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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期開始，增設“我的老師”欄目，感謝作者的支持，歡迎繼續投稿。

在我們求學和從醫的人生生涯中，一路上都得到無數老師的教導和幫助。老師的言傳身教，老師的人格魅

力，深深地影響着我們每一個人；可能有的老師已經仙逝，但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的教誨，依然長留在我們

心中。他們是我們永遠的老師，永遠的榜樣。

本刊希望通過“我的老師”專欄這樣一個窗口，讓大家敘述經歷的和知道的具體事例，展現老師們嚴謹的治

學、執着的求知、精湛的技術和良好的醫德，讓我們懷念和感恩，讓我們傳承和分享，感動更多的人。

另外，2014年“鏡湖醫學論壇”收到各類稿件121篇，其中投稿《鏡湖醫學》期刊107篇，限於版面篇幅和

欄目分配，希望作者注意文稿字數，本刊對臨床研究類和經驗交流類等文章將全部錄用，而病例報導類和綜述

類文章只擇優錄取。

歡迎大家繼續投稿，共同辦好《鏡湖醫學》。論著、綜述、講座類文稿字數（含圖表）一般不宜超過5000

字；短篇論著、技術交流、診治經驗類稿件，一般不宜超過3500字；病例報告不宜超過1400字；述評、評論、

會議紀要類文稿，視具體情況而定。歡迎文稿完全使用英文，但要附中文題目和摘要。

本刊編輯部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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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屬中醫學“鼻

鼽”證範疇，又稱變應性鼻炎，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

在，是一種變態反應性疾病，是機體接觸變應原後，主

要由IgE介導的鼻黏膜非感染性炎症，急性發作期主要表

現為突然鼻癢、鼻塞、打噴嚏、流清水樣鼻涕4大症狀[1]

以及鼻甲腫大、鼻黏膜蒼白水腫等，也可伴有流泪、眼

癢、咽癢等症狀，到疾病晚期易發展為哮喘。該病通常

病程長，且症狀易反覆發作，患者常因症狀控制不適

當，影響日常生活、學習與工作、睡眠和情緒等方面，

生活質量下降[2]。

據調查，我國過敏性鼻炎發病率為15%~20%，個別

大城市高達30%，該病男女發病率無明顯差異[3]，是由

於遺傳性因素和環境共同作用而導致的多因素疾病，可

引起發病的主要因素包括：遺傳因素、種族與地域、發

育早期危險因素、變應原暴露、空氣污染、職業性因素

等[4]。可能加重該疾病的因素有：生活方式改變、心理

壓力、全球變暖、接觸新變應原等。隨着工業化程度不

斷提高、人類生活環境不斷變化，近年來其發病率在全

球範圍內呈上升趨勢，至少影響全球10%~25%的人口[5]，

已成為嚴重的全球健康性問題。

澳門地處低緯，三面環海，深受海洋和季風影響，

氣候具有潮濕、多雨的特點。這種氣候環境極易滋生蟎

蟲等易誘發過敏性鼻炎的過敏原，而魚蝦等海產品亦是

可能的過敏原之一，因而在澳門地區如何有效治療過敏

【摘要】  目的 觀察三伏天灸對過敏性鼻炎患者症狀嚴重程度和生活質量的影響。  

方法 在三伏天對145例過敏性鼻炎患者進行中藥穴位敷貼治療，一個療程後對患者治療前後

症状严重程度(VAS量表)和生活质量量表(RQLQ)的情況進行比較研究。  結果 治療前後症狀

嚴重程度評分比较顯示，8项症状有顯著性差異(P<0.05)；生活质量評分比较顯示，6项指标

有顯著性差異(P<0.05)。  結論 三伏天灸治療過敏性鼻炎，對於患者的8項症狀具有顯著療

效，對噴嚏、鼻癢、鼻涕等症狀療效最為顯著；在生活質量方面，對情感、睡眠、生活實际

问题、非鼻/眼症状具有顯著改善作用。

【關鍵詞】生活質量；三伏天灸；過敏性鼻炎

Effect of Dog Days moxibustion on allergic rhinitis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LIU Qing Shen, LAO Nga Wun, YANG Lian*   CHEN Yu Ling, LIU Guo Hao, LUO Xiao Qin, CAI Quan Hui, KUONG Wan Teng
Traditional Medicine Clinic,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he dog days moxibustion on allergic rhinitis severity 

of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78 cases with allergic rhinitis were treated with dog-days 
moxibustion, the symptom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VAS scale and RQLQ 
scale respectively. The scores of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eight symptom’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P<0.05).The comparison of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howed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six items (P<0.05).  Conclusion   Dog-days moxibustion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symptoms of sneezing, nasal itching and rhinorrhea in patients with allergic rhiniti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spects of emotion, sleep, real life problems and non-nasal/eye symptoms.

[Key Words]  Quality of Life; Dog-days moxibustion; Allergic rhin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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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鼻炎是一個重要議題。

由於其病程長、症狀易反覆、療效不穩定的特點，

過敏性鼻炎成為臨床治療的一道難題。目前臨床治療方

法很多，現代醫學方法包括藥物、免疫治療、外科手術

等。中醫方法包括中藥、針灸、穴位敷貼等。其中穴位

敷貼更是近年廣泛用於過敏性鼻炎的方法，且療效較為

顯著[6]。目前對於過敏性鼻炎的研究較多，但針對澳門

地區的研究尚為空白。本院採用三伏天灸治療方法，療

效顯著，現將方法與結果總結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病人來自本院中醫科門診，對145人發放問卷，於

治療前和治療1個療程後進行兩次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共

計78份，其中男47例，女31例；年齡最小18歲，最大71

歲，平均年齡38歲。納入標準為：符合變應性鼻炎的臨

床症狀：噴嚏、流水樣涕、鼻塞、鼻癢等症狀出現2項以

上（含2項），每天症狀持續或累計在1小時以上。可伴

有眼癢、結膜充血等眼部症狀。年齡≧18歲的成年人。

排除標準為：急性鼻咽炎、妊娠期患者、發熱>38℃者、

肺部感染者及嚴重心肺功能不全者、疤痕體質患者。全

部病例於2013年7月~2013年8月接受治療。

本研究病例納入標準參照2009年中華耳鼻咽喉科

雜誌編委會與中華醫學會耳鼻咽喉科學分會共同編制的

“變應性鼻炎診斷標準和治療指南”。

二、觀察指標

通過對患者在治療前和完成1個療程（共3次）治

療後進行問卷調查，包括症狀嚴重程度(VAS)量表[7]、

生活質量問卷(RQLQ)[8]。問卷在醫務人員指導下由患者

完成。參加問卷調查的所有患者，均在預約治療時，由

醫生說明治療注意事項和問卷調查事項，並簽署知情同

意書。

三、藥物製備

選用中藥細辛、延胡索、白芥子等，研細末並按

一定比例加入蜜糖和薑汁，調製成1×1×0.8cm大小的藥

餅，並於每1個小藥餅的中心點上麝香備用。

四、治療方法

於2013年三伏天的初伏（7月13日）、中伏（7月

23日）、末伏（8月2日）3天進行穴位敷貼治療。分別

將製備好的藥餅，用透氣膠布固定於所選穴位上。初伏

選穴：大杼、肺俞、膈俞、中府；中伏選穴：風門、

膏肓俞、腎俞、雲門；末伏選穴：厥陰俞、脾俞、三

焦俞、華蓋。每次藥物敷貼時間為4~6小時。根據病人

耐受局部皮膚刺激感情况，可適當縮短敷貼時間。一般

患者於取下藥餅時，局部皮膚通常會發紅，稍有灼熱感

或痕癢感，皮膚對藥物刺激耐受差者或敷貼時間過長會

導致起水疱。如果敷貼處起水泡，囑咐病者不要抓破皮

膚，以免感染。若水泡較大者，應及時處理，可先穿刺

吸水，外塗龍膽紫溶液，再用消毒紗布包紮。治療當天

用溫水沐浴，治療期間禁食生冷、辛辣食物，忌煙酒。

五、問卷設計方法

本研究根據症狀嚴重程度評分量表(visual analog 

scale, VAS)、生活質量量表(Rhinoconjunctivitis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RQLQ)制定問卷，以

研究三伏天灸對於過敏性鼻炎在症狀嚴重程度、生活質

量等方面的治療效果，具體如下：

症狀嚴重程度評分採用症狀視覺類比評分量表

(Visual analog scale, VAS)。觀測的症狀包括：鼻

塞、鼻癢、噴嚏、鼻涕、眼癢、流淚、眼痛、眼紅腫、

咳嗽、喘息、憋氣、胸部壓迫感共12項。在10cm長的尺

規上標注0~100表示患者相應症狀的嚴重程度，“0”代

表沒有該症狀，“100”代表該症狀最重。病人需根據

最近1週的症狀，在尺規上標出所得分數。

生活質量改善狀況採用Juniper等開發的鼻結膜炎

相關生活質量問卷(Rhinoconjunctivitis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RQLQ)，其評估項目分7方面28

項：活動（最受影響的3項日常活動）、睡眠（入睡困

難、夜間醒來、夜間睡眠欠佳）、非鼻/眼症狀（精力

不足、口渴、工作能力下降、疲倦、注意力難以集中、

頭痛、疲憊不堪）、實際問題（因為不得不帶紙巾或手

帕而感到不便、需要揉鼻或眼、需要反覆地擤鼻涕）、

鼻部症狀（鼻不通氣或鼻塞、流鼻水、打噴嚏、鼻涕倒

流至咽喉）、眼部症狀（眼癢、流泪、眼痛、眼腫）、

以及情感（沮喪、內心不耐煩或不安寧、易惱怒、因症

狀而感到難堪）。以0~6分為評判，0~6分依次表示：沒

有困擾、幾乎沒有困擾、有些困擾、中等程度困擾、十

分困擾、很困擾、極度困擾。

六、統計學方法

數據資料由專人錄入，採用SPSS19.0軟體進行處

理。對患者治療前後症狀的嚴重程度、生活質量進行均

值比較及配對t-檢驗。



7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4, Vol 14. No.2鏡湖醫學2014年12月第14卷第2期

結 果

一、患者治療前後症狀嚴重程度比較

對78名患者治療前後症狀嚴重程度的評分計算均

值（表1），在12項症狀中，治療前，症狀由重到輕依

次為：噴嚏、鼻涕、鼻癢、鼻塞、眼癢、咳嗽、眼紅

腫、流淚、胸部壓迫感、眼痛、憋氣、喘息。而治療

後，症狀由重到輕依次為：鼻涕、噴嚏、鼻塞、鼻癢、

眼癢、咳嗽、眼紅腫、流淚、憋氣、喘息、眼痛、胸部

壓迫感。

對78名患者治療前後症狀的嚴重程度進行配對t-檢

驗（表2），有顯著性差異的症狀有(P<0.05)：鼻塞、鼻

癢、噴嚏、鼻涕、眼癢、眼紅腫、咳嗽、胸部壓迫感共8

項，而這些症狀的t值由大到小依次為：噴嚏、鼻癢、鼻

涕、咳嗽、鼻塞、胸部壓迫感、眼紅腫、眼癢。

表1.患者治療前後症狀嚴重程度評分比較(n=78)

