受了雪旺細胞的組織起源學說[8]。本

研究顯示全部病例S-100、CD68免疫組化陽性，支持雪旺細胞

來源的學說。

關於顆粒細胞瘤良惡性的組織學標準尚未統一，惡性

顆粒細胞瘤極少見，發生率約2%[1,10]。在臨床上惡性顆粒

細胞瘤除了腫瘤體積較大、發病年齡偏大以外，其他與良

性顆粒細胞瘤無明顯差別，轉移是唯一明確的惡性證據。

Fanburg-Smith等[1]認爲與惡性有關的特性包括：(1)腫瘤性壞

死；(2)梭形細胞；(3)空泡狀核伴明顯核仁；(4)核分裂象活躍

(>2/10HPF)；(5)高核漿比及細胞的多形性。有上述3個或3個特

徵以上的提示爲惡性，有1個或2個特徵的考慮爲非典型性顆

粒細胞瘤。其他與惡性或侵襲性行爲有關的特性有腫瘤直徑

大於5cm、進行性快速生長等。

良性顆粒細胞瘤的治療目前以手術切除爲主，對位於食

管、喉、胃腸道等黏膜的腫瘤，可以採用內窺鏡黏膜下剝除

術,由於在內鏡下往往很難完整切除，有學者認爲即使存在陽

性切緣，其復發率也很小[9]，所以主張切除後密切隨訪。對

於體積較大的顆粒細胞瘤，考慮到有潜在惡性或易復發的傾

向，可能需要擴大切除範圍。惡性顆粒細胞瘤必須做局部廣

泛的切除手術，因爲腫瘤容易通過淋巴管道轉移，所以必要

時應加上區域淋巴結的清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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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對5例皮脂腺痣的臨床病理分析及文獻複習。  方法 5例皮脂腺痣採用常規HE染

色，並分析其臨床病史及病理學特點。  結果 3例(60%)出生時發病，男女之比為3:2。本病主要病理表

現爲毛囊减少或缺失，可見成熟或接近成熟的皮脂腺小葉增生，部份皮脂腺直接與毛囊漏斗或表皮

相通，皮脂腺小葉下方可見灶性大汗腺。  結論 皮脂腺痣通常出生即可出現。最常發生於頭，頸部。 

組織學上皮脂腺可同時合併表皮，毛囊，皮脂腺和汗腺的異常，也可併發多種皮膚腫瘤。

【關鍵詞】皮脂腺痣；鑒別診斷

Clinical pathological study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5 cases of nevus sebaceous

 KU Kit Ming, XIAO Gong, CHAN Kin Iong, LIN Han Lia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Nevus Sebaceous. 

Methods 5 cases of Nevus Sebaceous were investigated by  hematoxylin-eosin, the clinical history and pathlog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3 cases (60%) nevus sebaceous occurred during birth, male and female proportion 
was 3:2. The main 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decreased or disappeared of hair follicles, mature or near mature 
sebaceous gland hyperplasia were seen, parts of sebaceous gland were directly communicated with follicular 
infundibulum or epidermis, focal apocrine gland were present below the sebaceous glands. Conclusion Nevus 
Sebaceous often presents at birth and commonly affects the head and neck area. Nevus sebaceous is complex lesion 
comprising abnormalities of the epidermis, hair follicles, sebaceous and sweat glands, and frequently complicated 
by development of various other cutaneous neoplanms.

[Key Words]  Nevus Sebaceou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皮脂腺痣5例臨床病理分析及文獻複習

古杰鳴 蕭剛 陳建勇 林漢良*

皮脂腺痣又稱器官樣痣，是一種發生於皮膚的瘤樣病

變，通常出生即有，但患者一般在11歲~40歲才就診。男女發

病相當，現將遇到的5例報告如下。

材料與方法

5例為本院2011年~2012年皮膚科及耳鼻喉科患者，經活

組織病理檢查確診。所有標本均用4%甲醛固定，常規組織脫

水，石蠟包埋切片，HE染色。

結 果

5例中，男3例，女2例；年齡：≦15歲2例，16歲~30歲

2例，≧30歲1例，出生時出現皮損3例(60%)，14歲出現皮損

1例，21歲出現皮損1例。發生在耳周皮膚3例，頭皮2例；5

例患者均無任何自覺症狀，皮損均為單發，局灶性無毛斑塊

（圖1），大多數為灰黃色，皮損面積0.8cm×0.5cm×0.4cm~3cm

×0.8cm×0.5cm，呈不規則片狀，表面呈顆粒狀或乳頭狀。

組織病理學檢查  送檢皮膚表皮均有程度不同的角化過

度，表皮呈乳頭狀增生4例，毛囊減少或缺失，均見成熟或接近

成熟的皮脂腺小葉增生（圖2），部份皮脂腺直接與毛囊漏斗或

表皮相通（圖3），皮脂腺小葉下方可見灶性大汗腺，均未見其

他組織學改變。

圖1.皮脂腺痣的外觀

 

圖2.皮膚表皮呈乳頭狀增生伴真皮
淺層皮脂腺增多，毛囊減少（HE

染色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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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皮脂腺直接開口於表皮，其下

可見大汗腺（HE染色40倍）

 

 

討 論

皮脂腺痣，又稱為器官樣痣，通常出生即有，新生兒

中發病率達0.3%，男女發病相當。皮脂腺痣通常表現爲單個

圓形或卵圓形斑塊，直徑1cm~6cm，邊界清楚。最常發生於

頭，頸部，尤其是頭皮。表現爲黃色，扁平或乳頭狀禿髮

斑塊。皮脂腺痣也可發生於額部，顳部，面中部或耳後，偶

爾還見於軀幹，四肢，口腔，外耳道和肛周。隨著年齡的增

長，皮損逐漸成疣狀。至青春期，在性激素的作用下，皮損

明顯增大，表面呈蠟樣光澤。成年後，皮脂腺痣病變中可能

發生向不同方向分化的良性或惡性腫瘤。皮脂腺痣可表現爲

綫狀，常發生於耳後，少數情况下還可發生泛發的皮脂腺痣

以及帶狀疱疹樣的皮脂腺痣。有數例家族性皮脂腺痣的報

告。先天性皮脂腺痣有時會伴有其他異常，尤其是神經系統

異常。其損害往往呈線狀，廣泛分佈於頭部，甚至頸，肩

部。先天性皮脂腺痣，癲癇，智力低下三聯征，又稱作綫狀

皮脂腺痣綜合症。在臨床實踐中，癲癇與智力低下並不總是

規律出現，眼或其他器官的異常也可發生。伴發的癲癇有時

頑固難治，需要手術治療[1]。

有研究發現皮脂腺痣患者存在PTCH基因的缺失，PTCH途

徑和皮膚的發生，發育有關，這可以解釋皮脂腺痣皮損中見到

上皮和附屬器結構的異常[2]。組織學上皮脂腺可同時有表皮，

毛囊，皮脂腺和汗腺的異常。其中，表皮呈現黑棘皮病樣或乳

頭瘤樣改變，常見到增生的發育不全的毛乳頭樣結構，陳舊性

損害的上皮中有時見到灶狀，淡染富含糖原的細胞，提示向外

毛根鞘分化而類似於毛鞘瘤。皮脂腺的改變是多樣的，可以增

生，減少甚至缺乏；嬰兒早期，由於殘留的母體激素的影響，

皮脂腺會一過性增大，但很快體積減少，直到青春期，皮脂腺

又明顯增生，隨著年齡的增長，皮脂腺逐漸退化。皮脂腺中皮

脂腺的形態和分佈很不規則，通常都位於真皮內靠近表皮的位

置，甚至臨近於皮面。這些皮脂腺一般和毛囊無關，偶爾可見

皮脂腺小葉邊緣有穿孔樣缺損，可能由若干成熟的皮脂腺上皮

細胞融合而形成。皮損中成熟的毛囊常明顯減少甚至消失，即

使發生於頭皮也是如此，在其下方的真皮內，50%患者發現異

常的頂泌汗腺。

皮脂腺痣中可以併發多種皮膚腫瘤，如乳頭狀汗管囊腺

瘤，毛母細胞瘤樣皮損，毛鞘瘤，皮脂腺腫瘤，角化棘皮瘤樣

皮損，病毒疣，脂溢性角化病，螺旋腺瘤，毛髮平滑肌瘤等。

其中，乳頭狀汗管囊腺瘤和毛母細胞瘤樣增生最常見，各佔

5%，其次是毛鞘瘤和皮脂腺瘤，各佔2%~3%，而其他皮損則

不太常見。皮脂腺痣也可伴發基底細胞癌，鱗狀細胞癌，黑素

瘤，皮脂腺癌，小汗腺汗孔癌和毛鞘癌等惡性腫瘤，但比較少

見。基底細胞癌曾經被認為是皮脂腺痣最常伴發的惡性腫瘤，

其發生率高達20%。近來有研究認為大多數與皮脂腺痣伴發的

基底細胞癌實際上是良性的毛母細胞瘤樣皮損，繼發的良性或

惡性腫瘤一般都發生於成人，很少見於兒童，因此對於兒童皮

脂腺痣是否需要做預防性切除值得商榷。

本病需與以下疾病鑒別：(1)皮脂腺增生：多發生於中年

以上患者面部，損害常為數個散在丘疹，鏡下可見成熟皮脂腺

小葉增生，圍繞中央導管，位置極淺，常伴表皮萎縮；(2)皮

脂腺腺瘤：患者平均年齡>60歲，常爲單個半球形丘疹，邊界

清楚，由多個皮脂腺小葉構成，呈分葉狀，成熟受阻，周邊生

發層細胞增加；(3)皮脂腺瘤：多發生於中年以上女性，好發

於面部，損害一般為單個，瘤中基底細胞為主要成份，而皮脂

腺較少，常無正常皮脂腺小葉結構；(4)疣狀痣：皮損可在出

生時或兒童期發生，通常為黃棕色疣狀丘疹或斑塊，常累及軀

幹和肢體，鏡下為境界清楚的鱗狀上皮乳頭狀瘤伴角化過度，

並見棘層增厚及上皮脚延長，未見皮脂腺小葉增生[3,4]。

本病雖然出生時即有或生後不久發生，但也偶於成人發

病，故遇到皮脂腺增生的病例，不論年齡，均要考慮本病的

可能，以免發生誤診。根據病史，臨床及鏡下特點一般可以

作出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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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X線檢查的日益增多，X線劑量對病人和工作人員的健康影響也越來越引起廣泛

重視。爲了盡可能地减少X綫劑量，作者獲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與大家分享：1.盡可能選擇非X線檢

查；2.優化掃描參數，盡可能減少CT劑量。

【關鍵詞】X線；影像檢查；劑量

X-ray radiation exposure control during medical imaging examination

 LI Wen Feng, YANG Zhen Yong
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As the x-ray medical imaging is demandingly increasing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taken on x-ray 

radiation exposure dose causing health issue in patients as well as in medical staff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x-ray 
exposure dose, the author has obtain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has been discussed as follows: 1. by choosing non 
x-ray medical imaging as possible, Optimizing scan parameters to reduce CT exposure dose as low as possible.

[Key Words]  X-ray;  Imaging examination; Dose

醫學影像檢查的X線輻射劑量控制

李文峰 楊貞勇

近年來，隨著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X綫廣泛應用

於醫學影像學檢查，介入診治等方面，可對臨床疾病進行診

斷與治療。在獲得滿足臨床診斷需要的優質圖像的同時，患

者接受的X綫輻射劑量也大幅度增長，給接受檢查和治療的

病人以及未加防護的工作人員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輻射損傷。

因此，降低X線輻射劑量越來越受到醫療界乃至全社會的關

注。本院影像科在介入治療及CT檢查等方面通過綜合運用各

種影像技術，達到了减低受檢病人及工作人員X線輻射劑量

的目的。

電離輻射既可産生確定性生物學效應，亦可常産生沒有

閾值的隨機性效應，且發生幾率與劑量成正比。這種效應的

發生主要是由於X綫可以導致DNA鏈的斷裂和碱基的破壞。

輻射所致的大部份損傷可由細胞內修復系統快速修復，但

DNA雙鏈的斷裂不易修復。偶然情况下，錯誤的修復可引起

點突變、染色體異位和基因融合，誘導腫瘤發生[1]。隨著接

受輻射檢查的人數愈來愈多，會帶來過度照射和兒童人群癌

症發生率增加的潜在危險。 輻射防護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引起

確定性生物效應，要努力把隨機性效應的危險控制在盡可能

小的範圍內[2]。爲此，能够避免使用輻射檢查的項目，盡可

能使用其它非輻射檢查儀器代替。

在病人診治方面  隨著超聲診斷儀器質量的不斷提高和操

作醫生技術水平的相應提高，很多原來需要通過X綫監視下

操作的治療，完全可以在超聲監控下完成，如腸套叠復位，

‧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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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實質性器官的穿刺引流術。對於不能完全由超聲監控代

替的診治病例，可利用超聲及X綫透視監控的各自優點，相

互配合，完成診療過程，如，PTCD，外周血管介入治療等。

 本院2011年9月以前，腸套疊復位均在X線透視下進行。

之後，經過培訓和摸索經驗，改用超聲監控下行生理鹽水灌

腸復位，到目前為止已完成24例患者的復位，均獲得良好的

效果。此外，同時開展超聲引導定位穿刺及置管引流術，完

成70例病例，其中定位穿刺50例，穿刺引流20例。由於其無

輻射性，受到醫務人員和患者的廣泛接受及歡迎，超聲引導

定位穿刺及置管引流術數量逐年增加。

有時兩種手段聯合採用，盡可能減少X線輻射劑量的影

響，如經皮肝穿刺膽管引流術(PTCD)：同1病人2次PTCD，第

1次為傳統方法，總射線量為49mGy；第2次則可採用超聲引

導及X綫透視聯合操作，總射綫量減低為：31mGy。

在降低CT劑量方面  CT檢查雖僅佔醫用診斷檢查份額的

7%，但輻射劑量則高達醫用X綫診斷劑量的40%[3]。以遵循盡

可能的低劑量(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ALARA)原則爲前

提，倡導CT低劑量檢查，在獲取滿足診斷需求的影像質量的

同時降低病人接受輻射劑量[4]。本文通過比較多例同一病人

同一照射部位，不同照射條件的輻射劑量，反映出適當降低

kv值及mAs值，輻射劑量明顯减少，影像噪聲水平略增加，

但不影響對疾病的診斷。

 本院CT室針對檢查患者作了低劑量掃描的研究，在保

證診斷圖像質量的前提下，摸索了一套盡可能减低劑量的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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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參數，如1.腹、盆部掃描降低kv，同一病人不同增強掃描

期，腹部常規120kv，輻射劑量為233~342mGy；而 100kv，輻

射劑量降低至137~181mGy，可減少41%~44%射線量。2.冠脈

CT，常規劑量組平均23.92mGy，低劑量組平均15.02mGy，

劑量可減少37%射線量。3.低劑量胸部CT，同一病人常規劑

量：218mGy；低劑量：41mGy，劑量減少78%射線量。4.低劑

量腹盆部CT（泌尿系套餐），同一病人常規劑量：524mGy，

低劑量：227mGy，減少53%射線量。5.減少掃描期數，由3期

改2期，減少33%射線量。

影像的噪聲水平與X綫量的平方呈反比，增加X綫量可减

低噪聲，提高信噪比和影像質量，但同時患者的輻射劑量也

增加。如何利用新的技術，使用最優化的參數，以及制定個

體化的掃描策略，在保證並提高診斷準確度的同時降低輻射

劑量是現在和將來的發展方向[5]。

作爲影像醫生應掌握各種醫學影像技術的合理運用，盡

可能地减少診療中的輻射劑量。但要降低醫務人員和患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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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N Engl J Med, 2007; 357:2277-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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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輻射劑量，僅靠影像科醫生的努力是遠遠不够的，應

在更廣的範圍內讓臨床科室的醫生也對輻射劑量的現狀、危

害和醫生的責任有深入的瞭解，做到慎用X線和CT檢查，盡

可能使用無X線輻射的影像學檢查方法，如超聲、MRI等，或

合理使用低劑量的CT檢查[6]。

be classified as localized or systemic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amyloid deposits. The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form have an excellent 

prognosis, whereas those with systemic form have a mean survival 

between 5 to 15 months[3]. As for localized amyloidosis, three common 

otolaryngologic locations are the larynx, tongue, and neck[4]. The 

hist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amyloidosis affecting the sublingual gland 

have been well defined in the literature; however, radiologic findings 

were rarely reported. In this article, we present a case of young woman 

surgically confirmed as localized amyloidosis of the left sublingual 

gland. Specifi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indings and 

histopathologic findings are presented, and the aetiology, symptoms,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re discussed. 

CASE REPORT
A 35-year-old woman presented with a painless lesion of 

left sublingual area for 4 years. Oral examination revealed a 

3.0cm×4.5cm×1.5cm well-circumscribed, soft mass under the left 

tongue. Transillumination test of the mass was negative. The overlying 

Primary Localized Amyloidosis of the Sublingual Gland: MR findings

WU Ling, CHU Jian Ping, YANG Zhi Yun, ZHENG Ke Guo*

‧病例報導‧

ABSTRACT
A 35-year-old female patient presented to our hospital with a 

painless lesion of her left sublingual area for 4 years. Oral examination 

revealed a soft mass under the left tongue. Laboratory results showed 

hepatitis B infection and bacteriuria. MRI demonstrated a well-defined 

left sublingual gland lesion, which appeared heterogeneous iso-

hypointensity on T2-weighted images, homogeneous isointensity on T1-

weighted images, and mildly enhanced after gadolinium administration.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 of the mass revealed primary amyloidosis 

of the sublingual gland. 

INTRODUCTION
Amyloidosis is a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the extracellular 

deposition of fibrillar protein amyloid of β-structure in organs or 

tissues[1]. These deposits have a characteristic apple-green birefringence 

with polarized light after staining with Congo red[2]. Amyloidosis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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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osal surface appeared normal in color and texture. Besides, she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 for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epatitis B e-antibody 

and 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A routine uri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was 1231.9 CFU/ml and the urine pH was 

slightly decreased. Her review of systems was negative for systemic 

symptoms.

MRI demonstrated the well-defined left sublingual gland 

lesion, which appeared heterogeneous iso-hypointensity on T2-

weighted images, and homogeneous isointensity on T1-weighted 

images compared with T1-T2 images of residual normal tongue.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gadopentetate dimeglumine, the lesion 

demonstrated slightly contrast enhancement on the spoiled gradient-

echo image. The left submandibular gland duct was compressed by the 

mass and mildly expanded (Fig.1).

 

Fig. 1. MR images of a 31-year-old female with amyloidosis

A. Axial unenhanced T2-weighted image showed a well-defined mass of the left sub-
lingual gland with heterogeneous iso-hypointensity (arrow). B. The lesion was homoge-
neously isointense on the axial unenhanced T1-weighted image (arrow). C. Axial Gd-
enhanced T1-weighted image with fat saturation showed slight enhancement and clearer 
border (arrow). D. The left submandibular gland duct appeared mildly expanded because 
of the mass compression on the coronal T2-weighted image.

A surgery was performed, the oral surgeons found that the 

tumorous lesion was at the left sublingual submucosal region without 

clear delineation from the left sublingual gland. The mass capsule was 

incomplete and the contents were yellowish and granular.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 of the mass revealed abundant 

amorphous, homogeneous, eosinophilic fibrous material on the 

perivascular supportive tissue. This specimen showed positive stain of 

Congo red stain, negative of S-100 protein, epithelial membrane antigen 

and vimentin (Fig.2). Neural cells and collagen were not visible. The 

diagnosis of amyloid nodule was rendered. 

 

Fig. 2. Appearance of the lesion under the microscope, showing the accumulation of 

extracellular deposits of amyloid (hematoxylin and eosin, original magnification ×200).

The patient underwent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for the presence 

of systemic amyloidosis. A bone marrow biopsy, echocardiogram, 

serum and urine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and liver function tests were 

all normal. Her postoperative recovery was good without significant 

tongue discomfort or dysphagia. She continues to be free of disease 6 

months postoperatively.

DISCUSSION
Amyloidosis is the result of an uncommon plasma cell 

proliferative disorder and has an incidence of eight out of 1 million 

people each year; however, this incidence is increasing[5]. In spite of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as systemic or localized, amyloidosis can  be 

also classified into primary or secondary type on the basis of the 

variable fibrillar protein. Primary amyloidosis involves fibrillar protein 

consisting mainly of immunoglobulin light chains, and secondary 

amyloidosis involves fibrillar protein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protein 

A[6]. The former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a monoclonal plasma 

cell dyscrasia, as at least 30% of primary amyloidosis patients will 

eventually progress to multiple myeloma[2]. Secondary amyloidosis 

occurs in patients with a chronic infection, inflammation, or neoplastic 

disease like tuberculosis, osteomyelitis, rheumatoid arthritis, or gastric 

or renal cell carcinoma[4]. 

Localized amyloidosis affecting the head and neck region is 

uncommon and has been reported in the tongue, salivary glands, oral 

cavity, pharynx, sinonasal cavities, larynx, and trachea[7]. Localized 

amyloidosis of the sublingual gland found in our patient is extremely 

rare.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both localized and systemic amyloidosis 

of other location (urinary tract or retroperitoneum), amyloid lesions 

are characteristically hypointense at T2-weighted MR images, which 

is useful in differentiating amyloidosis from urothelial carcinoma[6]. 

In our case,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lesion on T2WI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literature. This T2 shortening of amyloid deposits is postulated 

to be secondary to rapid-phase dispersion and spin-spin interaction of 

beta-plated sheet fibrils[6].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the lesion appeared to 

isointense on T1WI. On the gadolinium contrast material–enhanced 

T1WI, the lesion demonstrated decreased contrast enhancement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normal tongue. I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pathologic examination that the lesion had been made of 

considerable fibrous tissue and short of blood supply.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considered in our case includes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desmoid tumor, and granulomatosis. All 

these entities may show similar signal characteristics on MR images. 

Without a biopsy, differentiating the diagnosis is very difficult. 

In conclusion, our patient presented with tumorous localized 

amyloidosis of the left sublingual gland for years. It had been 

misdiagnosed as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 before surger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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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associated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UN Man Ieng1, CHOI Kun Cheong1, MOK Toi Meng2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CTD-PAH) is a very rare disease with an estimated 

prevalence of 4.23 per million. Inspite of modern advance therapy 

it is progressively fatal and with the relatively poor prognosis. The 

following article will begin with a case presentation of CTD-PAH 

patient treated in Macau,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de Sao Januaria 

(CHCSJ) hospital and then followed by an overview of it’s clinical 

features, pathophysiology, current therapeutic options and prognosis.

Case Report
Patient Mrs. Ku 38 years old Chinese female, non-smoker and 

non alcohol drinker presented to CHCSJ medical out patient department 

OPD with small joints pain of bilateral hands for 1 year and associated 

with low back pain from year 2006. X-ray of bilateral hands and lumbar 

spine were unremarkable. Blood test revealed positive Anti-nuclear 

antibody (ANA), Rheumotoid factor (RA) SS-A were positive with an 

elevated ESR 75mm/hr. Her only past medical history includes ovarian 

cyst. She was later defaulted to follow up in OPD.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1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內科

                   2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心臟科

On 2nd June 2010, she was admitted to Cardiology Ward due to 

progressive shortness of breath for 6 months with recent exacerbation 

over one week. She had exertional dyspnoea after walking 10 meters 

which was relieved by rest. Other associated symptoms includes 

nausea, vomiting dizziness and positive Raynaud’s phenomenon. 

Prior to this admission she was diagnosed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n 

china. Physical examination revealed lout P2 with fixed splitting, Grade 

3/6 systolic murmur over the tricuspic area and hepatomegaly. No 

parasternal heave, extra heart sound, peripheral edema and ascites were 

noted. Arterial blood gas showed type I respiratory failure, laboratory 

test revealed positive ANA 1:3200 titre with mixed pattern-homogenous 

and speckled, positive RF, SS-A and elevated IgG and ESR level. Both 

complements C3 and C4 level were low. 

ECG showed prolong PR intervals and righ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CXR revealed prominent pulmonary artery (Fig.1).

Echocardiogram showed severely dilated right atrium (RA) and 

right ventricle (RV), severe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with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eak 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 (RVSP) was 97 

mmHg. No intra or extra cardiac shunt noted. (Fig.2).

CT-Chest and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were unremarkable. She 

similar case of major salivary gland infiltration has been reported 

as the presenting symptom earlier[8].Other cases with diagnosed 

bronchial amyloidosis developed major salivary gland involvement 

or amyloid infiltration of major salivary glands secondary to systemic 

amyloidosis[4]. Unfortunately, all of these previous reports did not 

provide MR images.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first case with 

MR findings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ntrast MRI may be 

helpful in the evaluation of localized amyloidosis because it revealed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such lesions.

Kerner MM, Wang MB, Angier G, et al. Amyloidosis of the head and neck-A 

clinicopathologic study of the UCLA experience.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1995; 121(7):778-782. 

Finkel KJ, Kolansky DM, Giorgadze T, et al. Amyloid infiltration of the salivary 

glands in the setting of primary systemic amyloidosis without multiple myeloma.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6; 135(3):471-472.

Gertz MA, Lacy MQ, Dispenzieri A, et al. Amyloidosis: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Clin Lymphoma Myeloma 2005; 6(3):208-219.

Kawashima A, Alleman WG, Takahashi N, et al. Imaging Evaluation of 

Amyloidosis of the Urinary Tract and Retroperitoneum. RadioGraphics 2011; 

31(6):1569-1582.

Asaumi J, Yanagi Y, Hisatomi M,et al. CT and MR imaging of localized 

amyloidosis. Eur J of Radiol 2001; 39(2):83-87.

Kurokawa H, Takuma C, Tokudome S, et al. Primary localization amyloidosis 

of the sublingual gland. Fukuoka Igaku Zasshi 1998; 89(7):216-220.

[3]

[4]

[5]

[6]

[7]

[8]



52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3, Vol 13. No.1鏡湖醫學201 3年6月第13卷第1期

was referred to Hong Kong Queen Mary Hospital for further invasive 

studies. 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 showed RA 16/7mmHg, RV 75/17 

mmHg,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75/45 mmHg, Aortic pressure 

91/69 mmHg and vasoactive testing with adenosine was negative. 

Measuring pulmonary capillary wedge pressure (PCWP) was not 

possible as the catheter could not be wedged during the procedure. 

Coronary angiogram and Cardiac MRI were unremarkable. A final 

diagnosis of CTD-PAH was made. She was treated with endothelin-

receptor antagonist (ERA), anticoagulation, cardiac glycosides, 

immunosuppressant and diuretics. Her current medications include 

Bosentan, Warfarin, Digoxin, Mycophenolate, Hydroxychloroquine 

and Furosemide. Repeating echocardiogram on 17th Jan 2011 showed 

improvement in haemodynamic measures with peak RVSP about 65 

mmHg.

According t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 she is currently between class II to III status. She will 

continue to be closely followed up by Cardiologist and Rheumatologist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Fig. 1                                                              Fig.2

 

Introduction
On the year 1998, WHO renew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 into fiv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mechanism, our 

case of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 classified under group 1 

PAH. (Table.1)

This group consists of idiopathic PAH, familial PAH, and PAH 

due to diseases that localize to small pulmonary muscular arterioles, 

including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CTD), HIV infection, portal 

hypertension,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schistosomiasis, chronic 

haemolytic anaemia, persistent PH of the newborn, pulmonary veno-

occlusive disease, and pulmonary capillary haemangiomatosis. The 

haemodynamic definition of PAH is 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mPAP) of more than 25 mmHg;  PCWP, left atrial pressure, or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e pressure (LVEDP) less than 15 mmHg; and 

a 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 (PVR) greater than 3 Wood units[1] . 

Among the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TD, systemic sclerosis (SSc) is 

most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PAH[2].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know that 

the prognosis of CTD-PAH varies with the form of CTD involved, with 

SSc associated PAH (SSc-PAH) having the worse prognosis[3]. 

Revised WHO Classification of PH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1. 
Idiopathic (IPAH)1.1. 
Familial (FPAH)1.2. 
Associated with (APAH):1.3. 

Connective tissue disorder 1.3.1. 
Congenital systemic-to-pulmonary shunts 1.3.2. 
Portal hypertension 1.3.3. 
HIV infection 1.3.4. 
Drugs and toxins1.3.5. 
Other (thyroid disorders,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1.3.6. 
Gaucher’s disease, hereditary hemorrhagic 
telangiectasia, hemoglobinopathies, chronic 
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splenectomy)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venous or capillary involvement 1.4. 
Pulmonary veno-occlusive disease (PVOD)1.4.1. 
Pulmonary capillary hemangiomatosis (PCH)1.4.2.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f the newborn 1.5. 
Pulmonary hypertension with left heart disease 2. 

Left-sided atrial or ventricular heart disease 2.1. 
Left-sided valvular heart disease 2.2. 

Pulmonary hypertension associated with lung diseases and /or hypoxemia 3.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3.1.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3.2. 
Sleep disordered breathing3.3. 
Alveolar hypoventilation disorders 3.4. 
Chronic exposure to high altitude3.5. 
Developmental abnormalities3.6. 

Pulmonary hypertension due to chronic thrombotic and/or embolic disease 4. 
(CTEPH)

Thromboembolic obstruction of proximal pulmonary arteries 4.1. 
Thromboembolic obstruction of distal pulmonary arteries 4.2. 
Nonthrombotic pulmonary embolism(tumor, parasites, foreign 4.3. 
material)

Miscellaneous 5. 
Sarcoidosis, histiocytosis X, lymphangiomatosis, compression of pulmonary 
vessels (adenopathy, tumor, fibrosing mediastintis)
 

Table 1. Revised WHO classification of PH.   Data from: Simonneau et al[13]. 

Clinical features
The prevalence for PAH is estimated 15 cases per million and the 

estimated prevalence for CTD-PAH is about 4.23 cases per mill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valence for idiopathic PAH (IPAH) is 5.9 

cases per million[4,5]. In clinical practice, many forms of CTD can 

be associated with PAH, but among them SSc is most frequently 

associated. It was estimated that 10% of SSc patient will develop 

PAH[6]. 

The clinical features for CTD-PAH are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IPAH. Patients frequently present with symptoms of exertional 

dyspnoea, lethargy and fatigue. As the disease progresses, right 

ventricular failure develops and produces symptoms like exertional 

chest pain (due to right ventricular ischaemia), exertional dyspnea and 

peripheral oedema.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symptoms, CTD-PAH has clinical 

features of CTD including a positive ANA, arthralgia, arthritis, skin 

rash, Raynaud’s phenomenon, muscle weakness, sclerodactyly, 

telangiectasia…etc. However since early symptoms of PAH are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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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there is usually a delay in early diagnosis. The average period  

of symptoms onset to diagnosis reported was 2 years[7]. 

Pathogenesis
Besides the recent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PAH, the direct 

pathophysiology of CTD causing PAH remains unknow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PAH is due to restrict blood flow through 

the pulmonary arterial circulation secondary to increase PVR and 

ultimately leading to right heart failure. The increase in PVR is a direct 

result of decreasing vascular luminal cross-sectional area caused by 

vascular remodeling from excessive cell proliferation, reducing rates 

of apotosis and excessive vasoconstriction[1].  Multiple pathogenic 

pathways have been advocated that cause increase in PVR includes 

those at the molecular and genetic level and also abnormalities in the 

endothelium and smooth muscle cells. It is the hypothesis of imbalance 

between the vasoconstrictors and vasodilators involved in PAH that has 

served as the basis of current medical therapy for PAH. This hypothesis 

proposes endothelium dysfunction causing increase production of 

vasoconstrictor/mitogenic compounds such as endothelin, thromboxane 

and deficiency in production of vasodilators such as prostacyclin[1]. 

Prostacyclin is potent vasodilators, inhibitors of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has anti-proliferative properties. Thromboxane A2 is a potent 

vasoconstrictor and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platelet activation. 

Endothelin-1 is a potent vasoconstrictor and stimulator of pulmonary 

artery smooth muscle cells proliferation. Nitric oxide (NO) is a potent 

vasodilator, inhibitor of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proliferation. The action of NO is mediated by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cGMP) which is rapidly inactivated by 

phosphodiesterase (PDE)[1]. 

Medical therapy
Traditional supportive therapy includes the use of diuretics to treat 

fluid retention secondary to right heart failure and Digoxin is sometime 

used in patient with right heart failure, low cardiac output or atrial 

arrhythmias. As hypoxemia is a potent pulmonary vasoconstrictor, 

most experts have recommended oxygen therapy to maintain oxygen 

saturation above 90%. [1]

As the patient with pulmonary hypertension have increase risk of 

intrapulmonary thrombosis and thromboembolism, there is a potential 

role in anticoagulation to prevent thrombosis. Anticoagulation therapy 

has been studied in 3 non-controlled observations trails in patient with 

IPAH. An improvement in survival with Warfarin anticoagulation was 

observed[1].  However currently there is no study on the outcome of 

anticoagulation therapy for CTD-PAH.

1)Calcium Channel blocker

There is currently no study available on the outcome of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CCB) for CTD-PAH patient. The used of CCB for 

PAH dated back to year 1992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study showing 

5 year survival of 95% for a very selected group of patients with 

IPAH who have positive vasodilators response with CCB[1]. Despite 

such promising result, true responder to CCB is very rare. Prior 

to commencement of CCB, patient should have vasoreactive test 

performed during right heart catheterization. Positive vasoreactive test 

is defined as a fall of mPAP of at least 10 mmHg and an mPAP less 

than or equal to 40 mmHg with unchanged or increase cardiac output. 

If patient was tested positive, CCB should be consider for treatment of 

PAH[1]. 

2)Prostanoids

Epoprostenol and treprostinil were both prostanoids that have 

vasodilator action and inhibit platelet aggregations. Both have been 

proven to improve exercise capacity and haemodynamic measure in 

patient with CTD-PAH[8,9].  The drawback of using these medications 

has been the difficulty in administration. Epoprostenol is administered 

by continuous intravenous infusion via a portable infusion pump and 

treprostinil is administered by continuous subcutaneous infusion via 

a minipump. Both required a parenteral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as 

compare to the more convenient oral administration of PDE inhibitors 

and ERA.

3)Endothelin Receptor antagonists

Bosentan is an oral dual endothelin-1 receptor antagonist, it 

acts via inhibiting the vasoconstriction effect of endothelin and thus 

decreasing 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 Bosentan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or stabilized clinical status in majority of patient suffered 

from CTD-PAH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urvival[5,10]. With one 

prospective non-controlled study estimate 1 year survival of 92% with 

48 weeks of bosentan treatment reported by Denton et al[10]. While 

1 year survival for historical control group for SSc-PAH was 45% 

reported by Koh et al[5].

4)Phosphodiesterase inhibitors

Phosphodiesterase (PDE) inhibitors enhance the vasodilator action 

of nitric oxide (NO) by preventing the inactivation of cGMP which 

is the principle mediator of NO. In a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study 

involving 84 patient with CTD-PAH, patient was randomized to receive 

12 week course of sildenafil or placebo. Patient in the sildenafil groups 

exhibited improvement in exercise capacity, haemodynamic measures 

and functional class[11].

5)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Base on the hypothesis that immune or inflammatory mechanism 

could play important role in CTD-PAH.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volving 

28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TD-PAH was treated with a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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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lucocorticosteroids and cyclophosphamide therapy. 8 out of 28 

patients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n=5; mixed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MCTD), n=3 responded to therapy with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6 min walking distance and haemodynamic function. 

It was concluded that patient with PAH associated with SLE or MCTD 

might respond to combination therapy of glucocorticosteroids and 

cyclophosphamide[12]. 

6)Combination therapy

The use of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more than one vasodilator 

targeting different pathologic process was an attractive option for 

treating CTD-PAH. At the moment, large clinical trials are still 

underway to determin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ombination therapy[1]. 

Invasive therapy
Invasive therapy is the last resort for patient with severe PAH 

and intractable right heart failure despite maximum medical therapy. 

Invasive therapies include atrial septostomy, lung transplantation or 

combined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 The goals of atrial septostomy 

are palliation of symptoms and maintenance of clinical stability before 

transplantation can take place. Both operations carry significant 

mortality rates[1]. Patient should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isks and benefits involved before consenting to such therapy.

Prognosis
CTD-PAH historical has a poor prognosis with a 1 year survival 

among patient with SSc-PAH of about 45%[5]. However with the recent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PAH and newer medications targeting 

specific pathological process, the survival of CTD-PAH patient has also 

improved consequently. According to Condliffe R et al[5], the survival 

rate for CTD-PAH patient in modern treatment era were as follow: one 

and three year survival rates for isolated SSc-PAH patient were 78% 

and 47% respectively. In SLE-PAH, the rates were 78% and 74%, with 

Polymyosistis/dermatomyositis-PAH, the rates were both 100%, with 

MCTD-PAH, the rates were 89% and 63%,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ssociated PAH, the rates were 83% and 66% respectively. Overall, 

SSc-PAH has the worse three year survival compare to other form of 

CTD-PAH.

Conclusion

After WHO purposed a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 on 

mechanism of PH on year 1998, CTD-PAH has caused increased 

awareness and more clinical studies has been performed. All these 

have leaded to better clinical outcome for CTD-PAH patient. New 

vasodilators therapy including ERA, PDE inhibitors and prostanoids; 

have been proven to improve exercise capacity and pulm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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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modynamic for CTD-PAH patient. However, only ERA has shown 

promising effect on survival rate. Conventional vasodilators like CCB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CTD-PAH patient with positive vasoreactive 

test. More evidences and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establish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ombination and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Despite 

all these recent advancement,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delay in the 

diagnosis of CTD-PAH and the prognosis remains relatively poor. 

ACCF/AHA 2009 Expert Consensus[1] has recommended periodic 

echocardiogram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patient with high risk of PH. 