鼻塞 鼻癢 噴嚏 鼻涕 眼癢 流淚

治療前評分 44.61±27.40 48.81±29.49 54.48±25.88 49.82±31.24 30.66±26.73 17.72±22.87

治療後評分 35.14±27.30 33.59±25.64 36.03±25.95 38.52±29.10 23.61±25.24 12.85±21.58

眼痛 眼紅腫 咳嗽 喘息 憋氣 胸部壓迫感

治療前評分 14.30±24.07 18.57±25.59 22.53±27.35 12.89±21.55 13.00±20.72 15.43±23.01

治療後評分 9.59±15.25 12.90±26.14 14.24±21.21 10.11±18.31 11.28±20.50 8.34±15.65

表2.患者治療前後症狀嚴重程度t-檢驗(n=78)

鼻塞 鼻癢 噴嚏 鼻涕 眼癢 流淚 眼痛 眼紅腫 咳嗽 喘息 憋氣 胸部壓迫感

t值 2.53 4.38 5.96 3.35 2.06 1.91 1.65 2.07 2.78 1.04 0.55 2.53

P值 0.01 0.00 0.00 0.00 0.04 0.06 0.10 0.04 0.01 0.30 0.58 0.01

表3.患者治療前後生活品質評分比較(n=78)

活動 睡眠 非鼻眼症狀 實際問題 鼻部症狀 眼部症狀 情感

治療前評分 2.88±1.79 2.05±1.59 2.04±1.44 2.63±1.68 2.78±1.48 1.09±1.09 1.69±1.56

治療後評分 1.97±1.68 1.60±1.26 1.56±1.13 2.04±1.40 1.92±1.37 0.88±0.93 1.02±1.13

表4.患者治療前後生活品質t-檢驗(n=78)

活動 睡眠 非鼻眼症狀 實際問題 鼻部症狀 眼部症狀 情感

t值 3.98 2.80 3.49 3.50 5.36 1.72 4.41

P值 0.00 0.01 0.00 0.00 0.00 0.09 0.00

二、患者治療前後生活質量比較

對78名患者治療前後生活質量評分進行均值比較

（表3），在7個大項中，治療前受困擾程度由高到低依

次為：活動、鼻部症狀、實際問題、睡眠、非鼻/眼症

狀、情感、眼部症狀；治療後受困擾程度由高到低依

次為：實際問題、活動、鼻部症狀、睡眠、非鼻/ 眼症

狀、情感、眼部症狀。

對78名患者治療前後生活品質評分進行配對t-檢

驗（表2），除眼部症狀外，其他各項均具有顯著性

差異(P<0.05)，其t值由高到低依次為：鼻部症狀、情

感、活動、實際問題、非鼻/眼症狀、睡眠。

討 論

過敏性鼻炎屬中醫學“鼻鼽”的範疇，為肺、

脾、腎功能失調，寒邪侵襲，深伏機體而致。肺主氣，

開竅於鼻，肺氣虧虛，寒邪侵襲，則鼻流清涕，打噴

嚏；脾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腎為先天之本，腎

元虧虛，則不能溫養脾肺，至使正虛

寒邪久留難祛，病情反覆發作，纏綿

難癒。

三伏天灸利用三伏天氣候炎熱

的特點，使用特製中藥，敷貼在特定

穴位，如肺俞、脾俞、腎俞等穴位，

調節臟腑功能，驅除寒邪，增強抗病

能力。三伏天是一年中氣候最為炎

熱，陽氣最旺盛的日子，從順應天時

角度，天人相應的觀點，此時便是補

益陽氣、驅散體內寒邪的最佳日子。

選用藥性辛溫走竄、溫陽散寒、溫肺

化痰、行氣通竅之品，如細辛、延胡

索、麝香等，滲透皮膚吸收。同時，

讓敷貼處皮膚產生灼熱感、刺激穴

位，故能改善過敏性鼻炎症狀和提高

生活品質。

過敏性鼻炎的發病率呈持續上升

的趨勢，全球大約10%~25%的人群受其影響，該病雖不

會危及生命，但對實際活動、社交、情緒、睡眠等生活

質量會產生影響。同時，長期反覆慢性發展，可引發哮

喘等呼吸疾病。美國一項對過敏性鼻炎調查報告顯示

38%的患者完全不能忍受AR的發作，52%的患者因為AR而

誤工或影響工作，85%的患者認為AR影響了他們的生活

質量，表明AR對患者的生活質量造成嚴重影響[9]。

VAS評分方法廣泛應用臨床研究中，過敏性鼻炎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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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VAS量表評分可以比較詳盡反映患者各症狀的情况。鼻

結膜炎相關生活質量問卷(rhinoconjunctivitis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RQLQ)，是目前觀察過敏性鼻炎

生活質量最常用的專用量表，該表從日常生活、行為問

題、睡眠、情感、非鼻/眼部症狀、鼻/眼症狀等7方面反

應過敏性鼻炎的生活質量。本研究採用上述量表在三伏天

灸治療前後，讓觀察對象做答問卷，以期觀察比較該療法

對過敏性鼻炎患者症狀及生活質量影響。

根據治療前後VAS和RQLQ量表評分的統計學分析，

結果顯示：三伏天灸治療過敏性鼻炎，對於患者的8項

症狀具有顯著療效，其中以過敏性鼻炎的四大主要症

狀，噴嚏、鼻癢、鼻涕、鼻塞等療效最為顯著，極大改

善了患者症狀。而在生活質量方面，對患者日常生活、

情感、行為問題、睡眠、非鼻/眼症狀、鼻部症狀等6個

項目中均取得顯著療效，極大提升了患者的生活品質。

本研究觀察三伏天灸對過敏性鼻炎的近期療效及

生活質量遠期療效的機理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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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為了解本院內科住院病人睡眠質量及干擾睡眠的因素，選取126例内科

住院病人，由病人自行填寫睡眠質量及睡眠干擾因素問卷。  方法 在本院選取126例內科住

院病人，由病人自行填寫睡眠品質及睡眠干擾因素問卷，對睡眠品質及影響睡眠的相關因

素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果 住院內科病人的睡眠質量差；大多數病人認為相關睡眠的因素

有：咳嗽、氣促、呼吸困難、担心疾病等。  結論 提示應採取措施控製干擾睡眠的各種因

素，提高內科住院病人的睡眠質量，促進其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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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質量是對睡眠好懷的評估，良好的睡眠被認

為具有恢復性的作用，如促進康復。若病人睡眠不好，

则可妨礙病情恢復，延長住院時间，增加感染的可能

性[1]，甚至病死率升高[2]。因此，良好的睡眠對住院病

人來说非常重要。目前，有學者對不同住院人群的睡眠

質量如UCG病人、普通内外科病人、腫瘤病人進行了研

究。結果表明，这些病人的睡眠質量均較差或較居家時

差，他们認為影響其睡眠的因素有多種，如生理因素、

心理因素、環境因素及醫源性因素等。內科病人佔住院

病人的比例較大，為了解住院內科病人睡眠質量如何，

有哪些因素相關睡眠障礙，為內科住院病人的治療方案

的調整提供客觀的依據，並針對患者的具體情況，以促

進患者睡眠，促使其早日恢復健康。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物件

採用随機概率抽樣，對2013年3月1日~2013年6月

31日入院的126例内科住院患者，滿足下列条件：(1)本

次住院3~15天之间；(2)年齡在12~80岁之间；(3)無明

顯听力障礙；(4)意识清楚，能正常交流。(5)同意參

加本研究者。排除以下患者：(1)急危重病人及抢救患

者。(2)住院未滿3天者；(3)意识不清楚，不能正常交

流者；(4)酗酒及藥物依赖者；(5)不愿參加該調查者。

二、研究工具

結合匹兹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量表，PSQI作為

評價睡眠質量的工具，由33個項目构成，可劃分為7個

成份，每個成份分為1、2、3、4級，各成份得分积累而

成為PSQI總分。此外作者本人多年來臨床内科住院患者

特點，自製住院内科患者睡眠狀況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表。該表包括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環境因素及醫源性

因素四個部份。問卷由病人自行填寫。對於文化程度不

高或不便填寫的病人，则由調查者逐項讀給病人听，根

據病人的選擇，在相應的地方填寫。

三、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收齊問卷後，用專業統計分析軟件SPSS 

17.0進行數據分析，主要分析方法有，變異數分析，t

檢驗，回归分析，卡方檢驗。各組計量資料採用平均

值，標準差表示，組间比較採用方差分析或t檢驗，

P<0.05為差異顯著，P<0.01為差異非常顯著。

結 果

收集住院内科患者126例，其中男性64例，佔

50.9%，女性52例，佔49.2%。心血管內科疾病者31例，

佔24.6%，消化科疾病者24例，佔19%，呼吸內科疾病者

46例，佔36.5%神經內科25例，佔19.8%。

本研究顯示：PSQI分數越高，睡眠質量越差，專

科的類型研究顯示，內科住院病人中呼吸科及消化科

的睡眠質量較差，其中呼吸科和神經科之間的PSQI有

顯著統計學差異，呼吸科住院病人睡眠質量差影響內

科住院病人PSQI因素依次為生理因素，心理因素，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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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 quality and sleep-related factors and analysed.   Results   Poor sleep quality was found in hospitalized 
medical patients;  factors related to sleep were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dyspnea and fear of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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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內科男女病人PSQI總分平均值，標準差比較

性別 PSQI總分 生理因素 心理因素 環境因素 醫源性因素

男  MEAN 7.3 1.31 0.69 0.98 0.36

STD.DEVIATION 5.098 1.825 0.974 1.266 0.627

女  MEAN 8.89 1.73 0.92 1.05 0.19

STD.DEVIATION 5.504 1.883 1.029 1.396 0.538

TOTAL  MEAN 8.08 1.52 0.8 1.02 0.28

STD.DEVIATION 5.341 1.858 1.004 1.327 0.588

內科住院男性病人與女性病人比較，在睡眠得分統計學上無明顯差

異，其中男性：64例，睡眠得分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7.30，5.098；

女性：62例，睡眠得分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8.89，5.504。年齡對

PSQI的影響具有明顯統計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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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因素，環境因素。生理因素及心理因素具有明顯

統計學意義。影響睡眠質量的相關因素主要為生理因

素，疾病的症狀常會干擾睡眠，如慢性支氣管炎及哮

喘病發生的咳嗽及氣促均是影響患者睡眠的因素，其

中有氣促病人比較沒有氣促的病人睡眠障礙升高超過3

倍。氣促、咳嗽、疼痛是患者诉说較多的干擾睡眠的

因素。其次為心理社會因素，本研究顯示患者忧心仲

仲，表現焦慮和緊張，從而影響睡眠。在本院的內科

住院病人中環境因素及醫源性因素對患者的睡眠質量

無明顯影響。

表2.內科各科PSQI平均值及標準差比較

科室 MEAN N SD

心臟 6.87 31 4.617

神經 6.04 25 4.247

呼吸 9.24 46 5.662

消化 9.54 24 5.853

TOTAL 8.08 126 5.341

討 論

一、生理因素對睡眠的影響

從以往的調查來看，住院患者睡眠質量總體水平

介於正常人群與失眠症病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

障礙[3]。生理因素是影響本院內科住院病人睡眠的主要

因素，患者在住院期間出現的氣促、咳嗽、夜尿、疼痛

是常见的干擾睡眠的生理因素，所以住院的病人應該積

極控製氣促、咳嗽、夜尿、胸痛等癥狀，其中有氣促癥

狀的病人導致睡眠障礙明顯升高超過3倍，對氣喘咳嗽

的病人除了積極治療原發疾病，還應該給予止咳平喘藥

物及氣道霧化治療，必要時可以考慮睡前用藥改善癥

狀，促進睡眠，另外根據病人的情況，必要時可以睡前

使用床邊簡易呼吸機改善氣促癥狀。

二、心理因素對睡眠的影響

住院患者担心疾病癒後是干擾患者睡眠的因素[4]，

本研究支持上述觀點。睡前担忧或焦慮等不良情绪可导

致网狀内此系統活動增強，交感神經系統光奋，導致患

者病情加重，如血壓升高、心跳快、咳嗽氣促加劇。人

睡眠質量差更容易產生负性情绪反應，直接影響到病人

的心理健康及治療過程[5]。本研究也證明了睡眠障礙患

者反過來影響生理因素，如咳嗽加劇。

三、環境因素

有研究報導，噪聲來源於谈话聲及其它噪聲影響

住院病人的睡眠[6]，但本研究顯示患者在本院住院期間

睡眠質量並沒有受環境因素影響，主要是因為本院良好

的管理及本院較佳住院環境，本院每間病房最多只有三

個病人，較重的病人及相對穩定病人給予適當的調度，

減少病人及儀器的聲音影響，醫護人員嚴格要求，避免

在病房大聲交談影響住院病人。目前本院每間房間均有

空調控製通風、溫度及濕度，每張病床有獨立的照明開

關，每間房間都有有限亮度的地燈，減少患者夜間的醫

療操作及上洗手間等活動的互相影響。

四、醫源性因素

本研究證明醫護人員查房、监测病人血壓、給病人

發藥，均未影響患者睡眠質量。本院醫護人員注意照顧病

人的睡眠，盡量避免發出噪音影響病人的睡眠，並合理安

排發藥、量血壓等醫療工作，向住院病人耐心解釋，得到

患者的配合，沒有對住院病人睡眠的造成影響。

五、內科住院患者睡眠質量差，存在不同程度的

睡眠障礙

其中呼吸科及消化科的睡眠質量較差，呼吸科及

神經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考慮為呼吸科病人氣促、咳

嗽，胸痛等癥狀明顯影響睡眠。

六、本研究的局限性由於本研究中內科疾病，病

例較少，未能充分反映疾病患者的睡眠狀況。

結 論

睡眠是重要的生理現象，睡眠質量成為衡量人们

身體健康與否的重要標誌，內科疾病患者作為特殊的人

群，需要充足的睡眠，才能有利於疾病的恢復。因此醫

表3.內科各科PSQI變異數分析

　 B S.E WALD DF SIG EXP

COUGH 0.364 0.519 0.492 1 0.483 1.439

FEVER -1.837 0.89 4.256 1 0.039 0.159

ANHELATION 1.157 0.576 4.029 1 0.045 3.179

CHEST PAIN -0.55 0.734 0.006 1 0.94 0.947

PALPITATION 0.824 0.709 1.349 1 0.245 2.279

NOCTURIA 0.571 0.467 1.496 1 0.221 1.771

LIMB NUMBNESS 0.233 0.703 0.11 1 0.741 1.262

MOVEMENT DISORDER -0.459 0.891 0.266 1 0.606 0.632

PAIN 0.732 0.484 2.288 1 0.13 2.078

HYPERHIDROSIS 0.408 0.886 0.213 1 0.645 1.504

CONSTANT -0.559 0.245 5.201 1 0.023 0.572



11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4, Vol 14. No.2鏡湖醫學2014年12月第14卷第2期

生人員應注患者的睡眠質量，應採取相應的措施。應有

高度的责任心，認真消除所有影響睡眠的因素。注意觀

察疾病所引起的不適，並予及時妥善處理，如患者诉氣

促、咳嗽，可給予止咳平喘劑，必要時加用簡易床邊呼

吸機改善氣促癥狀。對擔心病情等心理因素導致的焦慮

等癥狀，適當的給予抗焦慮藥物，並向病人詳細解釋病

情，幫助病人建立戰勝疾病的信心，總的來说，對於身

心疾病範疇的多數內科疾病患者，心理情绪、睡眠、疾

病三者之间關係密切，相互影響。因此保持正常、充足

的睡眠對於內科疾病患者预防和恢復大有裨益。在臨床

工作中應該採取相應的綜合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睡眠

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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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小兒腹股溝疝手術一日外科的安全性、結果和效能。  方法 2003

年1月~2013年6月在本院小兒外科，348例431個疝一日外科手術。對疝的類型，術前告知，

化驗檢查和輔助檢查，術前準備，麻醉和手術，延長住院原因，術後併發症和費用觀察分

析。計量數據用x±s表示，採用spss 10.0軟件包處理數據。  結果 患兒348例，431疝手

術，年齡2m-14y(4.6y±2.1y)，男284，女64，雙側83，其中復發疝6，均為腹股溝斜疝擇期

手術。323例行腹腔鏡疝囊高位結紮術(92.8%)，25例開放疝囊高位結紮術，其中4例加內

環成形術，預約等待手術時間0d-21d(7d±2.4d)，手術用時20min±8min.，住院1~2天，費用

15364.78±8252.41澳門元。術後併發症有術後發熱>38.5℃共17例，陰囊水腫9例，血腫2

例，術後嘔吐4例，復發1例（復發率0.23%），低氧血症0，排尿困難0，切口感染0，繼發隱

睾或睾丸萎縮0，疝內容損傷0，全組無死亡病例。併發症發生率9.5%。  結論 小兒腹股溝

疝一日外科，適合無併發症病例，術前告知是術前準備重要部份，减少醫療費用和家長護理

時間，不增加手術併發症。

【關鍵詞】疝；小兒；手術；效能

Study of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day surgery in pediatric hernia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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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iatr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afety, efficacy and result of the day surgery in pediatric hernia 

repair.  Methods    348 children with 431 inguinal hernias from January 2003 to June of 2013,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hernia repair at the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 pediatric surgery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The types of hernia, pre-operation consent, tests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 pre-operation 
preparations , anesthesia and procedures,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causes, complications and expense 
were documented and analyzed prospectively. Data expressed by x±s,  statistical analysis  performed 
with SPSS 10.0 software.   Results  284 boys and 64 girls, the mean of age was 2m-14y (4.6y±2.1y); 
the children with bilateral hernias were 83, and 6 with recurrent hernia, and 323 cases of all underwent 
with elective laparoscopic hernia sac ligation, 25 other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procedure, including 4 
internal ring repair. The average operating time was 20min±8 min, hospital stay 1-2 days, hospitalization 
cost 15364.78±8252.41 Pacatas. The complications included 17 children with fever >38.5℃ , 9 edema of 
scrotum, 2 hematoma with drainage, 4 vomiting ,1 hernia recurrence (recurrent rate 0.23%), 0 orchiatrophy. 
There was no death in the group. The complication rate was 9.5%.  Conclusion  Pediatric hernia repair day 
surgery was indicated for children without complicated inguinal hernias. It is important to communicate 
with parents before operation. It reduces the medical cost and shortens parents accompanying care time, 
and didn’t increase the operating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Hernia; Children; Surgery; Efficacy

小兒腹股溝疝因為其病理生理特點，手術簡單，

術後康復快，適合門診或一日外科手術(day surgery)。

在大中型兒童專科醫院已經開展，但是小兒腹股溝疝一

日外科手術的安全性及效能的研究報告不多，有必要進

行研究。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03年1月~2013年6月在本院小兒外科，收治腹股

溝疝患兒共348例，431個疝，嵌頓疝或伴隨疾病需要

附加手術者不在本組統計範圍。一日外科手術。隨訪6

月~1年。

二、研究方法

前瞻性分析患兒性別，年齡，疝的類型，預約手

術時間，術前告知，化驗檢查和輔助檢查，術前準備，

麻醉和手術，出院離院標準，延長住院原因，併發症，

隨訪結果和費用統計分析。

三、統計方法

計量數據用x±s表示，採用spss 10.0軟件包處理數據。

結 果

患兒348例，431個疝手術，年齡0.2m~14y(4.6y±2.1y)，

男284，女64，雙側83，其中復發疝6，均為腹股溝斜疝

擇期手術，嵌頓疝、巨大疝和難複疝除外。預約等待

手術時間0~21天(7d±2.4d)。填寫術前詢問表和術前告

知簽字348例，由患兒父母簽字279例(80.2%)，其他監

護人完成簽字69例(19.8%)；實驗室檢查血常規、凝血

功能、血型348例；有指證X胸片326例(93.7%)和超聲心

臟檢查或腹股溝區超聲檢查127例(36.5%)，術前檢查結

果均無手術禁忌症。麻醉方法，氣管插管+靜脈全麻323

例(92.8%)，基礎麻醉25例(7.2%)；323例行腹腔鏡疝囊

高位結紮術(92.8)，無中轉；25例開放疝囊高位結紮術

(7.2%)，其中4例因為巨大疝，內環周圍薄弱，加內環成

形術。手術用時10~55min(20±8min)；住院1~2天；費用

15364.78±8252.41澳門元。隨訪6個月~1年304例，隨訪

率87.4%。9例(2.6%)轉為住院治療，延長住院2~5天，原

因陰囊血腫穿刺2例，陰囊腫脹伴發熱2例，發熱>39℃5

例。切口均一期癒合。併發症有術後發熱>38.5℃17例

(4.9%)，陰囊水腫9例(2.6%)，血腫2例(0.6%)，術後嘔

吐4例，復發1例，復發率0.23%。低氧血症0，排尿困難

0，切口感染0，繼發隱睾或睾丸萎縮0，疝內容損傷0，

全組無死亡病例。併發症發生率9.5%。

討 論

小兒“一日外科”理念1909年英國小兒外科醫生

Nicoll首先提出，伴隨麻醉、監護、觀念和技術進步，

近30年來國外已廣泛開展，我國大中城市的兒童醫院在

差不多時間也相繼開展，已經積累許多臨床數據和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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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管理流程，這項技術表現出預期效果。小兒“一日

外科”的優點是患兒避免了長時間離開家長和熟悉的家

庭環境，由於孤獨和恐懼造成的心理創傷；减輕了患兒

家長在住院期間的焦慮，並使他們早日回到工作崗位；

降低了患兒院內感染可能；縮短住院時間降低了醫療費

用；使醫院床位等資源利用更有效率。小兒“一日外

科”安全性和效能，受到患者和醫生的關注，這組病例

前瞻性研究有助於完善這個技術的開展。

一、實施這項技術，要有完整的計劃、管理製

度、設施和人員配備。

小兒“一日外科”有固定的手術時間，不能推遲

延長禁食時間，固定的手術室和配套的工作人員，有經

驗的小兒外科醫生。一個手術日一組人員，安排2~3例

為宜。有搶救設備的術後甦醒監護室和配有經過訓練護

理人員的小兒外科病房[1-3]。

二、術前準備

1.為了减少併發症，患兒的選擇是必要的，不是

所有小兒腹股溝疝都適合“一日外科”，如嵌頓疝、巨

大難複疝有可能滑疝，術中可能開腹探查；患兒伴發疾

病沒有控製或治癒。

2.近日無患傳染病，無呼吸道感染，無腹瀉等，

否則推遲到痊癒後二週。

3.患兒家距醫院較近，這所醫院有能力處理緊急

情況；患兒家長或監護人願意並且有能力遵照醫囑做必

要的術後康復護理。

4.建立麻醉師預約門診會診的標準，如伴發沒矯

治的先心病，智障或殘疾兒等，需要麻醉師術前評價安

全性。[4,5]