Hopefully all the above efforts will translate into better management 

and prognosis for CTD-PAH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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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大量洗肉水樣漿液滲出，取壞死組織、滲出液及血液送

致病菌細菌培養。因病情危重給予Meronem、Cravit及Doxycy-

cline聯合抗感染治療。病原學：血液、壞死組織、滲出液致

病菌培養結果均為︰A族鏈球菌。經積極搶救治療病情稍為穩

定後，家屬要求轉院治療，追蹤獲悉患者行氣管插管機械通

氣，CRRT支持和多次外科手術清創後，住院50天逐漸康復。

病例2  男性，40歲，因在國外旅遊時右足被硬物刺

傷 ， 傷 口 未 行 適 當 處 理 ， 隨 後 出 現 紅 腫 、 疼 痛 伴 發 熱 3

天 於 2012年 4月 急 診 就 診 。 患 者 不 知 罹 患 糖 尿 病 ， 沒 有

治療，半年來消瘦20公斤。體格檢查︰T:39.1℃、H R:120

次/分、Bp:95/54mmHg、RR:25次/分、SPO2:96%；神志清

醒，呼吸稍急促；肺部聽診：雙肺呼吸音粗，右下肺可聞

及細濕囉音；右足第一、二趾趾蹼及足底第一趾足背皮膚

軟組織周圍紅腫、觸痛明顯伴皮膚破損、潰瘍，無波動

感。實驗室檢查：血常規︰WBC18.1×109/L、NEUT95%、

Pl t:154×109/L；PT:14.5s、INR:1.3、APTT:40.5s；血液生

化：PCT:66.04ng/mL、Lactateacid:5.33mmol/L、Glu22.7mmol/L；

ALT:15.3U/L、AST:26.1U/L、TBil:12.7μmol/L、DBil:2.3μmol/L、

IBi l:10.4μmol/L、Urea:11.6mmol/L、Cr:305μmol/L；尿常

規：pH:5.0、Pro:0.25g/L、RBC:45/μl、WBC:126/μl、Glu:正

常、K E T:陰性；血氣分析︰p H7.45、P C O 2:33m m H g、

P O 2:66m m H g、H C O3-:22 .6m m o l /L，B E:-0 .9m m o l /L，

SaO2:93.9%。胸部X-ray照片︰右下肺炎，主動脈硬化，心臟

增大。臨床診斷：(1)右足急性蜂窩組織炎；(2)右下肺炎；(3)

感染性休克?；(3)糖尿病。急診血液致病菌培養後給予Fortum 

1g靜脈滴注及Doxycycline200mg口服，收入外科住院治療。入

院治療2天後患者因病情迅速惡化併發嚴重ARDS和急性腎功

能衰竭。診斷急性壞死性筋膜炎，感染性休克，肺炎，糖尿

病；轉入ICU搶救，骨科醫生於ICU行右足壞死組織清創切開

引流術，術中見皮膚、皮下組織及深筋膜廣泛壞死，筋膜下

大量黃色膿性液體滲出。壞死組織、滲出液及血液致病菌培

養結果均為：A族鏈球菌。雖然經積極的抗休克、抗感染、氣

管插管機械通氣和CRRT支持治療，患者因病情危重併發多器

官功能衰竭，轉入ICU治療5天後死亡。

病例3  男性，74歲，因左手示指被鐵釘刺傷1週，左

上肢紅腫疼痛4天於2012年5月入院。1週前患者左示指被鐵

釘刺傷後傷口未行適當處理並接觸海產品，4天前逐漸出

現左手及左上肢紅腫疼痛伴發熱，外院住院給左示指傷口

局部清創及抗感染治療，因病情加重，自行轉本院治療。

A族鏈球菌感染致急性壞死性筋膜炎3例報告

季銀樑  黎啟盛*

‧病例報導‧

急性壞死性筋膜炎(necrotizing fasciitis)是一種皮膚及軟組

織感染，表現為皮膚、皮下組織及筋膜的急性壞死。其病程

發展迅速，感染在深層筋膜間快速擴散，患者常在短期內

出現敗血症、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常見細菌感染可分為

兩種類型，第一型為混合性感染，包括厭氧菌及腸道陰性

桿菌等；第二型為單一菌種感染，如A族鏈球菌(Group Aβ-

hemolytic Streptococcus)、海洋創傷弧菌及嗜水產氣單胞菌。筆

者在臨床工作中遇到3例A型鏈球菌感染致急性壞死性筋膜炎

伴有敗血症和中毒性休克併發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例，為供

同道參考，報導如下。

臨床資料

病例1 男性，73嵗，因雙下肢腫痛1週，加重伴高熱、

氣促2天於2012年4月急診就診。患者1週前因右小腿被蚊叮

咬搔癢，皮膚被抓破後感染，逐漸出現小腿紅腫、疼痛，

症狀惡化並蔓延至雙下肢皮膚、軟組織紅腫、破損滲液。

2天前高熱(最高體溫39℃)伴氣促、呼吸困難不能平卧。

患者有C O P D、高血壓、肝硬化、糖尿病史。發病前否認

淡水及海水接觸史。體格檢查︰T:38.9℃、HR:140次/分、

BP:85/42mmHg、RR:35次/分、SPO2:85%；煩躁不安，呼吸

窘迫伴三凹徵，肺部聽診：雙下肺呼吸音減低，未聞及乾

濕囉音；雙下肢弥漫性腫脹，呈紅色橘皮樣改變，壓痛明

顯；左大腿內側見一6cm×3cm、右小腿中外側見一4cm×2cm

紫黑色皮膚壞死，表面覆蓋有黃白色膿液，無波動感；雙足

末梢血運差，雙足背動脈未觸及搏動。實驗室檢查：血常

規︰WBC:2.4×109/L、NEUT:77%、Plt:240×109/L；PT:19.2s、

INR:1.71、APTT:31.7s；血液生化：PCT:67.24ng/ml、Lactate 

acid:6.23mmol/L、Glu3.7mmol/L、ALT:35.8U/L、AST:48.2U/L、

T B i l:29.3μm o l/L、D B i l:8.51μm o l/L、I B i l:20.8μm o l/L、

Urea:8.3mmol/L、Cr:137μmol/L；尿常規：pH:5.0、Pro:0.25g/L、

RBC:13/μl、WBC:13/μl、Glu:正常、KET:(-)；血氣分析︰

pH7.44、PCO2:26mmHg、PO2:49mmHg、HCO3:17.4mmol/L，BE:-

4.5mmol/L，SaO2:86.6%。胸片︰雙肺肺水腫，雙側大量胸腔

積液。臨床診斷：(1)急性壞死性筋膜炎；(2)感染性休克；(3)

ARDS；(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5)高血壓；(6)糖尿病；(7)肝

硬化。即給予患者雙側胸腔閉式引流、無創正壓通氣(BiPAP)

呼吸支持，糾正低氧血症；同時積極液體復甦和血管活性藥

物循環支持。外科醫生於急診行左大腿和右小腿壞死病灶切

開減壓引流術，術中見切開部位皮膚、皮下組織及深筋膜壞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急診科

*通訊作者  E-mail:laikaiseng@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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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既往有高血壓史。體格檢查︰T:37.8℃、HR:60次/分、

Bp:105/54mmHg、RR:18次/分、Spo2 :100%；神志清醒，呼

吸稍促；肺部聽診：雙肺呼吸音清，未聞明顯濕囉音及哮

鳴音；左示指末節尺側一約1.5c m傷口，表面覆有膿苔；

左掌至上臂中段皮膚軟組織紅腫、觸痛，皮膚無破潰滲

出。血常規︰WBC13.25×109/L、NEUT:89%、Plt:144×109/L；

PT:12.1s、INR:1.1、APTT:28.5s；血液生化：PCT1.64ng/

mL、Lactate1.41mmol/L、Glu4.2mmol/L、ALT:145.6U/L、

A S T:154.1U/L、T B i l:7.99μm o l/L、D B i l:0.19μm o l/L、

I B i l:7.8μm o l/L、U r e a:6.0m m o l/L、C r:71μm o l/L；尿常

規：pH:5.0、Pro:0.25g/L、RBC:>1000/μl、WBC:467/μl、Glu:正

常、K E T：(-)；血氣分析︰p H7.414、P C O2:47.2m m H g、

PO2:68.6mmHg、HCO3:29.5mmol/L，BE:4.2mmol/L，SaO2:95%。

胸片︰右側少量胸腔積液，肺部未見重要病變，左心室增

大，主動脈硬化。左上肢MRI檢查示：左上肢軟組織蜂窩積炎

累及筋膜及肱橈肌、指深淺屈肌、旋前方肌，軟組織未見明

顯積氣。臨床診斷：(1)左上肢急性壞死性筋炎；(2)高血壓；

結合病史考慮海洋弧菌感染，給予Fortum+Cravit+Doxycycline抗

感染治療。骨科醫生行左上肢切開減壓引流術，術中見左示

指皮下及筋膜壞死，左掌、左前臂及左上臂皮下及筋膜水腫

伴澄黃色液滲出。住院第3天獲得病原學(外院)：血液及左示

指分泌物致病菌培養結果均為︰A族鏈球菌。即根據致病菌培

養結果調整抗菌素治療，後患者因併發肺部感染和急性腎功

能不全轉入ICU，經積極的抗休克、抗感染、氣管插管機械通

氣和CRRT支持治療1週後病情好轉，家屬要求轉院治療，追

蹤獲悉患者住院28天後逐漸康復出院。

討 論

一、嚴重的侵襲性A族鏈球菌感染

A族鏈球菌感染通常為非侵襲性，常引起咽峽炎、膿皮

病或猩紅熱等，但偶亦為侵襲性的嚴重感染。近10多年來，

嚴重的侵襲性A族鏈球菌感染(Severe Invasive Group A Strepto-

coccal Infections，SIGASI)報導明顯增多，主要表現為急性壞

死性筋膜炎伴敗血症和中毒性休克綜合症(Streptococcal toxic 

shock syndrome，STSS)，病死率及致殘率極高，又被稱為“嗜

肉細菌(Flesh-eating bacteria)感染”[1]。在2003年~2004年在歐洲

11個國家進行嚴重A族鏈球菌感染率的研究，發現感染率為

3/100,000，患者有蜂窩織炎的佔32%；壞死性筋膜炎佔8%，

7天的病死率為19%，死亡病例中44%發生STSS[2]。另一研究

報導[3]，患者單獨出現壞死性筋膜炎，病死率為5%；若合併

STSS則病死率為67%。宿主易患危險因素包括年齡在65歲以

上、患心臟疾病、糖尿病、癌症、感染愛滋病毒、高劑量類

固醇的使用、水痘感染、使用注射毒品、慢性肺疾病、酗

酒、皮膚損傷/外傷等病患[4]。本文報導的3個病例中，均有皮

膚損傷/外傷史，且分別患有高血壓病和肝硬化、糖尿病(沒有

診斷及治療)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等危險因素，機體免

疫機能受損，故A族性鏈球菌感染後易出現嚴重的侵襲性感

染症狀。

二、臨床表現

嚴重的侵襲性A族鏈球菌感染(SIGASI)的臨床表現實際上

包含以下3種彼此互有重疊的病型，並能夠從正常無菌的人體

部位分離出A族鏈球菌的感染[5]：

1. A族鏈球菌感染中毒性休克綜合症(STSS)：以發熱、皮

疹、早期出現休克和多器官衰竭為特征，好發於年輕成人，

病死率高達30%。美國CDC早於l993年已提出如下診斷標准[6]

(表l)：

表1. A族性鏈球菌中毒性休克綜合症診斷標准

I. 分離出A族性鏈球菌

A. 來自正常無菌的人體部位如血液、腦脊液、腹水、組織活檢標本

B. 來自有菌的人體部位如咽喉、痰、陰道

II .臨床病情嚴重的指征

A. 低血壓，成人收縮壓低於90mmHg，小兒低於該年齡組第5百分位值

B. 以下症候中的2條

l. 腎功能損害，成人肌酐>2mg，小兒超過該年齡組上限的2倍 

2. 凝血功能障礙，血小板<l00×l09/L或存在DIC

3. 肝功能損害，SGPT，SGOP或總膽紅素升高到該年齡組上限的2倍

4.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ARDS)

5. 泛發性紅色斑丘疹，可有脫屑

6. 軟組織壞死，包括壞死性筋膜炎、肌炎或壞疽

符合IA和II(A和B)界定為確診病例；符合IB和II(A和B)，如果沒有其他原因可尋，可
界定為疑似病例

2. A族鏈球菌急性壞死性筋膜炎：特征性地表現為局部

皮膚、皮下軟組織和筋膜的廣泛壞死，實際上還常常累及

筋膜下的肌肉形成肌炎，並從正常無菌部位分離出A族鏈球

菌，病死率達20%~50%。亦有將A族鏈球菌感染肌炎列為SI-

GASI三大表現之一，其預後比壞死性筋膜炎還要惡劣，病死

率接近l00%[7]。

3.可從正常無菌部位分離出A族鏈球菌感染，但不符合A

族鏈球菌中毒性休克綜合症或壞死性筋膜炎。本組包括敗血

症和灶性感染（伴或不伴敗血症），後者如腦膜炎、肺炎、

腹膜炎、骨髓炎、化膿性關節炎、產褥和外科創傷感染。

本文報導的3例病例，其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和手術中

所見均符合上述3種A族鏈球菌感染症候群，說明3種病型並不

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病程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的某一突出表

現。病例1來診時壞死性筋膜炎、敗血症、中毒性休克已非常

明顯且併發多器官功能衰竭。病例2雖然組織壞死不明顯、範

圍不大但亦已出現敗血症和中毒性休克症狀且迅速惡化併發

重度ARD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病例3來診時則只有左上肢壞

死性筋膜炎表現而沒有敗血症和中毒性休克症狀。

三、診斷

嚴重的侵襲性A族鏈球菌感染(SIGASI)通常起病急驟，

急性壞死性筋膜炎局部病變最初可表現為紅、腫、熱、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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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炎症表現，繼而病情迅速惡化，皮膚由紅色演變成青

銅色、紫色、黑色，傷口可能有血水、化膿或惡臭，組織間

可有氣體產生，皮下組織及深層筋膜廣泛壞死。同時全身情

況迅速惡化伴有高熱，進而產生敗血症及中毒性休克綜合

症。臨床可通過對感染灶進行診斷性穿刺、吸出膿液及切開

引流，看見皮下組織和筋膜壞死即可確診。中毒性休克綜合

症早期症狀體徵無特異性，病人發熱伴有肌疼，容易誤診為

“流感”，但是對於有危險因素（例如：外傷、水痘、糖尿

病、肝硬化）的病人醫生應保持高警惕。如果病人無呼吸道

症狀，反之有皮膚損傷或局部軟組織挫傷病史，特別是如果

疼痛局限而且疼痛嚴重性與輕微外傷不成比例時，可以作為

疑診病例。對於懷疑壞死性筋膜炎的病例，已經證明核磁共

振(MRI)有助於證實診斷[8]。故當診斷有困難時可行MRI檢查，

病例3來診時僅有左掌至上臂中段皮膚軟組織紅腫、觸痛而沒

有敗血症和中毒性休克症狀，通過MRI檢發現：“左上肢軟組

織蜂窩積炎累及筋膜及肱橈肌、指深淺屈肌、旋前方肌”，

而有助於診斷壞死性筋膜炎。確診則需人體正常無菌部位的

標本，如血液、組織、分泌物培養有A族性鏈球菌生長。

四、治療

1. 所有懷疑和確診急性壞死性筋膜炎的病例因病情危

重，應在留取病原學標本後立即給予經驗性抗感染治療。在致

病菌未確定前，抗菌素應覆蓋壞死性筋膜炎的致病菌，包括金

色葡萄球菌、腸道陰性桿菌及厭氧菌等和A族鏈球菌、海洋創

傷弧菌及嗜水產氣單胞菌，危重病例可經驗性使用Meropenem/

Tazocin+Doxycycline聯合治療。因至今尚無報導有對青霉素耐

藥的A族鏈球菌菌株，故若病原學檢查證實是A族鏈球菌後，

應首選青高劑量Penicillin G 200~300萬單位，每4小1次靜脈注射

聯合Clindamycin 600~900mg每8小時1次靜脈注射治療[3]。

2. 除給予正確抗菌素治療外，外科醫生及時對感染灶切

開引流，徹底清除壞死組織和筋膜是治療本病和病患存活與

否的關鍵，視病情之發展可能需要施行多次清創處理，甚至

截肢手術。病例1雖病變範圍最廣泛，到診時病情最嚴重，但

外科醫生於急診搶救室已即時行左大腿和右小腿壞死病灶切

開減壓引流術，減緩了毒素吸收和組織進一步缺血壞死，結

合胸腔閉式引流、無創正壓通氣、積極液體復甦和循環支持

而使病情有所緩解，最終逐漸康復出院。病例3雖然住院時僅

有左掌至上臂中段皮膚軟組織紅腫、觸痛，但通過MRI檢查

早期確診壞死性筋膜炎，骨科醫生及時行左示指清創和左上

肢多部位切開減壓引流術。雖然患者後因併發肺部感染和急

性腎功能不全轉入ICU，但經積極的抗休克、抗感染、氣管

插管機械通氣和CRRT支持治療1週後病情好轉，最終存活出

院。病例2壞死病變範圍雖然最小，但由於未能及時作出正確

診斷，沒有對壞死組織及時進行彻底清創引流致病情急遽惡

化併發重症ARD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死亡。

3. 歐洲一項隨機相肓對照研究顯示，在抗菌素治療基礎

上加用大劑量人血丙種球蛋白(IVIG 第1天，lg/kg；第2和3天

0.5g/kg靜脈注射)，明顯降低敗血症和中毒性休克相關的器官

功能衰退發生[9]。IVIG的效用可能是使鏈球菌熱原性外毒素

(SPE)失活或被阻斷，從而減少T細胞增殖和細胞因數釋放。

有人提出IVIG所含的特異抗體與A族鏈球菌菌體表面M蛋白反

應，從而促使增強免疫細胞對MlTl血清型細菌的吞噬作用，

可能是IVIG作用的另一機制[10]。

綜上所述，急性壞死性筋膜炎病程兇險，早期可出現敗

血症和中毒性休克綜合症，常併發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死率

非常高。各科醫生，特別是急診科醫生應該加強對該病的認

識，使患者得到及時、正確的診斷。留取病原學標本後迅速

給予正確的抗菌素治療和外科及時、積極、彻底的清創引流

術是治療本病的關鍵措施，當患者出現敗血症、中毒性休克

綜合症和併發多器官功能衰竭時ICU能提供嚴密的生命監護措

施和強大器官支持治療，有助提高患者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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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病史成人胰腺異物、胰腺炎並腹腔內游走1例

楊貞勇* 譚蕾 張志鋒

‧病例報導‧

密度增高影，考慮橫結腸-腹膜腔異物，並局限性腹膜炎（圖

4）；腹部未見游離氣體或積液。

手術所見：橫結腸近肝曲處觸及一異物 (牙籤)，大部份

位於腸腔內，小部份刺出腸壁位於腹腔內。

 

圖1.胰腺點狀稍高密度影，為異物           圖2.冠狀面MIP成像，稍高密度異物影

       (牙簽)斷面                                                    (牙簽)呈棒狀，部份位於胰腺內，

                                                                             部份刺入十二指腸。

圖3.冠狀面MPR成像，稍高密度異物       圖4.18天後第2次CT掃描，橫斷面MIP

      影(牙簽)呈棒狀，部份位於胰腺內。          成像，稍高密度異物(牙簽)大部

                                                                             份位於橫結腸，部份位於腹腔內。

   

討 論

成人腹部異物雖然相對兒童少見，但一般都有明確的誤

攝入病史，診斷並不困難，但此例病例被一再追問，直到手

術取出異物後，仍然否認異物誤攝入病史，其精神狀態無異

常，因此推測可能誤攝入，但自己未能知曉。所以，對於CT

圖像高度懷疑異物但否認異物誤攝入病史的成人患者，也不

能完全排除異物的可能性。

由於牙簽細長，其斷面直徑僅1~2mm，密度也不太高，X

線平片無法顯示，即使CT掃描，由於背景噪聲的干擾，也極

易漏診[1,2]，尤其在較厚層厚的圖像上不易發現。此病例在第1

次CT掃描時由一位高年資醫生讀片而得到正確診斷，但在第2

次CT掃描時由一位低年資醫生讀片而漏診，後由高年資醫生

審核時才發現並得以糾正診斷。因此需要仔細觀察才可避免

漏診，薄層掃描及MPR、MIP重建觀察對於避免漏診及得到正

確診斷非常有幫助。

非金屬異物攝入體內的病例中，牙籤是其中一種常見異

物，在臨床診斷實踐中應引起重視。

成人的腹部異物通常能準確提供相關病史，診斷並不困

難，但當無法提供病史時，則不易診斷，尤其對於非金屬類

密度不太高的異物，診斷尤為困難，容易漏診或誤診。現將

本院1例病例報告如下。

患者 男，33歲。因“陣發性上腹痛3天，加重半天，伴

畏寒發熱1天”入院。無放射痛，無惡心、嘔吐，無腹瀉、

黑便，無胸痛，無尿痛，多年前有闌尾手術史，否認精神

病史，否認腹部外傷史，有酗酒史。體檢：體溫39.9℃（耳

溫），呼吸20次/分，脈搏116次/分，神情，痛苦面容，卷曲體

位，身目不黃，咽充血，兩肺清，心率116次/分，律齊，全腹

平，稍緊，中上腹及臍周壓痛，無反跳痛，麥氏點無壓痛，

肝、腎區無叩痛，腸鳴音活躍。

實驗室檢查 血淀粉酶：263U/L(正常值25U/L~125 U/L)，

尿淀粉酶：3032U/L(正常值20U/L~460U/L)；血常規示：白細

胞:12.4×109/L，嗜中性粒細胞比例84.7%，C反應蛋白62mg/L，

血沉18mm/hr。

腹部CT檢查：胰體部-十二指腸升段（近屈氏韌帶）見

一條狀高密度影，長約6.5cm，直徑約0.2cm，CT值約110HU，

走行僵硬，上端平胰腺上緣，下端超過胰腺范圍，位於十二

指腸升段；增強掃描無明顯強化，與增強的胰腺組織密度相

似而呈等密度；疑異物（圖1、2、3）。胰腺體尾部體積稍增

大，密度略減低，增強後強化程度稍減弱，未見明顯低密度

壞死區，病變周圍間隙模糊，見條狀影、網狀影，左側腎前

筋膜較均勻性增厚。脾腎隱窩見少量液性密度影。腹部未見

游離氣體。

病人為精神正常的成人，但始終堅決否認異物攝入史，

住院治療10天後腹痛癥狀緩解而出院，由於病人拒絕小腸鏡

檢查，未做進一步處理。出院後第10天，又因“右下腹持續

性腹痛”來院就診，體溫37.3℃(耳溫)，呼吸20次/分，脈搏98

次/分，神情，痛苦面容，卷曲體位，身目不黃，咽充血，兩

肺清，心率98次/分，律齊，全腹平，稍緊，右下腹及臍下壓

痛，反跳痛(+)，麥氏點壓痛(+)。白細胞10.2×109/L，嗜中性粒

細胞比例72.4%。

第2次腹部CT檢查 (距第1次腹部CT檢查18天)：原胰體

部-十二指腸升段（近屈氏韌帶）條狀高密度影消失，原胰腺

周圍滲出影已吸收消失。橫結腸右半段見一條狀高密度影，

形狀與前片相似，上端及大部份位於橫結腸右半段腸腔內，

內下段穿越結腸壁進入腹膜腔，內下端位於臍下約1cm水平、

中線右旁1.5cm前腹壁後方，局部腸管周圍腸系膜模糊呈絮狀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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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病人的胰腺牙籤異物呈縱向走形，懷疑是穿破胃壁而

來，在CT掃描時，其尾端已完全離開胃，對診斷增添一定難

度。兩次CT檢查之間的18天時間，此牙籤異物位置及方向已

發生較大改變，懷疑其穿出十二指腸後進入腹腔，然後再穿

入橫結腸，而不是順腸道排入橫結腸。加強對腹部異物的認

識，利用薄層掃描重建是診斷異物的重要手段。

黃海濤, 金震東. 異物穿透胃壁致急性胰腺炎一例. 中華消化內鏡雜

誌, 2010; 27(1):47-48.