5.術者預約病人並體格檢查；實驗室檢查有血常

規、凝血功能、血型，有病史或家族史提示必要肝功

能、HAV、JS1、HIV和ANTI-TP檢查；必要時心臟超聲，

X胸部片。

6.術前家長談話和宣教；閱讀小兒“一日外科”

指導大綱手册，包括手術適應症和禁忌症，何時禁食，

手術當日何時來院，是否安排麻醉師會診及意見落實執

行，術後護理要點，隨訪時間；填寫術前詢問表和術前

告知簽字。

三、手術和麻醉

小兒“一日外科”病種要求手術簡單，時間短不

需要長時間麻醉，出血少，失血失液不嚴重。小兒普外

科中，腹股溝疝手術符合以上標準。“一日外科”術後

易發生躁動、窒息、噁心和嘔吐均與使用麻醉藥的質和

量有關，這組病例基礎麻醉甦醒後反應最小。

四、本組病人中部份病人因為疾病保險要求，醫

療費用住院部份核銷，門診不核銷。所以只有住院後輔

助檢查，這部份病人需要住院2日。

五、出院標準。

小兒“一日外科”出院標準

出院標準 延長監護2-4小時 轉住院標準

脈搏(次/分) <100 100-140 >140

呼吸（SpO
2
） >98% 95%-97% <90%-94%

體溫 (℃) <38.5 38.6-39 >39.1

精神狀態 清醒安靜 清醒躁動 萎靡嗜睡

飲食或嘔吐 半流 流食伴噁心 嘔吐拒食

疼痛 0-3 4-6 >6

切口 不痛不腫 稍腫無出血 疼痛或陰囊血腫

備注：疼痛評分0不痛，9極痛

結 論

小兒腹股溝疝手術“一日外科”方法，使患兒手

術治療時盡少與家長分開，康復在熟悉的家庭環境中，

减少心理創傷，避免院內感染，使家長盡早返回工作

中，同時極大减少醫療費用。

只要按照程序流程操作，精心組織，這種方法是

安全的，不增加手術併發症，提高了醫院效率。

“一日外科”手術模式是現代醫學發展方向。

徐亚辉, 王東申, 赵勇.“一日外科”治療小兒腹股沟疝的臨床應

用. 中國現代醫生, 2008; 46(2)54-139.

張金哲, 陳晋杰. 小兒門診外科學. 第二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2008:5.

唐世龍, 李君夫, 黎東伟, 等. 改良一孔法微型腹腔鏡治療小兒腹

股沟斜疝. 中華疝和腹壁外科雜誌(電子版), 2010; 14(2):78-80.

Letts M, Davidson D, Splinter W, et al. 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pediatric day surgery. Can J surg, 2001; 

44(3):193-198.

Ghosh S, Sallam S.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postoperative demands 

on hospit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fter day surgery, Br J surg 

1994; 81:1635-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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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討論硬膜外分娩鎮痛方法對高齡初產婦分娩結局的影響。  方法 回顧

分析2007~2012年共6年間本院高齡初產婦的分娩記錄資料，按是否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分為

2組，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78例為觀察組，無分娩鎮痛的121例為對照組。  結果 實施硬

膜外分娩鎮痛的產婦順產率較高，無分娩鎮痛的產婦順產率較低，其組間差別具有顯著性

(p<0.05)。  結論 施行硬膜外分娩鎮痛能改善高齡初產婦的分娩結局，提高自然分娩成功

率，有利於母嬰預後。

【關鍵詞】高齡；分娩鎮痛；順產率

Influence of epidural analgesia on the elderly primipara birth outcomes

LI Tao, PUN Wai, WONG Mei Peng, CHIN Hiu Fai* 
Department of Anaesthes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Discuss the impact of epidural analgesia method for elderly primipara birth 

outcom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rom 2007 to 2012 a total of six years elderly primipara 
birth record information in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pidural analgesia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implementation of 78 cases of epidural analgesia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no analgesia 121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aged 35 or more at their first deliver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I, 78 cases were under 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labour, epidural 
analgesia was applied in first stage of labour . Group II, the control group, 121 cases , there were not any 
analgesia applied during all stages of labour.   Results  Rates of natural birth in group I i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II,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ation 
of epidural analgesia can improve birth outcomes in elderly primipara,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natural 
childbirth and is favorable for maternal and fetal prognosis.

[Key Words]  Elderly parturient; Epidural analgesia in labour; Ratio of nature birth

硬膜外分娩鎮痛對高齡初產婦分娩結局的影響

李濤 潘慧 王美冰 錢曉暉*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麻醉科

*通訊作者  E-mail:chinhiufai@hotmail.com

高齡產婦在妊娠和分娩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明顯

增加，許多研究顯示年齡是一個獨立的高危因素。高齡

孕婦產前合併有慢性高血壓、子癇前期、妊娠期糖尿病

的發生率顯著升高;胎兒窘迫、宮內生長受限及產時窒

息的發生率明顯增加等因素都導致高齡初產婦經陰道分

娩率大大下降。硬膜外分娩鎮痛可減輕產婦分娩痛苦，

改善胎盤血流，降低胎兒缺氧和新生兒窒息發生率，其

提高產婦經陰道分娩率的作用在臨床上已經得到證實，

但其對高齡初產婦分娩結局的影響在臨床上還沒見相關

報導。現對本院2007~2012年共6年間收治的199例高齡

初產婦分娩病例進行回顧性分析，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07~2012年共6年間本院收治的年齡≥35歲，

ASAⅠ~Ⅱ級，單胎足月的高齡初產婦共275例，排除其中

無經陰道試產意願（即非醫學指征剖宮產）的76例，餘

下的199例無病理產科因素及椎管內麻醉禁忌症，經產科

醫生評估可經陰道分娩，自願接受分娩鎮痛並簽署知情

同意書。其中於產程開始後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78例

產婦為觀察組，無分娩鎮痛的121例產婦為對照組。

二、方法

觀察組所有產婦第一產程開始後自覺VAS疼痛評分

超過4分時為產婦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取產婦L2~3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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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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docaine 3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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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首量，然後以產婦自覺VAS疼痛評分在

3~4分水平為標準調節藥液用量，使用微泵泵注維持。

對照組所有產婦不施行硬膜外分娩鎮痛。

三、觀察指標

記錄所有產婦的分娩方式。

四、統計學方法

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P<0.05為差異

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觀察組產婦平均年齡為36.79±1.889歲，對照組產

婦平均年齡為37.97±2.240歲，兩組年齡對比無明顯差

異(P>0.05)。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高齡初產婦順產率

為56.4%，無分娩鎮痛的高齡初產婦順產率為21.5%，實

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的順產率高於無分娩鎮痛產婦的

順產率，其差別有顯著性(P<0.05)（表1）。

所有有意願試產的產婦順產率為35.2%，所有高齡

初產婦（包括76例非醫學指征剖宮產產婦）的順產率為

25.5%，其具體結果（表2）。

表1.兩組產婦分娩方式的比較

組別 n 順產例數（率） 剖宮產例數（率）

分娩鎮痛組 78 44（56.4%） 34（43.6%）

無分娩鎮痛組 121 26（21.5%） 95（78.5%）

P<0.001

表2.施行分娩鎮痛產婦、有意願試產產婦和所有產婦順產率的比較

組別 n 順產例數（率） 剖宮產例數（率）

分娩鎮痛組產婦 78 44（56.4%） 34（43.6%）

有意願試產產婦 199 70（35.2%） 129（64.8%）

所有產婦 275 70（25.5%） 205（74.5%）

討 論

目前大部份學者把35歲及以上初次分娩的產婦界定

為高齡初產婦。由於生活、工作壓力的增大及生育觀念

的轉變，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等原因導致我國高齡初產

婦呈逐年上升趨勢。隨着妊娠年齡的增大，生理因素及

心理因素對產婦生殖功能的影響，妊娠併發症及合併症

會增多，高齡產婦中相當部份有不孕症病史，經治療後

妊娠或通過輔助生育技術幫助而妊娠，胎兒相對珍貴，

因此對分娩過程的安全性期待很高，越來越多的高齡產

婦直接選擇剖宮產分娩；另外在我國產科醫師面對越來

越多的醫療糾紛壓力，嚴格掌握剖宮產指征在臨床工作

中常有較大困難，所以產科醫師對高齡產婦常常放寬剖

宮產指征。以上種種因素都導致了高齡產婦特別是高齡

初產婦的剖宮產率越來越高，葉傲霜[1]等報導高齡初產

婦的剖宮產率為60%，郗欣君[2]報導為70.21%，而李珊

珊[3]報導高齡初產婦的剖宮產率更高達79.8%，本院高齡

初產婦的剖宮產率為74.5%，跟文獻報導的結果相若。

隨着年齡的增大婦女子宮肌層出現不同程度的老

化，子宮肌層縫隙連接的減少導致子宮不能有效收縮，

婦女產道和骨盆關節變硬難於擴張，陰道伸展力較差等

等生理的改變導致了高齡初產婦經陰道分娩率明顯下

降[4]，但不可忽略是社會因素導致剖宮產率上升的比例

越來越高，這個因素在高齡初產婦群體中顯得尤為突

出。2001年Ecker[5]等報導25~34歲的選擇性剖宮產率為

7.6%，35~39歲的選擇性剖宮產率為10.6%，≥40歲的選

擇性剖宮產率為21.1%。而2013年李珊珊[3]報導高齡初

產婦的剖宮產率為79.8%(190/238)，其中選擇性剖宮產

達到151例，佔所有剖宮產產婦的79.4%(151/190)，本

院205例剖宮產產婦中有76例為選擇性剖宮產，比例為

37.1%(76/205)。選擇性剖宮產的比例越高，所有產婦的

剖宮產率就越高，順產率就大大下降，所以作者認為所

有產婦的剖宮產率不能真實地反映高齡初產婦的分娩結

局，反而動搖了許多產婦堅持經陰道分娩的信心，而以

有試產意願產婦的順產率作為高齡初產婦的順產率更能

真實表達高齡初產婦的實際分娩結局。

有許多方法可以幫助提高產婦經陰道分娩率，其

中硬膜外分娩鎮痛是目前國內外比較公認的鎮痛效果

最明顯的方法。硬膜外分娩鎮痛能大大地減輕產婦產

程中的痛苦，使產婦兒茶酚胺釋放減少，子宮收縮增

強，加速產程進展，減輕了產婦在第一產程中體力和

精神的消耗，留有餘力盡快完成第二產程。產婦併發

體力衰竭、宮縮乏力、第二產程延長等的發生率隨產

婦年齡增加而增加，高齡初產婦的體力和耐受力下降

更加明顯，所以硬膜外分娩鎮痛改善高齡初產婦分娩

結局的效果尤為突出，本文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

的順產率大大高於沒有施行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的順

產率也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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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高齡產婦特別是高齡初產婦經陰道分娩率

下降和剖宮產率上升有其醫學合理性，也存在非醫學的

不合理因素，我們應該盡量減少非醫學的不合理因素影

響，在報導高齡初產婦的經陰道分娩率時，將包括非醫

學因素剖宮產在內和不包括非醫學因素剖宮產在內的順

產率以及加予硬膜外分娩鎮痛等輔助手段後的剖宮產率

分別加以說明，可能有助於提高高齡初產婦堅持經陰道

分娩的信心。如無產科手術指征，應在高度知情同意的

基礎上鼓勵經陰道試產，並輔以硬膜外分娩鎮痛等可以

減輕產婦痛苦，改善經陰道分娩結局的方法，提高產婦

經陰道分娩率，減少剖宮產帶來的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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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瞭解雙源CT冠狀動脈CTA成像的輻射劑量水平及其主要影響因素，