王荃榮子, 孫娜娜, 俞同福, 等. 胃內異物穿通胃壁、胰腺致胰腺損傷

感染一例. 影像診斷與介入放射學, 2011; 20(4):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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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性黃色肉芽腫1例

古杰鳴 董書堃*

‧病例報導‧

纖維瘤者可發生髓性增殖，甚至發展為白血病[1,2]。

本病腫瘤細胞來源尚不明確，目前認為是單核/巨噬細

胞、漿細胞樣單核細胞、真皮樹突狀細胞來源。最近的研究

發現，腫瘤單核細胞和黃瘤細胞表達CD4及CD5(而非CD3)，

這提示細胞更可能來源於漿細胞樣單核細胞，因爲真皮樹

突狀細胞不表達上述抗原[3]。幼年性黃色肉芽腫的早期損害

內見大量組織細胞聚集，組織細胞含大量嗜酸性至空泡樣胞

質，細胞核呈圓形至卵圓形，有時可見很小但很明顯的核

仁，混雜細胞為梭形細胞以及Touton多核巨細胞，異物巨細

胞，其間混有多少不等的中性粒細胞，嗜酸性粒細胞，淋巴

細胞及漿細胞；成熟的損害表現爲泡沫細胞，Touton多核巨

細胞，異物巨細胞，組織細胞，淋巴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組

成的肉芽腫性浸潤；陳舊性損害中，可見成纖維細胞增生和

纖維化[1,2]。免疫組化示組織細胞CD45, CD4, CD68, HAM56, 

fascin, cathepsin 等陽性[4]。治療方面一般採用病灶切除可以治

療，少數病情嚴重的患者的患者可以採用放療或全身化療。

也有報告嚴重的皮膚和內臟損害的患兒不經任何治療，病情

自然消退[5]。

患者 男性，16歲，因發現左眉部腫物3個月就診，體格

檢查左眉部腫物呈結節狀，淡黃，質中，大小0.5×0.5×0.3cm。

病理檢查：送檢不規則組織1塊，大小1×0.6×0.5cm，皮面見一

結節，直徑0.3cm，灰黃色，質中；鏡下檢查：送檢組織被覆

鱗狀上皮，真皮可見較多梭形細胞，泡沫細胞及多核巨細胞

聚集，並見淋巴細胞浸潤。診斷：幼年性黃色肉芽腫(Juvenile 

xanthogranuloma)。

 

圖1. 幼年性黃色肉芽腫  低倍放大  圖2. 幼年性黃色肉芽腫  低倍放大

圖3. 幼年性黃色肉芽腫  高倍放大

討 論

幼年性黃色肉芽腫作為最常見的非郎格漢斯細胞組織細

胞增生病，在皮膚腫瘤中並不常見，常在5歲以內起病，男女

發病率幾乎相當；50%~66%的患者在出生6個內起病，有高達

20%的患者在青春期和青年階段發病[1]。

典型的幼年性黃色肉芽腫損害形態為黃色，橙色，紅棕

色或肉色，大小不等的丘疹或結節，高出皮膚表面，境界清

楚，損害常孤立單發，可累及身體任何部位(包括黏膜)，有

時可達數百個，好發部位依次為頭頸，軀幹和上肢，皮疹常

於1~2年內完全自然消退。眼睛尤其是虹膜是皮膚外最易受累

的部位，累及0.3%~0.4%的兒童患者，常不發生皮膚損害；虹

膜黃色肉芽腫表現爲眼球前房出血和畏光，主要的併發症爲

青光眼。少數患者可有內臟受累的系統症狀。部份併發神經

Mckee PH, Calonje E, Granter SR. 皮膚病理學-與臨床的聯繫[M]. 3版. 朱

學駿, 孫建方, 譯. 北京: 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 2006; 1468-1472.

趙辨. 臨床皮膚病學[M]3版. 南京: 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1; 987-

988.

Kras MD, Haley JC, Ruiz R, et al. "Juvenile" xanthogranuloma: an 

immunophenotypic study with a rappraisal of histogenesis[J]. Am J 

Dermatopathol, 2001; 23(2):104-111.

Nascimento AG. A clinicopathologic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of 

cutaneous and intramuscular forms of juvenile xanthogranuloma [J]. Am J Surg 

Pathol, 1997,21: 645-652. 

趙新民. 小兒全身型幼年性黃色肉芽腫病例報告井文獻複習[J]. 中國

當代兒科雜誌, 2006; 36:65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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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治療前列腺術後尿失禁2例分析

楊廉 劉慶生

‧病例報導‧

外括約肌收縮力不能維持與膀胱內壓的平衡時就會出現尿失

禁。這種手術後排尿功能的障礙，常給患者帶來極大困擾，

甚至影響到對手術的信心和産生埋怨心理。目前臨床尚無肯

定的特效治療，而現代研究證實，針刺治療能使緊張的膀胱

張力降低，有效地增强膀胱基底部及尿道括約肌收縮功能，

使尿道功能長度增加，尿道阻力升高，從而使其小便自控能

力恢復。另外也有研究證實[3]，針刺腎俞可起到抑制膀胱收縮

的作用，從而對改善尿失禁起到一定的作用。

由於術後尿失禁可能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隨著時間推

移，部份患者可以基本恢復尿控。國際上普遍認為，無創性

治療是前列腺癌根治術後3月~12月內早期尿失禁的標準治療

方式[4]。中醫針灸是一種病人容易接受的方法。

從中醫辨證來看，臟腑之中的“腎”與“膀胱”掌管著

人體尿液排泄，腎氣旺盛、腎精充足，與膀胱功能協同，則

小便通調、開合適宜。如腎氣虧虛，陽氣不足以溫煦，腎之

氣化、開合調節功能失常，膀胱之疏泄失常則發生尿失禁。

本病患者多為中老年男性，年齡大多已過“七八”之年，肝

腎之氣已到漸漸虧損之時，又經手術創傷，人體陰陽臟腑功

能定易失衡而發病。手術能解除機械性梗阻情況，但真正要

康復如初，卻需要術後調補。中醫辨證認為前列腺手術後尿

失禁是腎氣虧損、溫煦失司、膀胱氣化不利而成。故針灸治

療選用關元、氣海、八髎、腎兪、命門、足三裏、三陰交、

太溪、水泉等穴位。其中用艾灸關元、氣海、命門、腎俞

穴，以取其溫煦腎陽、培補元氣之功；八髎爲足太陽膀胱經

之穴位，取其調理膀胱經功能、助氣化排泄之功；足三裏、

三陰交、太溪、水泉四穴，則能補益三陰虛損，助脾腎之陽

氣。針刺與艾灸並施，更能增強治療作用。在臨床觀察中，

本法對前列腺術後尿失禁治療效果良好，可以促進患者尿控

恢復，縮短尿失禁持續時間。當然療效也與患者的尿失禁原

因、體質、病程長短有關，體質差、病程長、年齡大的患者

療效相對差些。

尿失禁是前列腺手術的主要併發症，引起尿失禁的主要

原因有：尿道括約肌功能不足、逼尿肌功能障礙和膀胱出口

梗阻。目前臨床上尚無有效治療方法。現報告經本院中醫科

針灸治療取得良好效果的病例。

臨床資料

病例1 男性，67歲。 因前列腺增生肥大於2012年3月行

前列腺手術。術後發現尿失禁，尤以直立、行走及坐起時明

顯，咳嗽、打噴嚏時更為嚴重，每日需換成人尿墊數次，非

常痛苦。經中醫泌尿外科醫生介紹，於2012年6月，即術後3

月就診針灸科。當時除上述症狀外，伴有倦怠乏力，精神緊

張，食欲不振，舌質淡，苔薄白，脈沉。遂取關元、氣海、

八髎、腎兪、命門、足三裏、三陰交、太溪、水泉等穴位，

針刺與艾灸並用，每日1次，10次一療程。治療5次後患者述尿

失禁現象有所改善，坐、臥時基本無小便溢出，站立、行走

時僅有少量小便溢出。治療一個半療程後，患者僅在腹壓增

加時有少量小便溢出，其餘症狀亦减輕，繼續鞏固治療，小

便能自行控制，無滴瀝及尿頻現象，隨訪11月未復發。

病例2 男性，77歲。於2012年3月在澳門仁伯爵醫院行前

列腺癌根治手術。術後小便失禁，站立或行走時尿自出，需

穿著成人紙尿褲，日常生活十分不便，甚至害怕飲水，還放

弃了堅持幾十年，熱愛的游泳運動。在複診時由醫生推介針

灸治療，於2012年4月，即術後1月就診中醫針灸科。當時，患

者小便失禁，感怕冷、乏力、胃納不振，雙下肢輕度腫脹，

舌質淡暗，苔薄白，脈弦細。遂取關元、氣海、八髎、腎

兪、命門、足三裏、三陰交、太溪、水泉等穴位，針刺與艾

灸並用，每日1次，10次一療程。治療10餘次後患者述尿失禁

現象有所改善，坐、臥時基本無小便溢出，但站立、行走時

仍有小便溢出。治療4個療程後，患者僅在腹壓增加時有少量

小便溢出，其餘症狀亦减輕，繼續鞏固治療，小便能自行控

制，無滴瀝及尿頻現象，恢復游泳運動。隨訪一年未復發。

討 論

前列腺術後排尿的控制主要有賴於外括約肌收縮張力和

膀胱內壓之間的平衡，在各種術式的前列腺手術中對括約肌

常有不同程度的影響[1]；另外,增生的腺體長期壓迫外括約肌，

導致長期過度伸長，括約肌的張力受到影響；前列腺增生下

尿路梗阻時，逼尿肌代償性肥厚，術後梗阻解除而逼尿肌暫

時性相對亢進[2]，以上種種原因均會導致兩者失衡。總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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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到雙下肢，請疼痛科會診爲排除惡性腫瘤全身轉移，故行

PET/CT檢查，報告示：腰3-5水平椎旁組織增厚、模糊並代謝

不均勻增高，雙側腰大肌、左側竪脊肌受累，考慮軟組織深

部感染性病變，並椎旁膿腫形成；腰3-5椎體見不均勻代謝增

高，考慮炎症累及椎體。遂轉入外科，在全麻下行“腰3/4椎

間盤摘除+髂骨取骨植骨+腰3/4椎旁膿腫清除+引流術”，術

後病理示：椎間盤組織和小塊死骨，局部纖維組織增生，肉

芽組織形成伴炎症細胞浸潤。術後抗炎、止痛、及對症支持

治療，傷口如期拆綫，癒合良好，複查腰椎CT植骨塊穩定，

各炎症指標正常，患者痊癒出院。

 

圖1. 左圖：CT示腰3-腰5水平見椎體破壞；

        右圖：PET見腰3-5局部放射性攝取不均勻增高（箭頭處）。

 

圖2. 上圖：CT水平位見椎體破壞；

        下圖：PET見椎體旁組織增厚，椎體破壞並不均勻代謝增高（箭頭處）。

討 論

化膿性脊椎炎（pyogenic vertebral osteomyelitis, PVO）臨床

少見，佔骨髓炎總數的2%~7%[2]。Mylona等[3]系統回顧了14項

研究共1008例PVO時發現：死亡率爲6%，腰背疼痛及發熱爲最

常見的症狀，糖尿病爲常見的基礎病變，而尿路感染則多爲感

PET/CT診斷化膿性脊椎炎1例並文獻複習

陶濤 馮秀華* 吳寶群 黃懷穎

‧病例報導‧

化膿性脊椎炎於1879年由Lannlargue首次報告，除了能導

致腰背疼痛外，也可累及神經系統，但多能治癒。由於臨床

發病率較低，不同患者的症狀、體徵及病變部位不一，文獻

報導從症狀出現到確診常需要至少3個月，因此給早期診斷帶

來困難，極易誤診、漏診，誤診率高達50%[1]。最近本院收治

一位表現不典型的患者，在PET/CT協助下診斷爲化膿性脊椎

炎，現複習相關文獻作出分析。

患者 女，86歲。因“反覆胸背痛1週餘”入院。數月前

曾跌倒（具體不詳），患者入院前一週無明顯誘因下出現胸

背痛，以持續性疼痛爲主，間有噁心、發熱，伴全身酸痛不

適。無明顯腹痛、呼吸困難，無腹瀉、嘔吐、黑便、血便，

無暈厥。既往否認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史，曾在外院就

診，具體診治情况不詳，效果欠佳，遂來本院急診就診，查

CXR顯示：雙側肺紋理增多，左側少量胸水，左側第八肋骨

折。

體格檢查：體溫36.9℃，脈搏75次/分，呼吸18次/分，血

壓115/60mmHg。神清，對答切題，呼吸平順，自主體位，

查體欠合作。全身皮膚黏膜未見黃染及出血點。雙肺呼吸音

稍粗，未及囉音，左胸部壓痛，HR75bpm，律欠齊，可及早

搏，未及雜音，腹部(-)。雙下肢不腫。神經系統(-)。

輔助檢查：血常規: W B C10 .5×10 9/L ,  N E U:0 . 863 , 

PLT66×109/L; CK395u/L, CKMB8.84ng/ml, TNT 0.027ng/ml, D-

Dima2.7ug/ml, 出凝血(-), BNP6152pg/ml。

專科診治：入院後患者仍背腹痛，SPO2↓(最低60+%)，

急查胸痛三聯CT示：右下肺動脈前基底節分支管腔增寬，

可見充盈缺損，遠程閉塞，考慮肺動脈栓塞可能性大。診斷

爲：右側肺動脈栓塞 (右下肺動脈前基底段分支)，予以低份

子肝素及華法林抗凝，對症治療。但患者胸背痛未見明顯緩

解。入院第3天行腰椎X光檢查提示：腰椎側彎，退變，骨質

疏鬆，L1-4間隙變窄。入院低、第7天出現發熱(T37.2-38℃)、

血尿及尿路刺激症狀及腰痛，查血常規：W B C:30×109/L, 

NEU:0.963; 尿常規：WBC:509/ul; 血培養：停乳鏈球菌；遂加

用Augmentin+Amikin抗感染治療，效果欠佳。入院第9天患者

病情一度加重，出現煩躁、氣促、低血壓，SPO2↓，血氣分

析提示II型呼衰、呼吸性酸中毒，考慮肺部感染、敗血症及

感染性休克轉入ICU，經予吸氧，改用Augmentin+Gentamycin

抗感染治療，隨後SPO2逐漸回升(95%-98%)。第10天病情穩定

轉回普通病房，改用Rocephin+Cravit抗感染10天，複查炎症指

標漸回降、血培養陰性，但患者期間仍訴胸腹背疼痛，並放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內科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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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途徑（尤爲老年患者），最多累及腰椎，金黃色葡萄球菌則

爲常見的感染源。而本例患者也出現了持續性的腰背疼痛、發

熱的症狀以及敗血症的表現，但血培養爲停乳鏈球菌陽性，可

見並不是所有的化膿性脊柱炎均由金葡菌感染所致。

有學者根據83例PVO的表現，分爲：典型、敗血症型、

急腹症型、膿腫型、神經根痛型、截癱型和慢性化膿型[4]。

診斷PVO必須對各種臨床數據進行綜合分析，Beronius等[5]認

爲診斷化膿性脊椎炎需要從以下6個方面作出判斷：①病理

活檢；②穿刺活檢細菌培養；③血培養(至少2瓶)；④局部疼

痛或神經症狀；⑤至少l項影像學檢查(x綫、CT、MRI、骨掃

描等)；⑥存在急性炎症反應的證據(滿足CRP≥30mg/L, EsR≥30 

mm/h, T≥38℃)。明確診斷需同時滿足①和②項，或者同時具

備⑤和①②③中至少1項；若同時滿足⑥和①②⑤中任何1項

則高度懷疑此病；若④和③或⑤兩者之一並存也存在此病的

可能性。根據上述標準，本患者診斷爲膿腫型化膿性脊柱炎

明確。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化膿性脊椎炎的臨床表現多樣，影

像學對於確診該疾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像學改變表現多

樣，包括(1)骨質改變；(2)椎間盤改變；(3)椎旁膿腫；(4)骨膜

改變等[6]。但X綫片、CT檢查在疾病早期很難發現椎體、終板

和椎間盤的異常，典型表現一般在發病後2~3週才出現[7]。X綫

及MR聯合應用是診斷及評價PVO的常用模式。

目前新興的一種影像學檢查手段—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

層/X綫計算機體層成像(PET/CT)在早期診斷PVO方面可能會帶

來優勢。自Townsend和Cherry在2001年成功實現了CT與PET兩

種顯像方法的融合後，由於同時具備解剖學信息及代謝性功

能信息，使其在臨床上廣泛應用於腫瘤學、心臟病學及神經

精神醫學等領域，對腫瘤的良惡性、早期診斷、轉移，心肌

疾病輔助診治及神經系統功能性改變等顯示出巨大潜力[8]。

最近則發現PET/CT在其它方面也有相當的應用價值，如不明

原因發熱的早期鑒別診斷[9]等。在化膿性脊椎炎的診斷方面，

Van der Brugge等[10]的一項系統回顧發現：FDG-PET對骨髓炎診

斷的靈敏度及特異度均超過95%，FDG-PET較SPECT有更高的

空間分辨率，使定位更加準確，若加上CT（即FDG-PET/CT）

則定位效果更佳。Even-Sapir等[11]的研究也發現PET/CT能發

現更多與臨床相關的病灶，更好對其進行定位，準確鑒別病

理性還是生理性對核素的攝取，對疾病特點分別從功能及形

態上進行描述，從而更準確描述疾病特點，輔助制定治療計

劃。Win等[12]的研究則發現FDG-PET/CT能在X綫及MR檢查發

現明確的病變出現之前能發現病變部位的代謝活性增加，因

此在化膿性脊椎炎的早期階段就能發現病變。同時能根據影

像及SUV的動態變化實時反映病灶的變化轉歸，進而輔助醫

生對長期抗生素治療的停藥時機做出正確的决策，而MR却並

不能做到這一點。可以看見，PET/CT檢查既能反映病灶的代

謝變化，又能提供具體的解剖信息，在不明部位的感染灶能

對其進行早期診斷有其獨特的優勢，在本病例中，就是通過

PET/CT檢查發現患者的椎旁膿腫形成從而對其進行及時治療

的。或許在不久的將來，PET/CT在疾病的輔助診斷應用越來

越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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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現骶髂關節炎X綫表現，故通過X線檢查骶髂關節病變難以

早期診斷。臨床工作中極易漏診、誤診，以致延誤治療。

Chen等[3]對546名確診為AS的患者採用巴氏強直性脊柱炎功

能指數(Ba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functional index)評價，發現JAS

患者的功能損傷要大於成人型AS患者，這與JAS患者常被延遲

診斷，錯失最佳治療時機有很大關係。回顧性研究顯示，JAS

出現首發症狀到被臨床確診的時間平均約4~9年[4]，這段時間對

JAS的預後有極大的影響。因此，早期診斷顯得尤為重要。

本病例以髖關節腫痛爲首發症狀，早期的骶髂關節病變不

典型，血常規及生化檢查基本正常，難以與慢性滑膜炎、滑膜結

核、類風濕性關節炎及椎間盤源性疾病相鑒別。患兒曾因單純關

節反覆腫痛，多次求診，因臨床表現及X線檢查無特異性，X線

無骶髂關節破壞和典型“竹節樣”改變，早期常被漏診。本次收

入院治療並經上級相關專家會診，結合患兒家族病史及既往病史

考慮JAS的可能性大，出院診斷爲JAS。筆者回顧患兒現病史及既

往病史，結合ESSG診斷標準，認為該患兒JAS的診斷明確。

1984年紐約診斷標準因診斷多為中晚期AS而過時，目前

通用標準為2009年歐洲脊柱關節病研究組(ESSG)標準，即炎性

脊柱痛或非對稱性以下肢關節為主的滑膜炎，並附加以下任

何一項：陽性家族史—診斷AS；肌腱端炎—診斷AS；雙臀交

替疼痛—診斷AS；骶髂關節痛—診斷AS；銀屑病—診斷銀屑

病關節炎；克羅恩病—診斷炎性腸病性關節炎；關節炎前1個

月內的尿道炎、宮頸炎或急性腹瀉—診斷反應性關節炎。雖

然HLA-B27對AS的起病機制尚未明確，流行病學已證實AS與

HLA-B27關係密切，AS患者中HLA-B27陽性率可達90%以上。

JAS患者類風濕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及抗核抗體(antinuclear 

antibody, ANA)多為陰性，但陽性者並不能排除診斷[5,6]。臨床上

反映疾病活動的指標如CRP、ESR也有助於疾病的早期診斷，

有研究[7]表明CRP的升高可能是放射學陰性的脊柱關節病發展

爲AS的一個標誌。 另外有研究[7-9]表明，疾病早期時X線檢查

未能顯示病變時，MRI檢查有助於早期診斷。

幼年型強直性脊柱炎1例報告

方針1 李衛平2*

‧病例報導‧

患兒 男，11歲。1個多月前踢足球後開始出現左髖部持續

性疼痛，行走困難。早期院外看跌打，具體治療不詳。後至

本院門診，給予外用止痛膏及針灸等治療，未見明顯改善。

患者因下床行走痛，遂來本院復診，門診擬“左髖關節滑膜

炎”收入骨科住院治療。入院時查體，左髖前方稍腫脹，關

節周圍皮溫稍高，觸診無波動，左股內收肌起點壓痛明顯，

左髖關節屈伸、外展、內收及旋轉活動時疼痛均加重，左

髖關節“4”字征陽性，左髖托馬斯征陽性，左下肢縱向叩

擊痛陽性，左下肢感覺、肌力、肌張力均正常。C反應蛋白

9.4mg/L。初步診斷爲“左髖關節滑膜炎”和“左股內收肌拉

傷”。給予患兒左下肢持續性皮膚牽引製動、消炎止痛等對

症處理，並安排左髖關節MRI檢查。MRI檢查顯示左側髖關

節滑膜炎並關節少量積液，左側閉孔外肌水腫。兩週後患兒

右踝關節無誘因出現紅腫熱痛，壓痛明顯，觸診無明顯波動

感，屈伸活動受限。追問病史得知，患兒父親有多年下腰背

疼痛病史，自行服用非甾體類抗炎藥反應良好，患兒去年右

踝關節曾有類似疼痛發作史，致間歇性跛行近半年。進一步

查白細胞11.7×109/L，血小板485×109/L；C反應蛋白23.8mg/L，

血沉105mm/hr，HLA-B27(+)，類風濕性因子陰性，抗溶血性

鏈球菌素“O”陰性，降鈣素原試驗陰性，PPD 試驗陰性，

結核血清學試驗陰性。右踝關節X線無明顯異常。骶髂關節

MRI檢查示：右骶髂關節髂骨關節面下少許滑膜疝，掃描關

節圖示左側髂關節少許積液。入院後診斷幼年型強直性脊柱

炎可能性大。給與非甾體類消炎鎮痛藥丙谷美辛、抗生素及

營養支持治療，1週後患兒關節疼痛減輕，活動受限明顯改

善後出院，出院診斷爲幼年型強直性脊柱炎(juvenile ankylosing 

spondylitis, JAS)。

討 論

幼年型強直性脊柱炎是指16歲前發病的強直性脊柱炎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目前病因未明，一般認爲其發病機制

包括遺傳、免疫、細菌感染等。與成人型的脊柱椎間盤、纖維

環韌帶骨化融合及骶髂關節破壞有明顯區別。JAS早期以周圍

關節、肌腱附著點以及關節周圍組織炎症爲特點，腰背部和骶

髂關節痛不明顯，與人白細胞抗原(HLA)-B27關係密切[1]。據統

計[2]，發病第一年僅有12%~24%有腰痛、晨僵、活動受限等症

狀，或X綫表現爲骶髂關節炎，而80%~90%以外周關節或肌腱附

著點炎爲主要症狀，且下肢關節受累多見。JAS需在發病後年數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康復科      2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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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位胸腺瘤1例影像學表現並文獻複習

楊波 謝學斌＊

‧病例報導‧

影像學檢查：胸部平片示右前下縱隔佔位性病變，大小

10cm×8cm(圖1)。胸部CT示右前下縱隔類圓形軟組織密度腫

塊，突向右側肺野，橫斷面大小10cm×8cm，邊緣光滑，淺分

葉，內見少許條片狀低密度影，CT值約47HU(圖2~3)；增強後

中度強化，CT值約70HU(圖4~6)；診斷：胸腺瘤。

病理診斷：腫物類似胸腺皮質結構，由豐富的淋巴組織

形成結節狀、片狀結構，內可見粗的纖維間隔；淋巴組織由

小至中等大的淋巴細胞組成，其內可見散在少量上皮樣細胞

及易見的吞噬細胞，上皮樣細胞異型性不明顯；免疫組化示

上皮樣細胞CK19網狀陽性及CK7散在陽性，淋巴細胞CD5部

份區域陽性，部份L26陽性，病變符合B1型胸腺瘤(Type B1 

thymoma)。

討 論

胸腺瘤好發於40歲~60歲，男女發病率相近，90%位於前

縱隔，前上縱隔佔50%以上，4%異位。對於非位於前上縱隔

的胸腺瘤影像學診斷比較難，往往會因其異位而導致誤診。

胚胎發育期胸腺組織起源於第3或第4對咽囊，第6週時咽

囊上皮增生形成左右兩條細胞索，向胚體尾端伸長，末端抵

達胚體內胸腔，增生變大並融合，第8週形成兩側葉定位於前

上縱隔，此時細胞索退化消失。如果退化不全，殘餘細胞則

在頸部、甲狀腺、胸腔等部位形成異位胸腺組織，發生率約

有20%。

胸腺因其大小、重量和成分隨年齡的不同而變化甚大，

新生兒相對重量最大，青春期最大約30g，以後胸腺實質成

分逐漸減少萎縮，被脂肪組織代替，40歲以後主要成分為脂

肪，所以一般成人前上縱隔腫塊為胸腺瘤可能性最大。異位

胸腺瘤與普通胸腺瘤一樣，可引起重症肌無力[1,2]。

胸腺瘤是縱隔最常見的腫瘤之一，發生率佔縱隔腫瘤

的20%~40%，絕大多數胸腺瘤位於前上縱隔。異位胸腺瘤少

見，可發生於中後縱隔、頸部、甲狀腺、心包、肺實質、胸

膜、支氣管及胸壁等部位。筆者回顧性分析在本院經手術病

理證實的1例異位胸腺瘤，並結合文獻複習，以提高對該腫瘤

的認識及術前診斷準確率。

患者 男，30歲，主訴咳嗽、咳痰1個月。查體無異常。

血常規、血生化、各項腫瘤指標無異常。

 

圖1. 右前下縱隔佔位性病變，大小10cm×8cm。

圖2.~圖3. 右前下縱隔軟組織腫塊，橫斷面10cm×8cm，邊緣光滑，淺分葉，內見

                少許條片狀低密度影，CT值約47HU。

圖4~圖6. 增強後中度強化，CT值約70HU。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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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由不同比例瘤樣上皮細胞及淋巴細胞混合組成，

免疫組化染色瘤上皮細胞表達角蛋白、上皮膜抗原和癌胚抗

原。腫瘤淋巴細胞均為T細胞來源，CD99、CD1a及Ki-67陽

性，部份S-100和CD20陽性。1999年WHO胸腺瘤病理分類標

準為：①胸腺瘤分型取决於腫瘤性上皮細胞及其核是否爲梭

形/卵圓形(A型)，或為樹突狀或肥胖狀的（上皮樣）外觀(B

型)，兩種形態學混合的腫瘤稱爲AB型。②B型依據腫瘤性上

皮細胞的比例增加及異形性的出現，分爲三亞型B1、B2及B3

型。胸腺癌為一個額外亞型：C型胸腺瘤，顯示明顯的惡性

細胞學特徵[3]。

雖然異位胸腺瘤發生部位不在前上縱隔，但其正側位胸

片、CT、MRI影像學特點與前上縱隔內良性或惡性胸腺瘤基

本相同或相似。異位胸腺瘤的影像學檢查主要有CT和MRI[4]，

腫瘤呈均勻或不均質腫塊，形態規則或呈分葉狀，內可發生

囊變和鈣化，鈣化發生率約10%~15%，增強後顯著強化。腫

瘤血管介面模糊，侵犯包膜或鄰近組織，伴有胸水和肺內轉

移者，提示爲惡性胸腺瘤。5cm以下邊界清楚的腫瘤常被認為

是非侵襲性，而大於8cm的常具侵襲性。部份胸腺瘤表現與胸

膜間皮瘤相似[5]。MRI對腫瘤的定位有很大幫助。由於異位胸

腺瘤少見，影像準確診斷較爲困難。對於胸腺瘤細胞學檢查

容易誤診，Ponder等收集14例頸部病例，細針抽吸細胞學檢查

(FNA)僅1例準確診斷[6]。本病例雖然不位於前上縱隔且體積較

大，但是腫塊邊緣光滑、軟組織密度、淺分葉、不均質、無

鈣化、增強後中度強化，這些特點與典型的胸腺瘤相似，故

術前診斷明確，與病理診斷相符。

前中、前下縱隔異位胸腺瘤易與畸胎瘤、胸骨後甲狀腺

及胸腺脂肪瘤區別；而中中縱隔異位胸腺瘤，單純性與巨淋巴

結增生症、中央型肺癌則較難區別；囊變胸腺瘤與支氣管囊腫

難以區別；中下縱隔異位胸腺瘤與縱隔型肺癌較難區別。

總之，診斷異位胸腺瘤應綜合分析影像學特點，密切結

合臨床，確診還是要依賴於組織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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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關懷護理在1例血透患者護理中的應用與體會

張映紅＊ 梁歡娣 周月群

‧病例報導‧

能力，促進病人的康復。其意義是護士將獲得的知識融化

後，自覺給予患者的情感付出[3]。表現在給患者及時有效的

護理，去除其身體上的疼痛，給予精神上的呵護、心理上的

寬慰和行爲方式上的指導，並給予患者足够的尊重和同情，

盡可能人道地滿足患者的要求，讓患者感受到護理中充滿了

人性的溫暖，這就是人文關懷在護理中的具體體現。護理人

員對患者的愛不同於親情之愛和世俗之愛，是一種高尚的職

業之愛[4]。現將1例人文關懷護理的應用與體會報告如下。

臨床資料

患者 男，70歲，2007年由政府醫院轉至本院行每週3次

規律透析。剛來透析時無法接受自己終身要靠血液透析維持

生命的事實，脾氣十分暴躁。曾幾次爲了提前結束透析治療

從人類文明開始，關懷就是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份[1]。人文關懷是整體護理的核心內容之一，人文是指人

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它來自拉丁文Humahiras，其基本

的核心含義是“人性與教養”，它的核心思想是把人作爲一

切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把人放在第一位，以人爲本。關懷

來源於英語Caring，意爲照顧、顧及、愛護、幫助、考慮、

挂念等。它可以理解為行為，也可以解釋為情感或態度。

Leininger[2]認為護理的本質是關懷，關懷是護理的中心思想。

關懷是護理活動的原動力，是護士爲病人提供合乎其文化背

景的護理基礎。關懷又稱關心、關愛、關懷照顧等，是護理

的核心概念與中心任務，有效的關懷能增强病人應對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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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果，用自行拔管方式來威脅護士。之後在透析不足1個月

時又自停透析治療長達1個月。停透析治療1個月後因在家病

情加重，並全身多處跌傷再次來院治療。再次回來後患者脾

氣一如從前，依然性格倔強、脾氣暴躁。患者接受透析前，

因白內障多年一直未有醫治而致左眼失明，右眼亦有視力下

降。透析2年後右眼也漸漸出現視物模糊轉至眼疾加重，但堅

决拒絕手術治療。

患者家中有一位因中風致癱瘓久病臥床10多年的老伴，起

居飲食長期需要人照顧。患者因擔心右眼手術失敗引致失明，

沒人照顧久病臥床的妻子。多年的治療，患者亦經歷了疾病治

療過程中帶來的痛苦：插管，造瘻，塞瘻，再插管，再造瘻。

內憂外患下的患者感到無助、不安、絕望，心理失去平衡，拒

絕外界的幫助，對治療失去信心，對醫護人員也失去信任。因

此脾氣變得暴躁、倔強，從而拒絕治療與護理。

通過人文關懷護理，使患者轉變成性格開朗，善談、尊

重他人，積極接受治療，到現在甚至樂意幫助其他病友的人。

人文關懷護理的應用

一、穩定患者情緒，減輕治療護理中的不適  

盡量爭取每次由高年資護士幫助患者開機治療，在使

用導管或內瘻穿刺進行治療時，均向患者解釋可能帶來的

不適，使其配合操作。當患者感到疼痛或不適要求停止治療

時，要表示同情和理解。盡可能陪護在患者床旁給予安慰、

鼓勵，讓患者覺得護士親切和藹，容易接受，並盡可能减輕

疼痛刺激帶給患者的不適[5]。如用較細型號穿刺針進行穿刺，

操作時應沉著、熟練、認真、細心。血透過程中要嚴密觀察

病情，經常到床邊觀察詢問患者情况，多給予語言的安慰。

二、解除患者的心理壓力，調整其對疾病的認知

在與患者接觸過程中，鼓勵他把自己的心理情緒表達出

來。 在患者內瘻手術失敗後，鼓勵其不要灰心，告知他別

的腎友也曾經歷過幾次內瘻手術，以减輕其心裏壓力。當內

瘻手術成功後，購買運動球贈送給患者，並不時地介紹鍛煉

方法。當患者接過運動球時，低下頭，嘴裏不停地重復“謝

謝”。多向患者解釋血透治療原理，親切和藹地詢問其病

情，解釋透析中可能出現的不適，血透治療的安全性，消除

患者的恐懼心理，讓其主動配合，减輕透析中的併發症。與

患者交談中注意禮貌稱謂及談話的語調和速度，對患者的述

說應認真傾聽，讓患者佔主導地位，護士適時引導主題。盡

量滿足其護理要求，讓患者倍感溫暖，鼓勵其增加治療的信

心，消除緊張及消極心[4]。

三、滿足患者自尊並與其共情溝通  

在與患者接觸後得知，患者年輕時曾是一名民間醫生，

所以亦懂一些的醫學知識，過往做事固執、決斷。所以在做

各項操作治療前可先徵求其意見，使患者感到別人對他的尊

重。利用治療間隙，耐心傾聽患者年輕時行醫的一些事件，

傾聽時要耐心、表現出很感興趣及佩服，這樣做能使患者心

情愉悅，並想起當年年輕時從醫的一些工作情景，讓患者感到

自身存在的價值。在交談中使護理工作能順利完成，並能分散

患者注意力，以减輕治療操作時的疼痛不適。既加强了與患者

的溝通及滿足了患者的自尊，又能使患者積極配合治療[5]。

四、親情服務、感動服務及延伸服務[6] 

透析中心護士下班後，進行家庭隨訪，協助患者院外

的生活照料。當患者右眼漸漸出現視物模糊，轉至眼疾加重

時，在獲悉患者因擔心手術期間無法照顧妻子而拒絕手術治

療後，護士利用業餘時間主動承擔起患者手術治療期間照顧

其老伴的任務，讓患者同意並放心接受手術治療。平常抽空

到患者家中對兩老進行探訪關心，及給予一些日常的照料幫

助。用心的付出使患者真正感到身邊人對其尊重及關心，徹

底地得到患者對醫護人員的尊重與信任。

經過兩年多與患者相處，患者已改過去倔強、暴躁的性

格及拒絕治療的思想。轉變為善談、尊重他人、性格開朗，

積極接受治療，甚至主動勸喻及幫助其他病友。並與醫護人

員之間形成互相信任及深厚的友好關系。因爲積極治療，身

體健康亦未因年齡增長出現漸差的情况。現仍然每日在家照

顧妻子及堅持每週3次的透析治療。

人文關懷的實施能有效地拉近患者與醫護間的距離。血

透患者希望從護士那裏得到尊重和愛護，以獲得精神支援和

心理安慰[7]。透析護理中有效地運用人文關懷，處處以尊重患

者的健康需求爲核心，尊重患者的人格尊嚴、服務從細微入

手、貼近生活、鼓勵患者。樹立“以患者爲中心”的人性化

服務理念，可以促進護患之間的情感交流，增加患者的安全

感，消除其孤獨、空虛情緒，化解其憂慮和悲傷，從而使患

者精神振奮，維持正常的精神心理健康狀態，患者對我們的

親情、依賴感也驟然增加[8]。善於用人文關懷的理念與患者交

流溝通，能較好地解决患者在透析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負面情

緒，拉近護患距離，使護士及患者都能處在較好的人文環境中

進行工作和接受治療。使醫護的整體形象，服務理念，服務態

度，技術水平，健康宣教的能力得到患者及家屬的好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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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病人的權利讓渡

李衛平

運作良好的醫療服務有賴於醫患關係的和諧，瞭解相互

的權利和義務是和諧的醫患關係的基礎之一。醫者以治病救

人爲己任，單憑“父母心”和“回春妙手”遠遠不够，還需

要病人的權利托付和讓渡，這樣才構成契約關係。瞭解病人

可讓渡和不可讓渡的權利，瞭解醫療提供者的權力來源，瞭

解權力和權利的關係和如何平衡如何監管，對臨床工作具有

現實的指導意義。本文就有關問題作一粗淺的探討。

一、病人權利運動

直到20世紀60年代，大多數醫學倫理規範還强烈依賴希波

克拉底傳統，規定醫生職責只考慮提高病人福祉，並未提及病

人的權利。過去幾十年社會結構發生了轉變，從而導致個人賦

權日益對抗政府、機構的權威，出現了衆多基於權利而發起的

運動。同時作爲一種社會需要，病人權利與女性權利、少數人

群權利、消費者權利以及其它群體的權利共同出現[1]。

美國的病人權利運動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

著美國經濟地位的提高，伴隨消費者權益運動和女權運動，

在世界範圍內産生了巨大影響。1972年美國成立了醫院協

會(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制定了《病人權利法》(A 

Patient’s Bill of Rights)。1973年1月8日，美國醫院協會進一步

討論修訂了《病人權利法》，指出凡參加美國醫院協會的醫

院，都應尊重病人的權利，使醫療護理更具成效，令病人、

醫生與醫院三方更爲滿意。1982年召開了第一届全美病人權

利會議。《病人權利法》條款也從原來的1l條增加到19條，

包括病人權利使用權、病人接受治療的接受權和平等權、病

人緊急診治權、病人治療或出院决定的參與權、病人病歷檔

案的查閱權和複印權、病人投訴權、病人家屬探視權、病人

意願表達權等。

隨後，法國在1974年制定了《病人權利憲章》(Charters 

of the Rights of Patients)，此舉更引起歐洲各國對病人權利的

重視，促使歐洲經濟共同體醫院委員會在1979年通過《患者

憲章》(Charts of the Hospital patients)。世界醫學聯盟於1981年

在里斯本發布的《里斯本宣言—病人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Lisbon On the Rights of the Patient)更是豐富了病人自主權的