探討相應改善空間與措施。  方法 對2013年6月~12月在本院冠狀動脈CTA成像檢查的268

例病人的輻射劑量及相關掃描參數進行記錄、統計、分析。  結果 冠狀動脈CTA的X射線

劑量CTDIVol 13.09±5.05mGy（中位值10.73 mGy），DLP 201.66±82.26 mGy.cm（中位值

168mGy.cm），X射線有效吸收劑量ED 3.43±1.4mSv（中位值2.85mSv）。X射線輻射劑量與體

重指數存在顯著正相關性，與心率存在一定負相關性，與心律不齊也密切相關。  結論 目

前本院冠狀動脈CTA的X射線輻射劑量已基本控製在可接受的較低水平，通過掌握相關適應症

及調整相關參數，可避免接受不必要的較大劑量輻射劑量的可能。

【關鍵詞】雙源CT；冠狀動脈血管成像；輻射劑量

Study of the radiation dose levels of dual-source ct coronary artery CTA imaging in 
268 cases

YANG Zhen Yong*, GUO Han Ling, ZHANG Zhi Feng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adiation dose levels for dual-source CT coronary artery CTA 

imaging.  Methods   Radiation dose data of dual-source CT coronary artery CTA imaging of 268 patients 
from June to December 2013 in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were studied.   Results  The X-ray doses of 

268例雙源CT冠狀動脈CTA成像的輻射劑量水平研究

楊貞勇* 郭漢霖 張志鋒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yzy19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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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多層螺旋CT機問世以來，CT技術日新月異，

CT機性能的不斷提高，特別是64層螺旋CT的推出及廣泛

應用於臨床，使冠狀動脈的CTA檢查已成為冠心病的首

選篩查手段之一。隨着此項檢查技術的應用，X射線的

輻射給機體帶來的損害是無法避免的。早期的設備及

掃描參數下，病人每次檢查受到的輻射劑量不低，輻

射劑量問題已受到醫務人員及病人的廣泛關注，各中

心報告的劑量水平千差萬別。一項針對日常冠狀動脈

CTA輻射劑量調查的國際多中心研究（50家單位參加）

顯示，不同機構之間輻射劑量差距明顯，從平均5mSv到

平均30mSv，表明合理的掃描方案可以有效降低輻射劑

量[1]。本院一直重視病人的輻射劑量問題，不斷改進、

優化掃描參數，為瞭解目前本院雙源CT冠狀動脈CTA成

像的輻射劑量控製水平，而做如下研究。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選取2013年6月~2013年12月268例進行雙源CT冠

狀動脈CTA掃描的病人。其中男153例，女115例，年齡

18~93歲，平均55.98歲（中位值53歲），心率42~123

次/分，平均79.53次/分（中位值78次/分）。

二、檢查設備

西門子 SOMATOM Definition 雙源 CT(dual 

source computed tomography DSCT)。注射對比劑使用

雙筒高壓注射器。

Syngo InSpace 三維處理軟體技術：最大密度投

影(maximum intensition projection, MIP)，觀察血

管與鈣化的關係；曲面重建(curved planar reforma-

tions, CPR)，利於觀察單支血管的狹窄；容積再現

(volume rendering technique, VRT)，觀察冠狀動

脈與周圍組織的關係及多平面重組(multiple planar 

reformations, MPR)等多種圖像後處理技術行冠脈重建

來顯示血管。

三、檢查流程

1.掃描前對患者進行嚴格的屏氣訓練，時間約

12~15s。

2.掃描前1min舌下噴含硝酸甘油噴霧劑2噴。

3.選擇非離子型碘對比劑（碘比樂370mgI/mL)，

對比劑總量50~90m L（由掃描持續時間與注射流

率乘積計算得到），用18 ~ 2 0 G針頭，注射流率

(4.5~5.5m L/s)，中間無間隔以同速率注射生理鹽水

50mL，為了減少患者輻射劑量，在對比劑注射lOs後開

始行動態監測掃描，感興趣區設定在降主動脈，自動觸

發閾值設定為100Hu。自動觸發後3s作為冠狀動脈CTA掃

描開始時間。掃描範圍自氣管隆突下1cm至心臟膈面。

四、掃描參數

1.固定參數

準 直 器 寬 度 3 2 × 0 . 6 m m ， 重 建 層 厚 / 層 距

0.75m m/0.5m m，視野(FO V)150m m×180m m，重建函數

B25f。回顧性心電門控掃描。

2.需要調節的參數

表1.流率、管電壓、管電流調節的參考表

BMI(kg/m2) 對比劑流率(mL/s) 管電壓(Kv) 最大管電(mAs/Rot)

>24 5.5 100 410

18~24 5 100 410

<18 4.5 80 410

採集50%~70%R~R間期（心率<80次/分）及40%~60% 

R~R間期（心率>80次/分）。根據不同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對管電壓、管電流進行調整（表l），

掃描時間12~15s（由選擇的掃描範圍決定）。

五、圖像品質的評定

由兩位經驗豐富的影像診斷醫師採用雙盲法對圖

像進行評價，將圖像品質評價標準分為5級。I級：圖

像顯示清晰，所有血管充盈良好、連續、無偽影；II

dual-source CT coronary artery CTA: CTDIVol is about 13.09±5.05mGy (median 10.73 mGy), DLP 
is about 201.66±82.26 mGy. cm (median 168mGy. cm) and effective dose (ED) is about 3.43±1.4mSv 
(median 2.85mSv). Radiation dose has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 to BMI, negative relation to heart rate and 
arrhythmia.  Conclusion  The X-ray radiation dose for dual-source CT coronary artery CTA imaging at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has been controlled to acceptable low level. By mastering the relevant indications 
and adjustment of parameters unnecessary high radiation dose can be avoided.

[Key Words]  Dual-source CT; Coronary artery imaging;  Radiation dose



18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4, Vol 14. No.2鏡湖醫學2014年12月第14卷第2期

級：圖像品質滿意，僅一段血管邊緣輕度模糊，無錯層

或階梯狀偽影；Ⅲ級：圖像品質基本滿意，有兩段血

管管壁出現模糊，無錯層或階梯狀偽影；IV級：圖像品

質差，多段血管管壁模糊，部份血管出現錯層偽影；V

級：圖像品質非常差，偽影嚴重，冠脈無法分析。圖像

品質為Ⅰ~Ⅱ級者可認為是優質圖像；Ⅲ級者為可評價

圖像；Ⅳ~V級圖像偽影較重，為不可評價較差圖像。以

上相當於3D冠脈束/CPR對圖像品質的評價：I級：LM、

LAD、LCX、RCA及主要分支均可清晰顯示，且輪廓清

晰，邊緣銳利；Ⅱ級：LM、LAD、LCX、RCA及主要分支

均可顯示，但邊緣輪廓模糊；Ⅲ級：LM、LAD、LCX、

RCA可顯示，其它分支顯示不清；IV級血管主幹或分支

出現錯層，管腔不連續，影響診斷。

結 果

一、圖像品質:本組病例均選用I~Ⅲ級圖像病例，

IV~V級圖像病例排除出本次研究範圍。

二、X射線輻射劑量：容積CT劑量指數 (CT dose 

index volume, CTDIVol)、劑量長度乘積(dose length 

product, DLP)、有效劑量ED (effective dose, ED) （表

2）。

表2.冠狀動脈CTA成像檢查的輻射劑量結果

CTDIVol（mGy） DLP （mGy.cm） ED （mSv）

平均值 13.09 201.09 3.43

中位值 10.73 168 2.85

最小值 4.68 105 1.78

最大值 44.38 672 11

三、X射線輻射劑量與體重指數、心率、心律關

係：

X射線輻射劑量與體重指數的關係（表3、4），兩

者之間的相關係數r=0.395,遠大於0.01，提示兩者存在

顯著正相關性。

X射線輻射劑量與心率的關係（表5），兩者之間

的相關係數r=-0.032,小於-0.01，提示兩者存在一定負

相關性。

X射線輻射劑量與心律的關係（表6），心律不齊

組劑量明顯增高，與無心律不齊組劑量有顯著性差異

(P=0.000)。

表3.X射線輻射劑量與體重指數的關係

體重指數BMI DLP平均值 SD

>24 216.68 86.94

<24 180.96 77.11

表4.X射線輻射劑量與體重指數的關係

Correlations

DLP 體重指數

DLP Pearson Correlation 1 .395**

Sig. (2-tailed) .000

N 134 134

體重指數 Pearson Correlation .395** 1

Sig. (2-tailed) .000

N 134 134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表5.X射線輻射劑量與心率的關係

Correlations

DLP 平均心率

DLP Pearson Correlation 1 -.032

Sig. (2-tailed) .719

N 134 126

平均心率 Pearson Correlation -.032 1

Sig. (2-tailed) .719

N 126 126

表6.X射線輻射劑量與心律不齊的關係

ANOVA

DLP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P

Between Groups 372790.745 1 372790.745 61.724 0.000

Within Groups 1594475.590 264 6039.680

Total 1967266.335 265

討 論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CT檢查的X射線輻射劑量的增

高可增加癌症的風險，在接受同樣的輻射水平下，年

齡越小，發生概率越高[2]。雖然關於CT的低劑量輻射

致癌與否在學術界尚有爭議[3]。但據來自電離輻射生

物效應委員會(BEIR)的估算，5歲兒童如接受100mGy的

輻射劑量，發生致死性腫瘤的幾率會增加1.2%~1.5%[4]，

15歲的青少年女性接受100m G y的輻射劑量，其幾率

會增加0.3%，35歲以下女性接受的輻射劑量每增加1 

rad(1Gy=100rad)，其乳腺癌的發生率較正常人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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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胎兒接受輻射則可導致發生腫瘤或白血病的幾率