內涵：

(1)獲得良好品質之醫療照護的權利(Right to medical care of 

good quality)；

(2)自由選擇醫療方式的權利(Right to freedom of choice)；

(3)自主决定的權利(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4)獲得個人病情信息的權利(Right to information)；

(5)診療秘密被保守的權利(Right to confidentiality)；

(6)獲得衛生教育的權利(Right to Health Education)；

(7)保有個人醫療尊嚴的權利(Right to dignity)；

(8)獲得宗教協助的權利(Right to religious assistance)。

《里斯本宣言》要求醫務人員根據良知與病人最大利益

行動之時，也要對保障病人的自主與正義有著相同的付出，

需要為上述病人的權利負共同的責任與保證，如果病人這些

權利被透過立法與政府的力量否決，醫生應當採取適當的方

法來確保或是恢復這些權利。

此後，美國國會於1990年批准了《病人自我决定法案》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並於1991年在全國實施。歐洲

各國和日本等也相繼制定了類似的病人權利法律條款。

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一直沒有關於病人權利的專門

法規，解决醫患矛盾、維護病人權利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

由於不少醫院管理者和醫師還看不到醫療中尊重病人權利的

發展趨勢，不願走出傳統的行醫模式，所以當1996年丘仁宗

教授等出版國內第一本有關病人權利的著作《病人的權利》

時，該書當時還受到了一些大醫院的抵制[2]。1997年l0月在承

德召開的第九次全國醫學倫理學年會上，討論並形成了正式

文件《病人的權利和義務》，並於1998年4月向全國公佈。

目前，美國醫院協會用更爲平衡的文件《患者與醫護人

員的合作關係》(The Patient Care Partnership)替代早年的《病

人權利法》，以瞭解雙方的期望、權利和責任，有以下6個方

面[3]：

1. 爲病人提供高質量的住院治療服務

當務之急是向病人提供所需的治療，並做到及時治療、

有醫療技術、同情心、以尊重的態度對待病人。如果病人對

治療有擔心或者感到疼痛，請告訴醫方；病人有權知道醫

生、護士、其他參與治療者的身份，並有權知道這些人是否

爲醫學院學生、實習醫生或其他受培訓人員。

2. 爲病人提供乾淨而安全的環境

醫院努力保障病人的安全；醫方採用特別的政策和程序

來避免在治療中發生錯誤，並保證病人免受虐待或疏忽；如

果在住院期間發生任何意外或重大事件，醫方將告訴病人發

生了什麽事件。

‧醫學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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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讓病人參與治療决策

說明病人的病情並解釋醫學上合適的可選擇治療方案；

與病人討論治療計劃，病人有權同意或拒絕某種治療方法；

向病人徵求信息，如過去史、過敏反應、正在服用的藥品、

保險計劃及入院的要求；瞭解病人的醫療目標和價值觀；瞭

解在病人無法作出决策時由誰來代替。

4. 保護病人的隱私權

醫院對病人與醫生和其他醫療人員的關係保守秘密，並

對由此關係産生的敏感信息保守秘密。

5. 幫助病人和家屬爲出院作好準備

醫生將與醫院工作人員以及病人住地的專業人員進行合

作，病人可獲取出院後所需採取的自我照顧方法，並在可能

的情况下獲得有關的訓練，治療能否成功往往取决於病人能

否遵循用藥、飲食、治療方面的計劃。

6. 協助病人處理付款和提交醫療保險申報單事宜

病人權利是公民基本權利的一部份，這些權利在醫療中

的實現都有賴於尊重自主原則的充分履行。民主的社會規定

了人身自由的權利，這是自主原則的法律來源。自主原則承

認每個成年的、具有健全思維能力的人都有權决定其自身的

行爲。尊重自主原則從根本上表達了病人的選擇權利。病人

的選擇權是維繫醫生與病人間的治療與被治療關係的核心。

雖然病人需要醫生治療，但在法律和理論上，只有病人才有

權决定是否建立這種關係；只有病人才可以隨時隨地合法地

終止這種關係。事實上，實現了自主也就是體現了對病人的

尊重，因爲尊重的重要方面就包括了對病人自主權的尊重[2]。

二、醫患雙方的權力與權利的平衡

在醫患關係中的權力和控制的問題，備受各方批評，

在上世紀70年代達到了頂峰。這些訴求要求獲得更多合理的

的醫學知識和經驗，和更多對病人自主的尊重。醫患關係

從“合作—引導”到“共同參與”，病人就可以分享權力和

責任了[4]。如今醫患雙方正通過共享抉擇過程尋找更爲明智

的權力平衡。在這種平衡中，醫生在醫學問題上更具有技術

專長和權威性，而病人在價值或個人喜好問題上處於强勢地

位。簡單地說，今天我們承認有行爲能力的病人實際上擁有

無限的權利拒絕不想接受的醫療護理，甚至在醫生準確無誤

地指出治療方案有治療效果甚至確實可以挽救生命，病人也

有權利拒絕[1]。

有利無害原則和尊重自主原則是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

它們都是醫療中應遵守的顯見義務，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

性。雖然這些道德規範在具體化過程中有時會産生矛盾和

衝突，但它們在本質上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在自身合理的範

圍內發生作用。有利無害原則和尊重自主原則都有著自身的

優點和局限性，因此，它們的具體運用都是處於一定的範圍

中。只有在各自合理的範圍中，這種道德規範才是我們實際

應該遵守的義務。尊重自主的目的是爲了病人的權利，有利

無害的目的是爲了病人的利益，最終將統一於病人這個個

體[2]。在病人權利讓渡的情境下優先選擇有利無害原則，並

不是對尊重自主原則本身的否定，反而是對其無法適用時的

有力補充。

醫患雙方的權力與權利還是一個道德和法律的兩難問

題。長久以來，病人的生命和信仰孰輕孰重或生命和信仰兩者

只能取其一時如何選擇，一直是折磨著必須作出决定的世界各

地的醫生的難題。生命是寶貴的，信仰也是寶貴的，人的信仰

和人的自然生存狀態渾然一體。對有信仰的人來說，沒有信仰

的生命是可憐的生命，失去對自己信仰的支配，就像失去對自

己生命的支配一樣。在這種情况下，尊重自主原則和有利無害

原則産生嚴重的衝突，宗教信仰自由權起了决定的作用，此時

尊重自主原則大於有利無害原則，但醫生的不作爲備受爭議，

有餑於“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救死扶傷的信念。

瞭解發生在美國康尼迪格州的斯旦福醫院輸血的案例[5,6]

可能會對這個問題有進一步的理解。1994年8月28日夜晚，

在斯旦福醫院裏，乃莉‧維加産後胎盤殘留引發了大出血。

醫生判斷，如果不輸血，産婦將因失血過多而死亡。乃莉和

她的丈夫都是拒絕接受輸血的耶和華證人教的信徒。因爲該

教認爲輸血等同於喝血，要受上帝的懲罰，死後不能升入天

堂。不管在什麽情况下，耶和華證人教的信徒决不會同意接

受輸血，無論是全血還是血製品，一滴都不行。乃莉入院時

就簽署了拒絕輸血的文件。作爲一個醫生，治病救人，但是

不能違背病人出於信仰而作出的决定。可是，如果再不下令

輸血，就要眼睜睜地看著病人在自己面前死去。此時只有求

助法律的干預才能解决，醫生立即前往斯旦福的高級法院，

要求法官發出輸血的命令。這時已是凌晨2點，法官作出了緊

急裁决，允許該醫生可以在未經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實施輸

血。在總共輸了3300毫升鮮血以後，乃莉‧維加的生命得救

了，最終母子均平安健康出院。但對於乃莉來說，血管裏流

著別人的血，這就違背了她的信仰。如果此案有效，往後其

他教友的信仰就無法保證。她向上訴法院提出申訴，控告醫

院侵犯了她的宗教自由權利，要求推翻斯旦福法院的深夜緊

急裁决，禁止醫生在未經病人同意的情况下，違背病人的宗

教信仰給病人輸血。醫院方面指出，醫生是得到法官命令才

輸血的，現在病人已經康復出院，不存在侵權傷害，且這一

指控已經過時。上訴法院同意醫院請求，不予受理。乃莉‧維

加繼續向州最高法院上訴。經過近2年審理，1996年4月9日，

康尼迪格州最高法院作出一致裁决，裁定斯旦福醫院違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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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之身體有權自主决定的法律傳統，侵犯了乃莉‧維加宗

教信仰的憲法權利。大法官們指出，不管醫院搶救人命的情

况是多麽緊急，不管醫生救死扶傷的職業規範是多麽崇高，

這些都不能壓倒乃莉‧維加保持自己身體和精神完整性的權

利。只要她充分瞭解事情的後果，並且有能力作出决定，那

她就有權根據自己的信仰作出决定。如果允許別人强迫她接

受他人的判斷，那麽，宗教信仰的自由就岌岌可危。最高法

院裁决該病人的最高利益是其信仰自由，故裁定該醫生侵犯

了病人的自决權而被判罰款。在此案中，乃莉‧維加不是譴責

醫生，而是維護自己的信仰。醫生沒有權力將自己的職業操

守淩駕於病人的信仰之上。就醫生而言，最基本的工作是救

護生命，他們不是認為自己的職業權威淩駕於病人的信仰之

上，而是認為生命高於病人的信仰。

三、病人權利讓渡的理由

權利讓渡是指社會成員把某些屬於自己的權利通過一

定方式轉讓給另一些社會成員行使。它的內容和形式多種多

樣，最重要的是通過契約的方式。之所以存在權利讓渡，是

由於：(1)主體方面：有某些方面的不能(弱勢)或特定時期的

某些不便，又基於獲取更有利結果的考慮，以及對客體的信

任；(2)客體方面：有某些方面的專長與便利，又具有讓主

體確認的誠信和工作目標的利他性(互利性)；(3)權利讓渡雙

方：具有相互的信任關係，並以此爲基礎建立了契約制和規

範化、制度化的保證，以及讓渡內容的社會認可[7]。

同理，病人權利讓渡就是病人把自己的某些權利，即

將有助於醫務人員診療、有利於自己康復需要的權利通過

一定方式轉讓給醫生行使，並通過挂號、簽字和申請等方式

來加以實現和保證。病人讓渡的這些權利，其中包括：隱私

權—告訴醫生自己身體的變化和感受、患病的過程和真實的

原因，暴露身體接受檢查，接受强制性疾病通報；醫療選擇

權—選擇醫療機構意味著接受其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和醫療

水平，其水平可能與當地或其他地區有差距，接受最後的醫

療結果，這些結果不一定理想；不受傷害權—接受侵入性的

檢查和治療，從簡單的血糖監測、靜脈穿刺到手術切口、

器官摘除、截肢；知情權—醫方不可能把全部醫療信息告知

病人，基於某些利益和原因可能會有意或無意隱瞞；自主决

定權—在某些情况下，醫生否决病人的决定和選擇，或不經

病人知情同意而自主裁决。因此，病人到醫院挂號就診，就

意味著病人承認了醫院的規範章程，雖然這些規範章程不一

定對病人是“仁慈”的，也同時說明醫院承認了病人的就醫

權利，這是醫患間無形的契約。病人之所以讓渡權利，有著

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原因。從客觀上講，醫療實踐的專業性

很强，有嚴格的准入制度，病人由於缺乏醫學專業知識、技

能，對自己的病因和病症不太可能像醫生那樣清楚，更不可

能自己制定和實施診治方案，這都需要由醫方提供；即使當

醫生患病成爲病人時，在目前醫療服務框架下，也很難不借

助醫療機構或其他醫療人員實施其診斷治療方案。從主觀方

面看，病人可以通過權利讓渡直接或間接取得一定利益—健

康利益。因此，病人權利讓渡，從表層目的和形式上看，是

爲了更有利於醫療實踐和醫生行爲的主動性，有利於醫療行

爲的規範化、合法化，是一種手段和特定的交換關係，但從

根本目的和本質上講，是爲了維護病人的生命、健康權，是

爲了實現病人權益的最大化。

病人權利讓渡，是建立在病人對醫生的信任的基礎上

的。病人權利讓渡和托付是大量存在於人類交換行動中的

信任托付在醫患關係中的具體化，是形成現代醫患關係的基

礎；以此爲基礎建立起來的醫患關係必然是以契約爲特徵

的，但這種契約並非都有明確的條文，而是大量地以約定俗

成的慣例形式而存在的；根據這種廣義的契約模型，病人處

在弱者地位，儘管也要履行自己的義務，但其權利應得到更

多的保護；法律的規定並非總是有利於保護病人權利的，而

依據同情弱者的慣例則可以彌補這一不足，使病人處於更有

利的地位。病人權利困惑的核心問題是病人健康利益與自主

權的矛盾。按廣義契約模型，病人權利與病人可以處於分離

狀態，醫方在接受了病人的權利委托後將按醫學要求來處理

這類矛盾。當然，醫方的處理方式必須是所在文化群體大多

數成員所能接受的，也就是符合慣例的。這樣，病人權利困

惑也就得到了解决[8]。

四、病人權利讓渡的監管

當醫生的干預行爲並沒有能够達到預期的效果，或是沒

能挽救病人的生命時，有人可能會質疑這種行爲的正當性，

認爲這種干預是錯誤的。但過程和結果並不是完全對等的，

良好的願望未必會取得良好的結果。醫療行爲不僅受到醫生

醫德的制約，同樣還會受到醫生的醫療水平、整個社會的醫

療發展、醫療設備等條件的制約。這些客觀的醫療條件無法

證明醫生行爲本身的道德性。

從行爲本身來看，義務論者認爲只有在這個行爲本身

是善的行爲的前提下，才是正當的行爲。醫生有時所採用

的一些具體形式，並不是一些善的形式，例如隱瞞、欺騙、

强迫等等。但是在特定醫療情境下，這些惡的形式的行爲仍

然是正當的。安慰劑的使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安慰劑指

不含任何藥理成分的製劑或劑型，外形與真藥相像，如蒸餾

水、澱粉片或膠囊等，安慰劑並沒有實際的藥效。醫生開出

安慰劑的行爲，本身是一種欺騙性的行爲，或至少也是一種

對信息的隱瞞行爲。但這種行爲却有利於病人的健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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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有35%的病人在患有諸如心絞痛、咳嗽、焦慮、沮

喪、高血壓、頭痛和普通的感冒時，安慰劑都能緩解這些症

狀[2,9,10]。爲此萊斯利艾倫(Alan Leslie)辯護稱：“當欺騙是爲

了病人的利益著想時，它就是完全道德的[10]。”

醫療法規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利於病人權利讓渡

的監管，促進病人與醫護人員的合作關係。如何權衡病人的

權利和利益，有賴於當時社會最主要的價值觀。只要不違背

社會的主要價值觀念，從病人利益出發的正當干預，是十分

合理的行爲，而非濫權行爲，本質與醫療法規建立的初衷是

相通的。一些病人回避參與醫療决策，或對治療方案不置可

否，或以不懂而全盤交托爲藉口，名義上是把全部權利托付讓

渡給醫生，實際上是把全部風險責任拋給了醫生，一旦現實結

果與其期望值不符就追究醫生的責任，這是不理智的行爲，只

能迫使醫生採取“防禦式醫療”策略。病人權利讓渡的監管也

包括對病人自己不負責任行爲的監管，迫使病人正視病情和就

醫環境，選擇合適的醫療方案，盡病人應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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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輯：徐德利）

關懷照顧概念在臨床帶教中的應用

李碧梨＊ 馮嘉虹 盧寶瓊

‧醫學人文‧

護理教育任務是培養務實的基層護理專業人才。除了專

業知識及各項護理技術操作的傳授外，臨床實習更是護理專

業課程最關鍵的學習歷程，可將課室所學的專業知識技能實

際應用在臨床實務。關懷照護的理念是需要建構在臨床情境

的學習，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1]。要體會他人的感受，必

須先從瞭解做起；護理教師必須先省思自身的生命意義與專

業價值，同理護生的特質、感受與經驗，才能傳遞溫暖關懷

的態度給護生，讓護生在接受護理教育的過程中培養具生命

涵養的特質，以便能在臨床上提供人性化的照護。護理理論

家Leininger[2]主張關懷護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引導護生學習

關懷照護，若期望護理人員於臨床工作時展現關懷，必須讓

其在求學過程中即感受到被關懷，進而學習付出關懷。

在臨床服務上，護理人員理應秉持尊重以人爲本精神，

以同理心善待患者，並協助家屬做出適當判斷並渡過難關，

協助减少患者所面臨的無助感。在護理教育上，老師以自身

作爲模範，以護生爲中心，透過老師思辨自我對生命的關懷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高品質的醫療服務需要知識與人

文關懷兼具的護理人員才能達到目的。臨床教學是護理教育中

最重要的部份，臨床帶教質量直接影響學生護理專業的發展，

透過教學策略以强化學生對關懷照護概念的認知與認同，引發

內在意識的流轉，帶動學習興趣和關懷行爲的表現。關懷照護

是護理的本質，也是護理教育學者强調的情意教育重點。護理

專業是護理人員透過自身對人的理解，完成促進他人健康實踐

的過程，是一種關懷互動的現象，是呑發內心，呈現自在自得

與愛人的心。醫療是擔任救死扶傷的任務，服務對象大都是有

健康方面之問題，而護理人員屬醫療團隊中的重要成員之一；

護理專業的精神就是秉持著關愛的心，以主動積極的精神及親

切有禮的態度，藉此落實對個案身心社靈健康或疾患問題各層

面所需之照顧，並隨時提供協助指導。

一、關懷照顧概念及其重要性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護理部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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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的展板、建築的布局等客觀條件是爲護生展現人文關懷