升高[5,6]。Eisenberg等對行冠狀動脈造影檢查(CAG)及

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的急性心肌梗死82861例研究表

明，每接受10mSv的輻射劑量，在未來5年內就會增加3%

患惡性腫瘤（經年齡和性別校正後）的危險[7]。因此，

有效降低冠狀動脈CTA檢查中的輻射劑量以保護受檢者

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雙源CT低劑量冠脈CTA成像中，病人接受的輻

射劑量除了取決於CT設備固有性能和受檢者個體條件

外，更重要的是掃描參數的設置和技術操作因素，通過

個性化選擇掃描參數來降低輻射劑量是可取的。在同一

掃描模式下圖像品質與輻射劑量有時存在矛盾，因此需

要平衡兩者的關係。要改變固定的掃描模式，針對不同

患者的個體條件，調整相應掃描參數。理論上講，輻射

劑量決定於使用的KV、mAs、螺距等，由於採用智能掃

描，這些參數與受檢者的心率、心律、BMI等個體條件

有關，上述結果也證實了此理論推斷。

BMI是國際公認的一種評定肥胖程度的分級方法，

BMI越小檢查時射線劑量也應隨之降低。圖像品質與射

線劑量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兩者互相影響又互相製

約[8,9]。根據不同的BMI採用不同管電流，再綜合運用多

種低劑量技術，可使掃描方案因人而異，從而避免BMI

小的個體可能受到過量輻射，BMI超重個體曝光劑量又

可能不足的問題。BMI對掌握適度的低劑量管理有很好

的指導意義。目前本院對於BMI小於25的受檢者採用低

KV技術，將常規的120KV降到100KV，取得良好效果。

心律不齊對受檢者的劑量影響也很大，主要是心

率變化時，CT掃描儀自動延長了高劑量掃描的時間，增

加了心動週期中高劑量掃描所佔時間比例，從而增加了

劑量。如果嚴重心律不齊，不僅受檢者劑量增加，運動

偽影也明顯增加，圖像質量明顯下降，有時甚至無法達

到診斷要求。對於偶發早搏的病人，選擇心率穩定時掃

描，可避免劑量增加及圖像質量下降。當然並不能保證

每次都成功，對比劑的刺激、受檢者緊張情緒都會誘發

早搏。

對於單源C T，由於必須將心率控製在較低水平

（心率通常50~60次/分）才能獲得理想圖像[10,11]，心率

過快，不適合檢查，因而不存在影響劑量的問題。雙源

CT，心率高達90次/分以上[11]，甚至高達120次/分也可

以得到較理想圖像，不需要控製心率，且心率越快，掃

描螺距越大，受檢者所接受的輻射劑量越小。

CT冠狀動脈成像的X射線輻射劑量與多種因素有

關，其中，有些因素是無法控製的，如病人的體重指數

等，但仍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合適的參數。而另一些

因素是可以個性化調節的，比如心電門控採集窗的位置

及寬度、非採集窗的劑量水平控製、球管電壓、球管

電流等[11]，有些因素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選擇、干預

的，如心率變化、心律不齊的病人，可觀察選擇合適採

集時間。在保證圖像品質的前提下進行一定程度的干

預，能夠達到控製輻射劑量的目的。本研究表明，本院

CT冠狀動脈成像的X射線輻射劑量已經控製在較低的可

接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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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結合經會陰二維、三維超聲觀察未育及初產婦女盆底結構，建立澳門

地區早期篩查女性盆底功能障礙性疾病的標準，為早期預測盆底功能障等疾病及評估盆底治

療康復標準提供影像學依據。  方法 選取正常未孕婦女100例無盆底功能障礙自訴症狀者，

作為對照組（A組）；產後6~8週的初產婦200例，無雙胎及多胎產婦作為研究組（B組），對

A組及B組各組盆底測量值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 正常未孕婦女和產後6~8週的初產婦膀胱頸

移動度（BND）、盆膈裂孔各測量數據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妊娠和分

娩伴有盆底肌結構不同程度損傷，經會陰超聲可早期篩查產後盆底功能障礙。

【關鍵詞】會陰超聲；盆底功能障礙

Clinical study of transperineal ultrasonograpy to evaluate pelvic floor structure of 
nulliparous and primiparous women in Macau

XIE Xin*, YOU Shu Yi, CHOI Ka Wai, BO Di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Observe pelvic floor structure of nulliparous and primiparous women by 

combining three-dimensional and two-dimensional transperineal ultrasound , establish standards for early 
screening of female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in Macau , providing imaging basis for the early prediction of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and other diseases and to assess 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standards.  
Methods   100 cases of normal non-pregnant women without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symptom, as control 
group (group A); 200 cases of primipara postpartum 6-8 weeks excluding twins birth and multiparity as 
study group (B group),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 group and B group pelvic measurement value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he bladder neck descent (BND) and pelvic diaphragm hiatus measurements in normal non-
pregnant and 6-8 weeks postpartum wome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degree of pelvic floor muscular injury, transperineal ultrasound 
can be used for early screening of postpartum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Key Words]  Transperineal ultrasound; Pelvic floor

經會陰超聲觀察澳門地區未育及初產婦女盆底結構的臨床研究

謝昕* 尤淑儀 蔡嘉慧 波蒂 

‧臨床研究‧

女性盆底功能障礙性疾病(female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FPFD)，主要表現為盆腔器官的脫垂

（pelvic organ prolapse, POP）和壓力性尿失禁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 SUI）[1]，嚴重影響

患者的生活品質。FPFD的核心是盆底支撐結構的鬆弛和

損傷。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妊娠和分娩是FPFD的獨立危

險因素。據報導，歐洲大約33%~42%女性存在不同程度

盆底功能障礙性疾病[2,3]，初產婦產後發生盆底肌肉或

筋膜的損傷者為13%~31%，而多產婦大於37%[4,5]。而我

國大陸目前還缺乏確切的流行病學資料。Minassion[6]

等在2003年對成年女性進行調查，盆底功能障礙性疾

病發生率為27%，2005年據北京地區流行病學調查，約

38.5%的患有SUI，且隨年齡的增長患病率增加[7]。目

前，澳門沒有這方面的流行病學資料。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取正常未孕婦女100例，平均年齡26.9±4.94歲，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婦產科

*通訊作者  E-mail:xiexinchristy@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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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51.9±8.68kg，身高160±5.35cm；無盆底功能障礙

自訴症狀者，作為對照組（A組）；產後6~8週的初產婦

200例，無雙胎及多胎產婦。作為研究組（B組），平均

年齡28.56±4.48歲，平均孕前體重52.3±9.39kg，身高

160.1±5.13cm。兩組婦女的年齡，體重，身高等一般資

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可比性。兩組

婦女均簽知情同意書同意研究，經臨床婦科體檢排除盆

底脫垂，尿失禁，並經腔內超聲檢查證實子宮附件無異

常，能按指導進行有效的瓦薩瓦（Valsalva）動作。

二、儀器與方法

採用GE Voluson730 Expert彩色多譜勒超聲診斷

儀，陰道探頭頻率5~9MHz，三維探頭頻率6~12MHz。

受檢者檢查前排空大便，待膀胱輕度充盈約50~100mL

後，取截石臥位，將探頭置於會陰部尿道外口與陰道口之

間。於正中矢狀切面二維超聲觀察尿道內口有無擴張，經

恥骨聯合下緣的水平線為參考線，分別在靜息狀態、瓦氏

動作時測量膀胱頸距恥骨聯合下緣的垂直距離（圖1），

獲得膀胱頸移動度(Bladder neck descent, BND)。然後將

三維容積取樣框置於恥骨聯合內下緣與肛管直腸角之間區

域，採集容積角度大於80°，啟動三維成像系統，分別可

顯示盆底縱軸、冠狀軸和橫切面三個平面圖像，微調整後

可完整、清晰顯示盆膈裂孔（圖2，見封3），於盆膈裂孔

相對最小平面測量盆膈裂孔面積、周長、前後徑及左右

徑；觀察盆膈裂孔的對稱性、恥骨內臟肌及恥骨支的完整

性。受檢者做瓦薩瓦動作時，於正中矢狀切面觀察到膀胱

後壁、膀胱頸和尿道均向背尾側移位，標示為有效的瓦氏

動作，測量相對最大動作時的容積資料。

三、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9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χ±s表示，組

間比較行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圖1.於正中矢狀切面超聲測量膀胱頸至恥骨聯合下緣水平線的垂直距

離：（A靜息狀態，B瓦氏動作時）

表1.兩組不同狀態下膀胱頸移動度(BND)和盆膈裂孔參數比較(x±s)

分組 盆膈裂孔

 BND cm  橫徑cm   前後徑cm 面積cm2

未育組 1.15±0.07

 靜息 3.758±0.397 5.300±0.631 14.542±2.175

 瓦薩瓦運動 4.029±0.436 5.563±0.817 16.363±3.268

分娩組 1.42±0.06

 靜息 3.941±0.416 5.518±0.687 15.645±2.638

 瓦薩瓦運動 4.629±2.612 6.089±0.901 19.611±5.044

T值 2.594

靜息 -3.411 -2.632 -3.124

瓦薩瓦運動 -2.283 -4.840 -6.077

P值 0.01

靜息 0.001 0.009 0.000

瓦薩瓦運動 0.023 0.000 0.000

討 論

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會陰盆底超聲以其無創、可

重複、無輻射和費用低廉等優點而被廣泛用於診斷盆底

功能障礙性疾病和治療後的療效評估[8]，而在我國卻未

得到足夠重視，鮮見針對中國年輕未育女性盆腔的正常

參考值的研究。本文章旨在研究澳門地區未育女性盆腔

的正常參考值，為早期預測盆底功能障等疾病及評估盆

底治療康復標準提供影像學依據。

膀胱頸移動度BND增加被認為是女性壓力性尿失禁

的一個重要病因學因素[9]。國內外大量的流行病學研究

表明，妊娠和分娩與女性尿失禁發病有關。膀胱頸運

動過渡的截斷值目前仍未得到充分詮釋，15mm、20mm

和25mm均曾被用於定義膀胱頸運動過渡。BND目前沒有

確切的正常值，Diet z[10]研究顯示在壓力性尿失禁婦

女BND約30mm。Reed等[11]報導39名無尿失禁未生育志願

者的測量結果，BND為2~21mm，平均值為14mm。Dietz

等[12]觀察106名年齡在18~23歲的年輕未育女性，得出

BND範圍為1.2~40.2mm，平均17.3mm。本研究初步得出

澳門地區年輕未育女性BND約為1.15±0.07cm，與國外報

導的1.4cm、1.7cm比較略低，可能與中西方女性身高體

重不同有關。經會陰超聲觀察未育女性前盆腔時，採用

正中矢狀切面及雙幅超聲圖像比較安靜狀態下及最大

Valsalva動作時尿道及膀胱運動變化，並測量膀胱頸相

對於恥骨聯合下緣水平軸的位移，可初步判斷前盆腔的

解剖及功能狀態，同時觀察膀胱頸的形態變化，BND增

大可用於早期預測盆底功能障等疾病。

盆膈裂孔是盆底的一個裂隙樣結構，是盆腔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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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會陰的通道，並會成為盆底功能障礙性疾病的多發

部位[3]。當肌肉或結締組織鬆弛，就會導致盆底器官的

支持作用被減弱，引起盆底功能障礙。本文經產婦在靜

息狀態、深吸氣後屏氣狀態下，膀胱頸移動度和盆膈裂

孔左右徑、前後徑、裂孔面積與未孕婦女組比較，差異

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妊娠和分娩對女性盆底有

影響。在整個妊娠期間，增大的子宮和胎兒及其附屬物

重力的作用會導致盆底支援結構的薄弱，孕婦內分泌激

素也會影響盆底肌肉組織的彈性改變，順應性減低，當

外力作用下盆底肌肉的應變力也會明顯減弱。李勤[13]

等應用盆底三維超聲發現妊娠晚期女性LH形態趨圓，位

置偏移，恥骨直腸肌走行彎曲，盆底結締組織疏鬆，陰

道形態異常，盆底器官可發生輕度脫垂，證實了妊娠本

身對盆底的損傷。經陰道分娩時，胎兒產出過程中直接

會導致軟產道和盆底肌肉、筋膜的明顯擴張和拉長，造

成不同程度撕裂及盆底神經損傷，在分娩過程中盆底肌

肉的伸展率可達3.26，是非妊娠期婦女骨骼肌最大伸展

率(1.5)的2.17倍[5]，肌肉組織極度伸展，容易發生斷

裂，造成損傷；且陰部的神經功能變化也會導致恥骨直

腸肌張力降低，進而導致結締組織變性及鬆弛。盆腔器

官支撐系統變薄弱，盆底肌肉、筋膜因分娩過渡伸展使

順應性明顯減低，盆膈裂孔擴大，膀胱頸的位置也會發

生移動。但盆底這種改變能否自然恢復，產後女性盆底

的影響與孕期體重增長、胎兒大小、產程長短、分娩方

式、便秘病史、糖尿病病史、遺傳的關係，有待進一步

研究分析。

女性在特殊的生理階段中經歷妊娠和分娩，盆底

結構和功能將會受到不同程度損傷，產後是女性盆底康

復的重要時期，若盆底損傷未能及時恢復，可導致張力

性尿失禁及盆腔器官脫垂等症狀[14]。應用經會陰超聲

可以完整、清晰、直觀地觀察盆底結構的變化，為臨床

提供重要的資訊輔助診斷；早期篩查出產後FPFD患者，

進行早期干預，早期系統盆底康復治療，減少FPFD的發

生率。Braekken等[15]證明應用三維超聲測量生殖裂孔

的面積、前後徑、直徑及肛提肌的長度具有很好的重複

性和可靠性。三維超聲能多平面成像，完整觀察到盆膈

裂孔和肛提肌，彌補了二維超聲的局限性，進行全面觀

察整個盆底結構。

本研究經會陰超聲觀察盆底器官形態變化，顯示

妊娠及分娩對盆底造成一定損傷，經會陰超聲可早期

識別預測盆底功能障礙，為產後盆底康復提供診治影

響依據。

Luo X. To affect of pelvic floor function by pregnancy and elective 

caesarean section. Chin J Obstet  Gynecol Pediatr (Electron Ed), 

2008; 4(2):4-8.