氛圍良好條件；教學的人際環境主要包括醫療團隊營造的氣

氛、師生關係和護生之間的關係。

李皎正，方月燕[5]關懷團體是一個使帶教老師及護生安

心分享支持、新見解及從事雙向關懷性對話組織。透過關

懷團體學習到照顧自己及他人；從中確認關懷及不關懷的行

為；溝通過程中加強調適能力及問題解決技巧，增進成員自

身及對團體的認同感，學會與別人分享和互相支持，懂得關

懷別人、體諒別人，尊重個人的獨特性。團體成員間彼此互

信及互惠，分享心中的關切、問題與個人的事件，並為彼此

的隱私保密；運用相似的經驗感受，成員彼此互相協助、關

懷，也因而降低了個人的孤單感受。

2.建立優秀的模帶教老師隊伍

充分發揮教師榜樣的作用，教師的品質會直接影響到護

生的品質，甚至影響到整個護理專業課程。護生藉由對角色

模範的觀察、批判與模仿，來學習關懷照護行爲。護生的角

色模範對象可以是教師、護士或同學，對其正向關懷行爲加

以模仿，或將不關懷行爲的負向案例當作自身學習的警惕。

3.根據護生的特點建立合適的實習計劃

每個護生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她們有著豐富的內心活

動和各自的問題。因此，在臨床教學中，除了建立護生基本

的實習計劃，還需根據護生的興趣和能力，建立一個個體化

帶教模式。以理解、耐心、信任的態度融入護生帶教，反思

各項實踐、交流感受，發現問題，提高護生的學習效果，充

分發揮關懷照護的精神。

Griffiin指出最普遍的教學技巧就是反射作用。反射作用

是指一個人能成熟地移除自我的關切與固執的觀念，消除以

自我中心的想法，並感受他人的需要[6]。在引導反射的學習

過程中，學習者會經歷三個學習階段：1.啓發：瞭解事情發

生的原因；2.創造契機：為提高對自身期盼的認知，學習者

運用知識與勇氣，以適當的行為改善問題；3.解放：經由適

當的行為，確立自己心中的最高期盼。

關懷是一種持續發展與累積的能力，在認知方面容易

教授，但態度與行爲的改變必須長時間潜移默化，所以從護

生進入護理領域時就開始教導，並持續予以增强，才能使護

生將關懷理念內化，進而於臨床情境實踐關懷行爲。綜合以

上所述，在臨床護生帶教中融入人文關懷對整個護理事業的

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護生是護理事業的新生力量，如何在

重視護生的感情需求並平等的基礎上對其進行科學的臨床帶

教，已經成爲許多教學醫院研究的重點問題。

與尊重，尋找出生命的意義，並將其融滲於課程，協助護生

認知關懷照護的意義與內涵，瞭解關懷照護與人際互動的關

係，體驗付出與接受關懷的感受，並從關懷自己出發，進而

關懷家人與同仁；進一步引導護生能夠在學習過程裡思索自

己生命的價值，進而尊重並關懷自我與他人的生命。

二、關懷照顧應用在帶教中的好處

透過關懷照護的展現，讓護生在各方面有所增進；在

臨床實習中，護生主要從事基礎護理和生活護理工作，要求

護生通過與患者交流，以“共情”理念，讓護生展現具體的

關懷行為。個人發展方面，增進自我瞭解、學會檢討自己的

優缺點，以及控制個人的脾氣。家人相處方面，更能同理家

人、學會分擔家務、與家人的互動更爲頻繁、親密及融洽，

且勇於表達出關懷[3]。同仁方面，更能同理、尊重、察覺同

學的感受，學會換位思考，瞭解並接納別人的優缺點，且能

適時的給予同學關心、讚美及鼓勵。護生更因爲被關懷者的

正向回饋(信任、接納與鼓勵)，使其産生自我價值，進而增

强其持續與主動付出關懷的動力。護生在實習時感受到關懷

的氛圍，在護理工作上便懂關懷患者，善待患者，因得到患

者的信任，拉近距離，增進護患關係，患者得到完善的護理

服務之餘也提高其對醫療團隊的信任，締造雙嬴的局面。

帶教老師方面同樣有所得益，在帶教過程中，老師共同

投入帶教的規劃、設計、實施及評量，由做中學習，於實際

教學的過程中不斷的反思與修正，不僅獲得解决教學問題的

經驗，對於關懷的概念亦有更深的體認，更因爲關懷團體的

形成，與老師同仁們共同成長。帶教老師在教學實踐中，言

傳身教，以自己的高尚人格、良好的師德去熏陶護生，促使

護生人格完善及道德精神提升，使其人文素質得到升華。

帶教老師對護生既要嚴格要求，規範管理，更要重視溝

通與互動，使教師成爲護生的良師益友。隨時瞭解、調節護生

個體情感，增進護生間的情感交流，形成互動、和諧的學習氛

圍，培養教師第二專長、促進心靈成長、提升關懷能力、建立

良好的師生互動等。對醫療團隊而言，各成員能體現，以人為

本，體現人文關懷。以尊敬、理解、平等、友善的人際交往理

念，營造一個團結協作、共同發展的培訓環境。

三、應用關懷在臨床教學中

關懷教育的施展何其重要，以下根據本科室臨床帶教的

經驗總結出相關教學策略：

1.建立良好的醫院人文環境

Bankcrty[4]指出建立人文關懷教學環境的要素是重視、真

誠、對話、聯繫和溝通，也能促進護生形成對他人及護理專

業的真摯情感和正確態度。教學環境是進行教學活動所必需

的條件，教學環境包括教學物質環境，教學人際環境等。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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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家屬的心理護理

余秋麗 尹智敏

‧醫學人文‧

隨著手術、放療、化療及基因治療等技術的不斷進步，

惡性腫瘤患者的生存時間得到了有效延長；同時，醫學模

式由單純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

惡性腫瘤患者長期治療中的心理健康以及生活質量日益受到

人們的關注。惡性腫瘤的發生除了給患者帶來心理失衡，影

響患者的生存質量外，對患者的家庭來說，也是嚴重的負性

生活事件，會造成其家庭主要成員如配偶及一級家屬心理狀

况的巨大變化。在患者確診惡性腫瘤後，家屬面臨著雙重壓

力：一、負面情緒內收；家屬往往因爲隱瞞病情或試圖保持

家庭的正常感覺而缺乏與患者病情的交流，把痛苦埋在心

裏，壓抑自己，因而承受著重大的精神壓力；二、對外尋求

健康知識，家屬希望瞭解更多的病情及治療措施，從而使自

己成爲患者身體和精神上的支持者。因此，隨著惡性腫瘤患

者身體健康進一步衰弱，自理能力下降，社會生活减少，與

患者相比較，家屬面對更多的應激源，也更易出現焦慮、抑

鬱等心理失衡。在癌症進展期，患者常出現認知、情感的喪

失和行爲紊亂，人格也隨之改變，甚至讓家屬感覺患者“好

像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一樣”，患者生存質量大大降低；此

時，家屬的家庭負擔則不斷加重，許多家屬不得不放弃其工

作安排和社交活動，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照料患者，易出現

諸多心理問題，如情感喪失、對診斷和治療的否定感増强、

難以完成日常家務和工作計劃、快感喪失等嚴重影響其生存

質量的狀况。研究顯示，不僅是癌症患者存在嚴重的心理健

康問題和生存質量的下降，同時患者家屬也存在較爲嚴重的

心理失衡和不同程度的生存質量低下。提示醫護人員不僅要

關心患者的狀况，還應關注整個家庭特別是配偶及一級家屬

癌症是當今社會十大死因之首，根據2010年澳門癌症登

記年報，在死因構成比中癌症佔32.8%，同年新發癌症病例

有1,546人。癌症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疾病，尤其是晚期

癌症，它不僅摧殘患者的身心，也干擾和破壞了整個家庭的

生活。患者的親人如配偶、父母、子女，同樣也經歷了癌症

帶來的情感反應過程，所遭受的痛苦並不比患者少。尤其是

承擔照顧患者重任的家屬，因爲每天目睹患者忍受病痛的折

磨，不得不面帶微笑照料患者；患者的不良情緒常常發泄在

他們身上，也只能忍受委屈，因爲他們是患者的精神支柱。

長此以往的精神壓抑，給家屬身心造成不良影響，出現抑

鬱、焦慮、軀體不適和睡眠障礙等症狀。爲了提高癌症患者

及家屬的生活質量，維護患者的尊嚴，幫助患者將臨終期給

周邊親人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有研究調查[1]示恰當的護理

干預是提高癌症患者生存質量和促進康復的重要手段，更可

緩解患者及其家屬的心理壓力、改善癌症晚期患者及其家屬

的心理狀况。

一、癌症對病患家屬的影響

惡性腫瘤診斷的確立不僅對患者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同時對整個家庭和親人也造成嚴重的影響。從病程開始至

結束，患者家屬都會遇到各種各樣問題，承受巨大的心理壓

力，由此産生的負性情緒常常隱藏在軀體不適的主訴中，生

活質量雖發生較大變化，但往往不易被臨床醫護人員所察

覺，如果這些心理問題長期得不到疏導和糾正，不僅對家屬

本人，還將對患者的療效産生直接的影響[2]。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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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况，並加强對他們的健康管理[3,4]。

二、護理干預有效緩解家屬的心理

晚期惡性腫瘤患者家屬多內心悲觀，情感脆弱，常表現

爲抑鬱、孤單、心事重重和焦慮。家屬除渴望醫護人員能精

心治理患者外，更渴望得到別人的理解和關懷[5,6]。因此，

作爲護理人員不應對患者及家屬表現冷淡，應盡可能給其更

多方面的安撫，使其得到心理支持與滿足，從而緩解家屬的

抑鬱情緒。護理人員應瞭解患者家屬的心理活動特點，向家

屬解釋患者的預後和病情變化，指導家屬如何解除患者的痛

苦，使患者能够得到家屬更多的關心體貼和照顧。對家屬開

展心理健康教育，使其客觀對待親人患病的事實，向家屬介

紹疾病的診療常識及養成飲食生活習慣和健康行爲習慣。

根據戴鳳燕等[1]的報告，在實施護理干預後，家屬的症

狀自評量表中各因子得分及總分均比護理干預前低，主要表

現在人際關係、抑鬱、焦慮、恐怖4個因子，說明護理干預可

改善腫瘤晚期患者家屬的心理狀况。

三、護理體會

在日常工作中，亦曾遇到一例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個案，

患者是一位中年男性，初中學歷，從事體力勞動工作，因確

診晚期下咽癌，轉介至本院進行放射治療，而他的太太是一位

家庭主婦，小學程度，兩人對腫瘤疾病的認知近乎零，子女皆

在求學時期，因而未能得到家人的支持。初見患者時，他表現

較爲緊張，一些操作如配牙膠及體模均不能順利完成，故安排

患者及家屬到獨立的診室進行宣教，期間發現家屬對照顧患者

顯得焦躁不安，不知如何入手，也影響患者情緒。

我們耐心傾聽家屬訴說，理解與尊重家屬的失落反應和

悲傷，給予適當的安慰，當瞭解到家屬存在的困難後，嘗試

教導他們如何應對不良情緒，妥善安排好工作和生活，注重

與患者交流，及時發現患者的情緒變化，並進行有效的心理

疏導，爲家屬提供最大程度的情緒支持；盡量滿足家屬對患

者治療、護理和生活的要求，鼓勵患者家屬參與患者的照護

活動，以减輕患者的孤獨情緒，家屬也從中得到安慰。醫護

人員和家屬之間相互理解，深入的溝通，可以避免潜在的矛

盾，緩解患者家屬情感上的抑鬱情緒[7,8]。同時，我們亦會挑

選一些較正向的患者家屬，讓他們互相認識交流，加强彼此

的信心，因爲有切身的感受才有更强的說服力。 

在該個案患者治療期間，我們會不定期向患者及家屬分別

瞭解近况，發現家屬的情緒有所好轉，患者亦願意配合家屬的

照護，最終患者能順利完成治療，雙方更能坦然面對疾患。

惡性腫瘤患者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無論在家庭，還是在

社會，都備受關注和重視，然而家屬往往被人們所遺忘[9]。

患者從懷疑到確診，從治療到復發，甚至到死亡的過程中，

其家屬都見證和經歷了每一個環節，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心

理，也需要我們去理解、去疏導，甚至去治療。從我們的護

理個案當中，我們體會到適當、適量、適時的護理介入是

有效的。在腫瘤科門診的日常工作中，的確看到不少以上情

況，面對癌症患者，我們對象不是患者一個，而是整個家

庭，因每位患者及家庭都有不同問題與需要，需認真做好評

估，才能有效提供護理。在評估時要主動關心，需要耐心和

同理心，多聆聽。亦可利用病友及病友家屬，形成團隊，互

相協助，可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滿足患者的需要。很多時

候我們都在思考，作爲護理人員，如何協助他們更好地渡過

難關？我們盡可能在短時間內，找出問題所在與之溝通，並

加插適當的心理護理，但長遠期望則需要依賴强大的醫療團

隊，並加入社工及心理治療師，爲患者及家屬提供更多更實

際的協助，使他們身心均獲得全面的照護。

戴鳳燕, 鄧小清, 潘海英. 護理干預對腫瘤晚期患者及家屬心理的影

響. 全科護理, 2011; (9):1266-1267.

陝海麗, 羅社文, 支楠, 等. 惡性腫瘤患者與家屬心理健康和生存質量

調查及心理干預對患者的影響. 護理研究, 2011; (25):411-414.

馬俊英, 郝巧, 馬明娜, 等. 加强惡性腫瘤患者家屬心理疏導對患者預

後的影響. 河北中醫, 2011;(33): 1065-1066.

鍾慧萍, 吳秀英, 趙翠. 惡性腫瘤家屬負性心理反應的護理干預及其

對患者社會支持的影響. 現代護理, 2006; (12):1185-1187.

程芬, 簡春陽. 癌症晚期患者家屬的心理特點及護理干預. 醫學信息, 

2011; (7):3351-3352.

馬小娟, 柴喜洋, 楊春林. 心理干預對改善惡性腫瘤患者家屬抑鬱情

緒的效果分析. 西部中醫藥, 2012; (25):88-89.

晋向東. 癌症患者的心理狀況及心理護理現狀研究. 法制與社會, 

2008; 05:293.

譚冬梅, 滿力. 癌症患者家屬需求的調查分析. 國外醫學護理分冊, 

2005; (24):251-252.

畢艷杰. 惡性腫瘤患者家屬的心理護理探討. 中國誤診學雜誌, 2010; 

(10):6364

[1]

[2]

[3]

[4]

[5]

[6]

[7]

[8]

[9]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李衛平）



74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3, Vol 13. No.1鏡湖醫學201 3年6月第13卷第1期

軟輸尿管腎鏡的進展

陳泰業 胡峰

‧ 綜 述 ‧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泌尿外科  

1964年Marshal l[1]首先報導使用軟輸尿管腎鏡 (Flexible 

Ureteroscopy, Flexible Ureteropyeloscopy, Flexible Uretero-

renoscopy) 在膀胱鏡幫助下觀察到嵌頓的左輸尿管結石。這比

硬輸尿管鏡的使用還早了10年，但由於當時輸尿管鏡作用有

限，並沒有得到認同。經過40多年的發展，軟輸尿管腎鏡已

逾四代。內鏡大小和設計的進步使得軟輸尿管腎鏡的實用性

逐步增加。光纖技術的進步，鏡體偏轉裝置的改善，以及各

種操作設備的涌現，使得醫生對上尿路疾病的診斷能力和治

療範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下面就軟輸尿管腎鏡的進展作

一闡述。

一、軟輸尿管腎鏡的發展

早期軟鏡前端周徑爲F12，且沒有工作通道，僅具觀察

功能，而且必須靠應用利尿劑來改善視野。20世紀80年代，

Bagley[2,3]等將灌注通道和操作通道整合成一體化的新一代輸

尿管鏡，成形現代的軟輸尿管腎鏡。

軟輸尿管腎鏡遠端的偏轉功能，是一重大技術進步。很

多第四代鏡具有初級偏轉及次級偏轉功能，採用被動/主動偏

轉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Olympus XURF-P5，真正具有被動

次級偏轉功能，而ACMI DUR-8 Elite則具有主動次級偏轉功

能[4]。從解剖學看，腎盞由上至下大致分爲前後對稱的三組

結構，而下盞與輸尿管腎盂夾角很少超過140°，所以通過偏

轉技術，遠端向上彎曲120~180°，向下彎曲170~270°，滿足了

對全腎集合系統疾病的觀察和治療，實現了無遺漏的上尿路

集合系統檢查。

得益於光導纖維及數字成像技術的進步，目前圖像解析

度>45000、畫質≧700幀水平掃描[5]，實現了高質素的動/靜

態畫面，而圖像傳輸則由傳統的光學傳輸發展到數字傳輸。

在內鏡照明方面，使用了鹵素燈及氙燈，實現了强度自動

調節，在極低損耗的光纖傳輸下，獲得了理想的冷光源照明

野。這些都極大的保證了軟鏡的診治水平。

同時，軟鏡變得越來越纖細，新近產品已可達到F5.5，

工作通道則達到F3.6。小巧的軟鏡令技術變得簡單易操作，

Kleinclauss[6]根據結石清除率及併發症等比較了有經驗的醫生

與專科培訓兩年的新手，發現兩者並無明顯差別，說明該項

技術容易掌握並推廣。

二、操作器械的出現

由於材料工程的發展，以鎳鈦合金爲內芯、聚四氟乙烯

爲親水塗層的軟鏡器械，包括各種導絲、套石籃、抓鉗、結

石攔阻器等，這些器械變得靈活、可拆卸，對軟鏡各項參數

尤其偏轉角度、流量的影響越來越少，令軟鏡技術發展如虎

添翼，滿足了不同條件下的操作要求。

當 軟 鏡 工 作 通 道 置 入 不 同 的 器 械 ， 會 不 同 程 度 的

消耗偏轉角度。例如：273µm激光導絲可降低偏轉角度

4.48%~10.21%，而F2.4~3.0的抓鉗則降低30.1%~57.8%，所以對

下盞結石的處理會出現“看得見、够不著”的現象。以鎳鈦

合金爲質材的F1.5~2.4的套石籃基本不影響偏轉角度，所以下

盞結石可以用套石籃移到腎盂進行碎石[7]。

導絲是與軟鏡操作密切相關的器械。主要包括：單軟頭

標準導絲、雙軟頭導絲、親水導絲、雜合導絲（親水塗層軟

頭、PTFE塗層鎳鈦合金內芯主體）、J型導絲、超硬導絲。

導絲具有在窄視野下顯示輸尿管口、拉直輸尿管、導引輸尿

管鏡上行、在輸尿管穿孔或出血時尋找正確通道的功能。工

作導絲導引軟鏡的操作應成為常規，但當對上尿路的病變診

斷時，則建議採用無導絲的直接進鏡法，即所謂的“無接觸

技術(No touch technique)”，採用前端周徑<F8.4的軟鏡實施此

技術，幾乎不存在太大困難[8]。是否放置安全導絲則頻有爭

議。Dickstein[9]等經比較總結，無安全導絲的軟鏡操作，無論

併發症發生率還是手術成功率並無差別，由於軟鏡旁置安全

導絲增加了12~20克的上行阻力，故並無常規放置的必要。

但對解剖結構複雜、置管困難、結石合並梗阻、需反覆套石

及較大結石處理者，安全導絲的放置可降低併發症的處理難

度。建議新手多使用安全導絲。

在處理上尿路病變的能量發生裝置中，包括超聲、液

電、氣壓彈道及激光等。鈥激光配合200~360µm激光導引絲

已成為軟鏡處理上尿路病變的標準配置[10]。鈥激光碎石及組

織切割效能高，不受結石成份影響，能量被水大量吸收，在

液體介質中傳輸範圍<1cm，不產生非接觸性損傷，安全性

高[11]。而且，200µm激光導引絲對軟鏡偏轉角度、逆灌注流量

影響少，保證了軟鏡操作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手術技巧的進步

術前行輸尿管置管是近年討論的熱點[12]。在進行軟鏡前

或上鏡失敗時置入D-J管，5~14天後再行手術，臨床發現輸尿

管條件明顯改善，輸尿管被動擴張後更容易入鏡，避免了術

中擴張所帶來的併發症，降低了手術費用。此一技術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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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感染性結石、複雜結石、小童或男性年輕患者，以及輸尿