Long RM, Giri SK, Flood HD. Current concepts in female stress 

Urinary. Surgeon, 2008; 6(6):366-372.

Hunskaar S, Lose G, Sykes D,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urinary 

incontinence in women in four  European countries. BJU Int, 

2004; 93:324-330.

Tuncay MF, Cefariye Uludag, Mursan Cinar, et al. Rick factor for 

urinary incontinence in Turkish women:A cross-sectional study.

Saudi Med J, 2006; 27(11):1688-1692.

Dolan LM, Walsh D, Hamilton S, et al. A study of quality of life 

in primigravidae with urinary ineontimence. Int Urogynecol J, 

2004; 15:160-164.

Minassion VA, Dmts HP, Badr AI. Urinary incontinence as a 

worldwide probl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2003; 82:328-731.

朱蘭, 郎景和, 王宏, 等. 北京地區成年女性尿失禁的流行病學研

究. 中華醫學雜誌, 2006; 86(11):728-731.

Diets HP. 盆底超聲學圖譜.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1:71-74.

Dietz HP, Shek C, Clarke B. Biometry of the pubovisceral muscle 

and levator hiatus by three-dimensional pelvic floor ultrasound.

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05; 25(6):580-585.

Dietz HP, Clarke B, Herbison P. Bladder neck mobility and urethral 

closure pressure as predictors of genuine stress incontinenee. 

Int Urogynecol J Pelvic Floor Dys unct, 2002; 13(5):289-293. 

Reed H, waterfield A, Freeman RM, et a1. Bladder neck mobty in 

continent nulliparous women: Normal references, Int Ugynec01 J, 

2002; 13(Suppll):S4.

Dietz HP, Eldridge A, Grace M, et a1. Pelvic organ descent in young 

nulligravid women. Am J obstet Gynecol, 2004; 191(1):95-99.

李勤, 應濤, 徐蓮, 等. 妊娠晚期女性盆膈裂孔的超聲影像學表現. 

中國超聲影像學雜誌, 2012; 21(6):496-499.

徐繁華, 王慧芳, 鄭靜, 等. 經會陰三維超聲評價女性盆底肌肉形態

及功能. 中國介入影響與治療學, 2013; 10(6):361-364.

Braekken IH, Majida M, Ellstrm-Engh M, et al. Test-retest and 

intra-observer repeatability of two-,three-and four-dimensional 

perineal ultrasound of pelvic floor muscle anatomy and function. 

Int Urogynecol J Pelvic Floor Dysfunct, 2008; 19(2):227-23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李衛平）



23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4, Vol 14. No.2鏡湖醫學2014年12月第14卷第2期

【摘要】  目的 分析鼻咽癌的臨床表現特點。  方法 回顧分析2003年1月~2013年

11月間本院初診的361例鼻咽癌患者的臨床資料。  結果 361例鼻咽癌患者中，男女比為

2.72:1，高發年齡為41~60歲。361例病例中234例以單一症狀就診，佔64.82%，當中依次為

頸部腫物，佔37.18%，其次為耳部症狀，佔30.34%，涕血、鼻出血等鼻部症狀，佔28.20%。  

結論 鼻咽癌的臨床表現複雜多樣，早期表現不典型，臨床上應警惕鼻咽癌的可能，以減少

漏診及誤診。

【關鍵詞】鼻咽癌；臨床特點

Analysis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361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eal carcinoma

CHONG Heng Kai, LIU Shui Mi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61 preliminary case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3 to December 2013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In 
361 cases, 264 patients were male and 97 patients were female, the ratio was 2.72:1. The peak age was 
41-60 years old. 234 cases (64.82%) presented only with cervical mass, followed by ontological and nasal 
symptoms during diagnosis.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of nasopharyneal carcinoma is complex 
and atypical in early stage. To avoid delayed diagnosis and misdiagnosis, should be alert to the symptoms 
and possibilit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Key Words]  Nasopharyneal carcinoma;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361例鼻咽癌患者臨床表現特點分析

鍾慶佳 劉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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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是我國

多發腫瘤之一，同時亦是世界各大洲中最高發的地區

之一。內地鼻咽癌分佈有明顯的地區性差異，當中以

廣東的肇慶、佛山、廣州和廣西東部的梧州地區為高

發中心，向周圍地區逐漸降低。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衛生局統計，2011年澳門鼻咽癌新登記個案有69

例，死亡個案31例，分別位列於澳門全部主要癌症的

第6及第5位。

鼻咽癌發病部位隱蔽、起病隱匿，早期臨床表現

不典型，易被患者本人及醫生忽視，常常因此而延誤

診斷及治療。據統計，鼻咽癌首診時的誤診率可高達

86.98%[1]。早期鼻咽癌（Ⅰ、Ⅱ期）治療後的五年生

存率可逹97.1%[2]，而IV期鼻咽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則只

有20%~63.7%[2-4]，故早期對該病作出診斷及治療具有

重要的臨床意義。本文通過分析2003年1月~2013年12

月，11年間共361例在本科經病理確診為鼻咽癌患者的

臨床表現，以提高對本病的警惕及認識。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361例，男264例，女97例，男女比2.72:1，年

齡由15~83歲，平均年齡48.10歲。

二、發病年齡分佈

各年齡組分佈見下表，41~60歲為發病最高峰，

佔全部病例的67.31%；少於20歲年齡組均為男性，共4

例，年齡最少的1例為15歲；年齡最大的病例為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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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組（歲） 男 百分比 女 百分比 總計 百分比

≦20 4 1.52% 0 0 4 1.11%

21~30 15 5.68% 8 8.25% 23 6.37%

31~40 29 10.98% 20 20.62% 49 13.57%

41~50 100 37.88% 36 37.11% 136 37.67%

51~60 83 31.44% 24 24.74% 107 29.64%

61~70 24 9.09% 3 3.09% 27 7.48%

>70 9 3.41% 6 6.19% 15 4.16%

結 果

鼻咽癌的臨床表現主要包括鼻部症狀(涕血、鼻出

血和鼻塞)、耳部症狀(耳鳴，聽力下降)、頭痛、頸淋巴

結轉移、眼部症狀、腦神經損害症狀和遠處轉移症狀。

本組病例中，以單一症狀就診者佔64.82%(234例)，另外

29.36%(106例)患者於就診時已存在兩類或以上的臨床症

狀，餘下21例患者為進行常規體檢時發現，並無鼻咽癌

相關的臨床症狀。以單一症狀就診者，最常見症狀為頸

部腫物(87例, 37.18%)，其次為耳閉塞感或耳鳴等耳部

症狀(71例, 30.34%)，再次為涕血、鼻出血或鼻塞等鼻

部症狀(66例, 28.20%)。就診時患者已同時存在兩類或

以上的臨床症狀者，以同時伴有涕血、鼻出血者最多，

共有82例，其次為耳阻塞感、耳鳴等耳部症狀。

以單一症狀就診的鼻咽癌患者

症狀 例 百分比

涕血、鼻出血 51 21.79%

鼻塞 15 6.41%

耳部症狀 71 30.34%

頭痛 3 1.28%

頸部腫物 87 37.18%

眼部症狀 5 2.14%

腦神經症狀 2 0.85%

就診時患者已同時存在兩類或以上的臨床症狀

症狀 例

涕血、鼻出血同時合併其他症狀 82

鼻塞同時合併其他症狀 30

耳部症狀同時合併其他症狀 63

頭痛同時合併其他症狀 15

頸部腫物同時合併其他症狀 37

眼部症狀同時合併其他症狀 7

腦神經症狀同時合併其他症狀 6

討 論

鼻咽癌是我國南方常見的頭頸部惡性腫瘤，但由於

其生長部位隱匿，症狀多樣，早期臨床症狀不典型，極

不易為患者本人及醫生察覺，以下就鼻咽癌的臨床表現

進行分析如下：

一、涕血、鼻出血和鼻塞

為鼻咽癌常見的早期臨床表現之一，當病灶位於

鼻咽頂後壁，用力向後回吸鼻腔或鼻咽部份泌物時可致

病灶損傷出血。常為晨起回吸時痰中帶血或擤鼻時涕中

帶血絲，部份患者首診時可表現為鼻出血。鼻塞一般表

現為單側持續性進行性加重，晚期可為雙側鼻塞，主要

因為位於鼻咽部的瘤體進一步阻塞後鼻孔所致。而涕血

及鼻塞在以單一症狀就診的病例中，常被患者及醫生忽

視，易誤診為乾燥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竇炎等。當患

者以鼻出血或痰涕帶血求診時，醫生須仔細尋找出血

點，當發現患者出血較多，但鼻腔黏膜輕度糜爛等與臨

床症狀表現不相符時，更應仔細進行鼻內鏡檢查以進一

步明確診斷。

二、頸部腫物

頸部腫物為另一個鼻咽癌患者常見的首診症狀，

腫大的頸部淋巴結一般無痛、質硬，早期可活動，晚期

與皮膚或深層組織黏連而固定，並可發展為雙側淋巴結

腫大。轉移的淋巴結分佈以頸深上組淋巴結最常見，佔

84.81%[5]。當癌細胞侵入毛細淋巴管網後，經集合淋巴

管至鼻咽側壁，然後注入顱底頸靜脈孔處的淋巴結，再

侵至二腹肌淋巴結或頸內靜脈上淋巴結群，而鼻咽後部

癌細胞多先累及咽後淋巴結，部份淋巴管經頸內動、靜

脈後方注入二腹肌淋巴結及頸內靜脈上淋巴結群[5]。鼻

咽癌出現淋巴結的跳躣性轉移情況罕見，陳奇鬆等[6]曾

報導，592例淋巴結轉移的患者中，僅5例(0.84%)無II區

轉移的患者出現Ⅲ區淋巴結的轉移。故當發現頸部淋巴

結腫大，尤其頸側淋巴結腫大時，更應常規進行鼻咽鏡

檢查。

三、耳部症狀

一般認為，原發於鼻咽側壁、咽鼓管圓枕或咽隱

窩的腫瘤可堵塞、壓迫咽鼓管咽口而出現耳鳴、耳閉

塞感、耳痛及聽力下降等分泌性中耳炎症狀。研究[7]發

現，大部份同時併發分泌性中耳炎的鼻咽癌患者，其咽

鼓管是開放，而並非完全閉塞的，但當中有80.41%的患

者，其中耳內仍存在較高的負壓，故提出鼻咽腔氣流的

變化、神經肌肉麻痺及咽鼓管順應性改變是導致鼻咽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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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耳負壓的主要原因。朱蘭才等[8]認為可能與腫瘤