管狹窄、迂曲、受壓等條件不佳者，但它不應成爲軟鏡治療

的常規步驟[13]。

入鏡前擴張輸尿管口曾是軟鏡治療的常規步驟。但臨床

實踐證實，輸尿管主動擴張與否，並不影響手術成功率、併

發症發生率及手術時間。只有當輸尿管狹窄或阻力較大以及

年輕男性患者時，這一技術的應用才顯得重要[14]。常用的擴

張方法包括輸尿管硬鏡直接擴張法及球囊導管擴張（建議壓

力爲8~12Kpa）。值得一提的是，經驗淺的術者更喜歡用這一

技術以降低入鏡難度。

放置工作導絲困難時，不要强行或盲目通過，否則容易

産生輸尿管損傷。可嘗試在造影劑輔助下，選用親水/雜合/J

型導絲的一種，調整位置穿過縫隙上行[5]。超硬導絲雖可拉

直極度迂曲的輸尿管，但因容易導致輸尿管穿孔，不建議在

鏡下直接使用，以更換置管時使用爲妥。當逆行插入導絲失

敗者，原則上應行經皮腎造瘻順行插管，在工作導絲指引下

逆行置鏡或放置D-J管，5~14天後行二期手術。

良好的逆灌注是保證術野清晰的前提。當灌注量達到

20ml/min時，即可滿足術野清晰度要求[15]。目前第四代鏡在

工作通道無負荷狀態下流量可達到46~82ml/min不等，但置入

不同的操作器械(F1.5~3.0)可降低62.4%~99.1%。當置入200µm

激光導引絲時，流量損失44%，而置入F3.0套石籃時其流量只

有2ml/min，這時只有加大灌注壓或用輸尿管鞘提高壓力差來

改善流量。目前尚無統一灌注壓力標準，一般建議100mmHg

壓力，但亦有使用灌注壓超過200mmHg者。高灌注壓造成腎

盂內壓升高，當腎盂壓>30mmHg時，出現腎盂血液淋巴返

流[16]。在處理上皮性腫瘤或炎性結石時，有導致腫瘤擴散及

全身性感染的風險，所以，這時可採用輸尿管鞘來降低腎盂

壓（可降低60%），盡量縮短手術時間以減少返流。腎盂返

流與灌注壓、灌注時間、灌注量及結石位置相關，與結石大

小無關。軟鏡工作通道越大則流量越大，鏡體越長則流量越

細，鏡體偏轉與流量無關。

輸尿管鞘的應用是10年來較爲成功的一項技術，目前

在臨床中使用此一技術達到70%~86%[17]，但亦有持不同意見

者[18]。它具有降低腎盂內壓、保護腎乳頭的抗返流功能，

同樣灌注壓下增加灌注流量35%，適合操作器械反覆進入腎

盂而不增加輸尿管的損傷。Traxer[19]報導可提高結石清除率

12%，亦可與經皮腎鏡技術合用以改善視野，提高效率，使

用此技術是安全的，盡管有可能導致輸尿管壁的損傷，但大

多輕微。然而，過粗的輸尿管鞘有導致輸尿管壁缺血的風

險，仍需謹慎使用。

四、軟輸尿管腎鏡的應用

對於上尿路病變，軟輸尿管腎鏡已經成爲精良的診斷工

具和有效的治療方式。

診斷適應症包括：影像學的上尿路充盈缺損、原發性單

側上尿路血尿、尿病理細胞陽性而膀胱鏡檢陰性者、原因不

明的菌尿症等。

排泄性造影中的上尿路充盈缺損通過常規方法難以診

斷，而軟輸尿管腎鏡却讓診斷變得容易的多。Streem[20]等一項

前瞻性研究，比較軟輸尿管腎鏡檢和常規方法對12例上尿路

充盈缺損診斷的正確性，結果顯示，常規方法正確診斷7例，

而輸尿管鏡正確診斷10例。Bagley和Rivas[21]報導，使用軟鏡

確診62例上尿路充盈缺損的患者。因此，聯合使用軟、硬輸

尿管鏡，幾乎所有的上尿路充盈缺損都可以明確診斷[22,23]。

原發性單側上尿路血尿只有通過內鏡檢查才能發現。

Rowbotham[24]通過37例慢性單側血尿患者內鏡檢查，發現的

原因有：血管瘤、小靜脈破裂、移行細胞癌及結石分別爲

25%、12%、5%及4%，其中血管瘤爲內鏡下發現的慢性單側

血尿最常見原因。

雖然目前沒有關於輸尿管鏡檢發現上尿路原位癌的報

導，細胞學檢查陽性但是影像學檢查陰性的患者行輸尿管

鏡檢並不一定能發現特異性病變，但是，對於細胞學和影像

學檢查都陰性的患者，輸尿管鏡檢偶爾也會發現低級別腫

瘤[25]。所以，對上尿路定位檢查發現隱匿的惡性病變患者，

應該行輸尿管鏡檢。如果可疑病灶通過全面的輸尿管鏡仍難

以明確診斷，應該行影像學及細胞學的長期監測，酌情行輸

尿管鏡的複檢。

治療適應症包括：上尿路結石碎石術、內鏡下腎盂切

開術、腎盂或憩室引流、上尿路上皮腫瘤或息肉切除術、

鏡下止血術，但未作治療的上尿路感染及未糾正的凝血障礙

需處理後再行手術。大量臨床實踐表明，多發性腎小結石、

有凝血功能障礙（血友病）及不可中止的抗凝治療患者而不

宜行ESWL或PCNL[26]、過度肥胖者[27]、孤立腎合併結石者、

兒童及孕婦患者、腎結構異常難以行PCNL或ESWL效果不

佳者[28]，採用軟鏡技術，不但效果好，而且風險較低。根據

EUA(2012)關於結石治療指引[29]，結石直徑≧1cm輸尿管上段

石、≧2cm腎結石可考慮首選軟輸尿管腎鏡。最近，對於直

徑>4cm的鑄型腎結石的軟鏡治療亦成為業界爭論熱點。筆者

近3年處理了12例完全鑄型腎結石患者，結石大小2.1~5.7cm，

其中4cm以下結石一次清除，平均治療次數1.2次，結石清除

率84%，取得了較好效果。

根據美國Saint John Clinical Emergency Hospital[30]回顧總

結了18年間5191例輸尿管鏡治療結果：軟鏡單次碎石成功率

83.5%，二次碎石成功率95%（只有7%需二次碎石），併發症

發生率爲10.3%(Cleavein I+II)，僅有3例出現輸尿管狹窄，輸尿

管撕脫及狹窄是最為嚴重的兩大併發症(Cleavein III+IV)，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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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約1%，所以軟鏡的診治是安全有效的。

雖然，由於軟輸尿管腎鏡昂貴、易損、技術相對複雜

而限制了其推廣，但這種利用人體自然通道的內鏡治療技

術因爲其高效、安全、真正微創而贏得了不斷發展的空間，

隨著工程技術的進步，更耐用、靈活以至智能的操作系統的

出現，使得這一技術更具持久的生命力。同時，隨著臨床實

踐的不斷深入，軟鏡操作上的各項技措施也將逐步規範、統

一，爲安全、優質的治療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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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體成形術治療胸腰段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骨折的研究

劉定安

‧ 綜 述 ‧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椎體成形術是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椎體一種微創的手術

治療方法，其目的是緩解疼痛，提高生活質量；減輕脊柱的後

凸畸形。近年來隨著學者大量應用這一技術於臨床，椎體成形

術，最初源於通過開放性手術，將凝固性材料骨水泥或骨經

椎弓根或直接植入椎體內，以增强椎體生物力學强度，防止塌

陷，緩解腰背疼痛。本文就這一技術的發展概要及治療胸腰椎

骨質疏鬆性壓縮骨折有關研究進展研究動態作一綜述。

一、椎體成形術發展概要

1984年法國的神經放射學醫師Galibert和Deramond在X綫

監視下，經皮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骨水泥注入C2椎體，成功地治療1例長期疼痛的C2椎

體海綿體狀血管瘤，隨訪3年，結果滿意，於1987年首先報

導了這一技術[1]。此後，椎體成形術(Vertebroplasty)迅速地成

爲治療與骨質疏鬆有關的椎體壓縮骨折的選擇趨勢，在歐美

風靡一時[2,3]。1994年，美國加利福利亞州的Reiley等設計研

製出一種可膨脹性球囊（又名可膨脹性骨搗棒）(KyphXTM, 

inflatablebonetamp, IBT)，將骨折塌陷的椎體復位，擠壓鄰近

骨質，在椎體內創造出1個空間，以後注入PMMA骨水泥，

以恢復椎體高度，增强椎體强度等，不僅緩解了患者的疼

痛，且矯正了後凸畸形，因此該技術被稱為椎體後凸成形術

(kyphoplasty)，並於1998年得到美國FDA批准應用於臨床[4-6]。

Kyphoplasty實際上是Vertebroplasty的一種變體，是的發展[5]，

目前分為經皮穿刺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PVP)

和經皮後凸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PKP)，已取得

較好的治療效果，在臨床工作中得到廣泛的應用[7,8]。

二、經皮穿刺椎體成形術（PVP）

PVP是一種脊柱微創技術，採用經皮穿刺，通過椎弓根

或者直接向椎體內注入骨水泥，以達到增强椎體强度和穩定

性，防止椎體塌陷，緩解腰背疼痛，部份恢復椎體高度的目

的。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9]首先將其應用於治療(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OVCFs)至今，操作技術以及手

術器械不斷改進，取得了滿意的療效。因其起效快、效果顯

著、創傷小等優點，PVP已得到廣泛認同。PVP一般採用局

部麻醉，在透視下經皮穿刺，通過椎弓根或者椎體外側至椎

體內，填充强化椎體材料骨水泥，起到內固定的作用，恢復

椎體的部份力學强度。OVCFs患者行PVP治療，要求病椎高

度應至少保持原椎體高度的1/3[10]。Kotwica和Saracen[11]報導應

用PVP治療200例OVCFs，94%的病人術後12h症狀完全緩解，

術後2年症狀緩解率爲90%。Peter Diel報導[12]在治療233病人中

(VAS評分)術前由54.9pts在術後2個月减少致40.4pts，在術後半

年減少至31.2pts；在提高生活質量(QoL的EQ-5D)評分由術前

0.35pts，在術後2月升至0.56pts，在術後6月升至0.68pts，術前

椎體的高度與術後椎體的高度之比由術前的0.62在術後2月升

至0.76及在術後半年升至0.72。

三、經皮後凸椎體成形術(PKP)

PKP是PVP的一種改良方式，首先使用球囊在骨折椎體

內擴張，恢復部份椎體高度，同時在椎體內産生一個空腔，

然後相對低壓力下注入骨水泥。PKP的優點在於能减少骨水

泥滲漏的發生，使填充物注人更加安全，可較好的恢復椎體

高度。Garfin等[13]首先提出了PKP的設計構想，1998年一種可

膨脹性氣囊獲准應用於臨床。目前PKP多採用Sky膨脹式椎體

成形系統，與傳統PKP相比操作簡單，Sky技術的特點是內置

膨脹器爲多方向性，通過旋轉把手控製成形器的膨脹，注入

骨水泥後水泥可滲入椎體各個方向，使椎體高度恢復更爲有

效，但也可能撑破椎體皮質和終板，引起骨水泥滲漏，故不

適用於嚴重塌陷的OVCFs。Markus等[14]報導，PKP治療OVCFs

的療效優於PVP。Xin-Long Ma[15]等報導在增大成角、裂紋

骨折、椎體後緣骨折和明顯高度壓縮性骨折上KP優於VP。

L.Garnier[16]報導KP在减輕疼痛及角畸形方面優於VP，而VP在

價錢方面優於KP。

四、椎體成形術的併發症

PVP和PKP是一種相對安全的微創治療方法，併發症發生

率相對較低。根據資料顯示，椎體成形術的併發症與穿刺針

的插入過程和部位有關，與氣囊無明顯關係。

a.骨水泥滲漏

骨水泥滲漏是最常見的併發症。骨水泥要成功注入椎體

內，需要有一定的注射壓力和流動性（黏稠度），這就造成

骨水泥可以通過椎體的靜脈叢回流、骨折裂縫或骨缺損處向

椎體外滲漏。大多數骨水泥滲漏不會引起明顯的臨床症狀，

但少數情况下會導致灾難性後果即神經根或脊髓損傷。骨水

泥滲漏按部位可分爲椎管內硬膜外滲漏、神經孔滲漏、椎間

盤滲漏、脊柱旁軟組織滲漏、椎旁靜脈滲漏和穿刺針道滲漏

等。PVP和PKP發生骨水泥滲漏的風險不同。Hadjipavlou等[17]

對2729個行PVP的椎體和1279個行PKP的椎體的骨水泥滲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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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統計分析，PVP為29%，PKP僅為8.4%，其中硬膜外滲漏

PVP為10.7%，PKP僅為1.2%；椎間隙滲漏PVP為8.4%，PKP為

4.0%；椎旁滲漏為PVP為6%，PKP為4.6%。

b.椎體成形術與相鄰椎體骨折

首先，椎體成形術導致相鄰椎體骨折目前尚無定論。

Trout等[18]認為：再骨折的存在預示病變椎體骨的質量及結構

已經超過骨礦物質衰减所能反映的骨的質量及結構，骨水泥

的注入，恢復了椎體的剛度，增加了相鄰椎體的機械力度，

從而使相鄰椎體易於發生骨折。Trout等[19]也認為PVP術後相

鄰椎體處於骨折的高風險之中，相鄰椎體的骨折風險較不相

鄰的椎體增加3~4倍，且椎體水平距經治椎體越遠，發生新發

骨折的風險越小。相反，Voormolen等[20]認爲，椎體治療水平

與椎體新發骨折無關，認爲PVP術後存在高骨折風險的說法

缺乏循證證據。其次，椎體再發骨折的部位，有人認爲脊柱

中段是脊柱最突起的部位，而胸腰連接爲相對僵硬的胸椎和

相對活動度大的腰椎之間的關節，故椎體再發骨折的部位常

涉及胸椎中段(T7-T9)和胸腰段(T11-L1)[18]。Trout等[19]發現，胸

腰段PVP術後新發骨折主要發生於相鄰椎體，而胸椎中段PVP

後新發骨折通常發生於不相鄰椎體，但臨床尚缺乏未行PVP

的對照組，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

c.併發肺栓塞

PVP和PKP併發骨水泥肺栓塞以個案報導居多，涉及肺

栓塞發生率的文獻較少。Choe等[21]回顧性觀察62例椎體腫瘤

患者共65個椎體骨水泥強化術後的胸片，發現3例無臨床症狀

的肺動脈骨水泥栓塞，2例為PVP術後，1例為PKP術後，發生

率為4.6%。椎體腫瘤患者由於骨質被腫瘤破壞，瘤體營養血

管豐富，施行椎體强化術後發生靜脈內骨水泥滲漏的風險更

大[21]。Venmans等[22]在299例椎體骨質疏鬆性壓縮骨折患者PVP

術中用雙平面透視機監測到11例骨水泥經靜脈遷移入肺循環

(2.1%)，1年隨訪期間11例均無臨床症狀。Kim等[23]採用高敏感

性多排CT(multidetector computerizedtomography, MDCT)對78例

行PVP治療的椎體壓縮骨折患者行常規胸部CT平掃檢查，發

現18例肺動脈段有骨水泥栓塞，發生率為23%，他們認為PE

與下腔靜脈骨水泥滲漏密切相關。

五、併發症的主要預防措施

(1)謹慎選擇適應證，嚴格控制禁忌證；(2)穿刺針尖位於

椎體中前部，先注射造影劑行靜脈造影，若與椎體內靜脈相

通，椎管內或椎旁靜脈叢可迅速充盈，此時應將針尖向前推

進，直至造影劑主要局限於椎體內，則位置滿意；(3)填充材

料應呈拉絲狀時再推注，過稀時容易滲漏或者引起肺栓塞；

(4)在透視監測下緩慢推注填充材料，若發現滲漏應立即停

止；(5)術中檢測心肺功能變化。

六、椎體成形術填充材料

椎體成形術填充材料主要包括PMMA、磷酸鈣骨水泥、

生物活性陶瓷骨水泥和硫酸鈣骨水泥等。

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

骨水泥PMMA是目前PVP、PKP手術中應用最爲廣泛的

骨水泥材料，取得了較好的療效[24,25]。其優點在於可注射時

間容易爲臨床醫師掌控，易於操作，同時具有良好的生物

力學强度和剛度以及相對便宜的價格。但PMMA並非專門為

PVP或PKP手術設計，存在潛在的缺陷：其聚合時可産生高

溫，如果注射時發生滲漏會對周圍組織如神經根、硬膜産生

熱損傷；缺乏與周圍骨融合性。Baroud等[26]利用體外椎體成

形術(VP)骨水泥滲漏模型，比較了低黏度、中等黏度、高黏

度PMMA骨水泥各自混合5~7min、7~10min、10min後模擬VP

注射後滲漏情况，提出在骨水泥成麵團狀的高黏度情况下注

射可以顯著减少骨水泥滲漏量，並且骨水泥分佈的均勻性優

於中、低黏度組。Confidence高黏度PMMA骨水泥成爲研究新

熱點，其混合後可瞬間達到麵團狀的高黏度狀態，並可保持

8~10min的可注射狀態，聚合溫度低(50~60℃)，操作簡單，且

大大降低了骨水泥滲漏的風險，但也存在與傳統PMMA相同

的不可降解、無生物活性等缺點[26]。Anselmetti等[27]將60例椎

體疼痛性塌陷患者（其中骨質疏鬆性骨折46例，轉移性腫瘤

12例，血管瘤2例，共190個椎體），使用Confidence高黏度骨

水泥及其注射系統行VP，術後隨訪發現兩組均能顯著改善臨

床症狀。Georgy[28]回顧分析了臨床治療胸腰椎骨質疏鬆性壓

縮骨折應用Confidence高黏度骨水泥行VP的66個椎體與行常規

PKP手術的46個椎體，兩組骨水泥滲漏率無統計學差異，各

在椎間隙發生1例嚴重滲漏，但未引起任何臨床症狀，表明應

用Confidence高黏度骨水泥行VP與常規PKP手術骨水泥滲漏率

相當。

b.磷酸鈣骨水泥

磷酸鈣骨水泥具有在體內被機體吸收、被骨組織替代的

生物學作用，且不會像PMMA那樣產生熱損傷[29,30]，成為研

究的熱點。以羥磷灰石(Hydroxyapatite, HA)骨水泥爲代表的

磷酸鈣骨水泥成爲研究熱點，並且衍生出一系列以HA為載

體的生物型骨水泥。HA具有骨傳導性，以Bis-GMA為樹脂基

質製成新型骨水泥，其凝固時間在15~18min，聚合放熱最高

爲58℃；生物力學剛度低於PMMA，更接近於骨質；鍶(Sr)是

一種與鈣、鋇同族的金屬元素，具有顯影性，並且可以刺激

骨生成、抑制骨吸收[31]。Li等[31]報導了將雙酚A甲基丙烯酸

縮水甘油酯(Bis-GMA)與鍶羥磷灰石(SrHA)結合的新型可注射

骨水泥用於VP和KP手術。SrHA與HA相比，促進成骨細胞黏

附、增殖，鈣沉積能力更强，在生物體內骨傳導、骨誘導、

骨相容性顯著優於PMMA，SrHA的生物相容性與單純HA相

似，但生物活性明顯優於HA，且無需另外添加顯影劑即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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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顯影效果[32,33]。Hernandz等[34,35]將單體表面經過處理後

的PMMA與SrHA合成一種新的骨水泥材料，通過兩者在骨水

泥中所佔比例的不同測定其流體學性質，得出SrHA佔20%質

量比時，骨水泥具有良好的操控性，最適宜注射，並且具有

一定的力學强度。在其後的生物活性和相容性檢測中，骨水

泥體現了良好的生物活性及相容性[35]。Nakano等[36]報導應用

磷酸鈣骨水泥治療新鮮骨質疏鬆性椎體骨折取得滿意的治療

效果，並且兩年隨訪未見明顯長期併發症。SrHA骨水泥的臨

床療效和安全性還有待於臨床試驗長期隨訪中得出，但作爲

PMMA骨水泥的替代物顯示了巨大的潜力。

c.生物活性陶瓷骨水泥

目 前 具 有 生 物 活 性 的 新 型 陶 瓷 骨 水 泥 主 要 有 兩

種：Or thocom p骨水泥和Cor t o s s骨水泥。Be lko f f等[37]就

Orthocomp骨水泥生物力學性能與單純PMMA骨水泥進行了對

比，發現其具有與PMMA骨水泥相似甚至更好的力學表現，

注射Orthocomp骨水泥的椎體恢復了最初的剛度，並且在顯

影性方面顯著優於PMMA骨水泥，聚合時産生的熱量亦少於

PMMA骨水泥。Cortoss骨水泥具有內在顯影性，便於術中觀

察，且可應用即刻注射系統，省略了PMMA骨水泥注射多個

節段時需多次製備骨水泥步驟。相對於PMMA骨水泥，其在

體內的凝固時間更短，减少了注射後骨水泥流動的風險，並

且具有可控的“即停即止”的注射系統，這些都是PMMA骨

水泥所不具備的。更重要的優點是，可預先少量注入骨水泥

以堵住潜在的裂縫或破口，待這部份骨水泥聚合後再進行二

次灌注，從而增加了注射的靈活性[38]。此外，Cortoss骨水泥

較PMMA骨水泥聚合時産生更少的熱量，减少了周圍組織熱

壞死的風險[39]，並且不具有心血管系統毒性。Cortoss骨水泥

目前在歐洲已應用於臨床，在美國尚處於臨床試驗階段[40,41]。

2年隨訪的臨床驗證試驗結果顯示，Cortoss骨水泥在緩解疼

痛及改進生活質量方面與PMMA骨水泥作用相似，且可以彌

補PMMA骨水泥諸多不足和安全性方面的缺陷[38]。但尚無長

期、大規模的臨床試驗報導，其潜在的併發症和在人體內相

容性仍需進一步觀察。

d.硫酸鈣骨水泥

硫酸鈣骨水泥作爲臨床上骨缺損的填充材料已有相當長

的歷史，其具有可注射性、骨傳導性以及凝固時有限産熱等

優點，引起了學者的關注。Perry等[42]體外研究結果表明，在

人新鮮冰凍尸體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性骨折模型上使用硫酸

鈣骨水泥行KP後，生物力學測試結果顯示能完全恢復椎體的

強度(108%)及部份剛度(46%)，與PMMA骨水泥相比無統計學

差異。但硫酸鈣骨水泥被機體過快吸收，13週左右即可生物

降解[43]，以致在VP及KP後不能維持椎體的生物力學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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