壓迫及侵犯致咽鼓管機械阻塞、開放及關閉障礙均有

關。由於單純以耳閉塞感、耳鳴及聽力下降來診的鼻咽

癌患者，極易誤診為分泌性中耳炎，故當患者以分泌性

中耳炎症狀來求診時，除常規檢查患者鼻咽部外，當按

分泌性中耳炎治療而效果欠佳時，應注意再次複查及跟

進鼻咽部情況，進一步排除鼻咽癌可能。

四、頭痛

由於以頭痛為單一症狀來診的鼻咽癌患者較為少

見，有文獻報導，以頭痛為主要表現的鼻咽癌誤診率可

高達85%[1]。臨床上多表現為單側持續頭痛，部位多在顳

部及頂部。頭痛產生的原因有：(1)神經血管反射性痛；

(2)三叉神經眼支末梢在硬腦膜處受壓迫或顱底骨質破

壞；(3)鼻部局部炎性感染；(4)腫大的頸部淋巴結，除

可能壓迫頸內靜脈致回流障礙而產生頭痛，也可能由於

侵蝕頸椎骨質或壓迫神經根而引致疼痛。早期多為病側

間歇性部位不定的頭痛，也可為陣發性的顳部劇痛。頭

痛是中晚期鼻咽癌患者的症狀之一，有頭痛症狀的鼻咽

癌患者常伴有複視、面癱等腦神經損害症狀或耳部及鼻

部症狀。

五、眼部及腦神經損害症狀

當鼻咽癌侵犯眼眶或與眼球相關的神經時已屬晚

期，一般可引起複視、眼球突出及受限等。大多數病

例為鼻咽癌經頸內動脈管或破裂孔侵犯海綿竇後，再

向前經眶上裂而累及眼眶。另外還有以鼻咽癌向前侵

犯經蝶竇進入翼顎窩，再經眶尖、眶下裂侵入眼眶，

或腫瘤破壞翼管基底部後再經眶尖而侵入眶內。當腫

瘤直接侵入眶內致視神經受壓、移位，嚴重時視神經

功能可同時受累，而且，鼻咽癌常損傷動眼神經、外

展神經，因此，鼻咽癌患者的眼部症狀大多並非全為

眼眶浸潤受累所致。腦神經損害是鼻咽癌中晚期症狀

之一，較少作為單獨的原因求診，既往文獻報導[9-11]，

鼻咽癌伴顱腦神經損害發生率為17.0%~27.3%，並且，

以三叉神經、外展神經及舌下神經受累最為常見。這可

能與第三叉神經和外展神經行程長，且位於鼻咽癌最

常浸潤的區域，因此受損發生率高，而舌下神經經舌

下神經管出顱，當腫瘤侵犯頸動脈鞘區時亦易致該神

經損傷。

總括而言，臨床工作中，對原因不明的一側進行性

咽鼓管阻塞症狀、涕中帶血及回吸後痰中帶血、頸側淋

巴結腫大、不明原因的偏頭痛及外展神經麻痺者均應考

慮鼻咽癌的可能，進行詳細的鼻咽部檢查，必要時作鼻

咽部活檢、影像學檢查，才能早期診斷鼻咽癌，以減少

漏診及誤診。MRI檢查對鼻咽部病變的診斷優於CT，但對

於發現顱底早期骨質破壞不及CT清晰，早期累及咽旁間

隙是鼻咽癌區別於其他鼻咽部腫瘤的特點之一[12]，MRI

上有助鑒別。而近年來隨着分子生物學及基因檢測技術

的發展及提高，為鼻咽癌的診斷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但

臨床上，醫生仍須注意警惕鼻咽癌的多種多樣及不典型

的臨床表現，更好地做到鼻咽癌的早期診斷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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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本院242例癲癇患者抗癲癇藥物的療效。  方法 回顧性收集在

本院於2011年9月~2013年8月門診或住院的242癲癇病人的臨床資料，通過計算治療前後發

作次數的變化，用自身對照的方法，應用SPSS軟件分析，評定抗癲癇藥物的療效。  結果 

(1)76%（185例）癲癇發作為單種類型發作；(2)用藥種類比較集中，主要是丙戊酸鈉，共

107例、苯妥英鈉38例、卡馬西平20例。使用新藥例數較少；(3)單藥丙戊酸鈉治療效果好，

比較國外文獻報導療效更優；(4)不良反應發生率低，但卡馬西平的皮疹發生率相對較高。  

結論 本組資料顯示，丙戊酸鈉、卡馬西平是最常用有效的抗癲癇藥物。療效比較好的原因

可能與病例來源偏差相關。

【關鍵詞】癲癇；抗癲癇藥物；療效

Analysis of drug efficacy in 242cases of epilepsy

VAI Man Chi1, MOU In Na1, TAM Iat Kit1, LEONG Kit Wa1, LI Jin Ru2*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iepileptic drugs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urvey was conducted of 242 epilepsy patients at OPD and inpatients wards 
from September 2011 to August 2013. Clinical data, and seizure tim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recorded and used for evaluating the medication effects by SPSS.   Results   (1) 76% (185cases) epilepsies 
are single type. (2) Antiepileptic drugs were mostly Sodium Valproate (107 cases), Phenytoin (38cases) 
and Carbamazepine (20cases). Fewer new drugs were used in the treatment. (3) Better efficacy of Sodium 
Vaproate was found, compared to research conducted in foreign countries. (4) Side effect rates were low, 
but the rash rates were relatively high in Carbamazepine.  Conclusion  From the data showed Sodium 
Valproate and Carbamazepine are the most common and effective antiepileptic drugs, which may be caused 
by deviation from the case resource.

[Key Words]  Epilepsy; Antiepileptic drugs; Efficacy

242例癲癇患者藥物療效分析

韋孟持1 毛燕娜1 談仁杰1 梁潔華1 黎錦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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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是慢性復發性短暫腦功能障礙綜合症，是神

經系統常見的疾病之一。患病率僅次於腦卒中，而家庭

和社會負擔則遠遠超過腦卒中[1]。男女患病差異不大，

10歲前兒童患病率最高。由於病因複雜多樣，發作類型

繁多，導致選擇治療藥物的難度和療效的差異。尤其是

難治性癲癇，不但是臨床內科醫師面對的研究熱點，也

是神經介入治療領域的新課題。

為全面瞭解總結本院癲癇患者就診和治療資料，

回顧性收集分析本院2011年9月~2013年8月的242例癲癇

患者就診和藥物治療結果如下，以促進臨床癲癇診療工

作的規範化發展。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回顧性收集本院2011年9月~2013年8月住院及門診確

診癲癇病者資料，收集年齡、性別、發作類型、病程、

病因、腦電圖及腦部影像學檢查、用藥種類（單藥或聯

合用藥）、用藥時間、治療前後每月發作次數、不良反

應及處理。

二、診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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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2005年提出的癲癇診

斷標準[1,2]，結合病史及影像學資料，由專科醫生確認

納入研究。

三、方法

治療效果評定以瞿治平[3]提出的療效評定標準。按

治癒、顯效、有效、無效、惡化5個標準評定。應用SPSS

軟體(13.0)對本組癲癇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比較。獲

取242例癲癇患者藥物療效資料。用自身對照方法評定本

組治療前後抗癲癇藥物的效果與有效率。並與國外文獻

表1.116例症狀性癲癇病因

病因 腦梗死 外傷 血管畸形/動脈瘤 出血性卒中 腫瘤 感染 產傷 海馬病變 其他

例 31 13 14 11 11 17 4 5 8

表2.158例大發作單藥療效評定

治癒例數與
治癒率(%)

顯效例數與
顯效率(%)

有效例數與
有效率(%)

無效例數與
無效率(%)

惡化例數與
惡化率(%)

總例數

丙戊酸鈉 78（82%） 12（12.6%） 3（3.2%） 2（2.1%） 0（0%） 95

卡馬西平 11（73.3%） 1（6.7%） 3（20%） 0(0%) 0(0%) 15

奧卡西平 6(66.7%) 2(22.2%) 0(0%) 0(0%) 1(11.1%) 9

苯妥英鈉 26(81.3%) 3(9.4%) 2(6.3%) 0(0%) 1(3.1%) 32

妥泰 3(75%) 1(25%) 0(0%) 0(0%) 0(0%) 4

拉莫三嗪 1(100%) 0(0%) 0(0%) 0(0%) 0(0%) 1

苯巴比妥 1(50%) 0(50%) 1(50%) 0(0%) 0(0%) 2

表3.9例小發作單藥療效評定

治癒例數與
治癒率(%)

顯效例數與
顯效率(%)

有效例數與
有效率(%)

無效例數與
無效率(%)

惡化例數與
惡化率(%)

總例數

丙戊酸鈉 2(33.3%) 2(33.3%) 2(33.3%) 0(0%) 0(0%) 6

卡馬西平 1(100%) 0(0%) 0(0%) 0(0%) 0(0%) 1

奧卡西平 0(0%) 1(100%) 0(0%) 0(0%) 0(0%) 1

苯妥英鈉 0(0%) 0(0%) 0(0%) 0(0%) 1(100%) 1

表4.4例精神運動性發作單藥療效評定

治癒例數與
治癒率(%)

顯效例數與
顯效率(%)

有效例數與
有效率(%)

無效例數與
無效率(%)

惡化例數與
惡化率(%)

總例數

卡馬西平 1(50%) 1(50%) 0(0%) 0(0%) 0(0%) 2

奧卡西平 0(0%) 0(0%) 0(0%) 0(0%) 0(0%) 0

苯妥英鈉 1(100%) 0(0%) 0(0%) 0(0%) 0(0%) 1

氯硝安定 0(0%) 0(0%) 0(0%) 0(0%) 0(0%) 0

妥泰 1(100%) 0(0%) 0(0%) 0(0%) 0(0%) 1

拉莫三嗪 0(0%) 0(0%) 0(0%) 0(0%) 0(0%) 0

苯巴比妥 0(0%) 0(0%) 0(0%) 0(0%) 0(0%) 0

資料[4]作比較，總結本院抗癲癇診療工作成績與不足。

資料分析方法：應用SPSS軟件(13.0)分析治療效果與不

同類型發作的相關因素。

結 果

一、病例資料

本院2011年9月~2013年8月在門診及住院確診癲癇

患者共242例，男141例(58.3%)，女101例(41.7%)，年齡

6個月~90歲，平均37.17±24.06歲。≧16歲188例，<16

歲54例。病程2個月~50

年；家族史陽性者8例，佔

3.3%。

發作類型：全面強

直-痙攣發作（大發作）

202例；失神發作（小發

作）21例；複雜部份發作

（精神運動性發作）9例；

單純部份發作（局灶性發

作）25例；特殊類型發作

11例；其中單一發作216

例；兩種發作24例；三種

發作2例。

病因：原發性有65

例、症狀性116例、隱源

性61例。症狀性病因及結

合腦影像學檢查（M R I或

CT）其中腫瘤11例、出血

性卒中11例、腦梗31例、

外傷13例、腦炎17例、

血管畸形或動脈瘤14例、

產傷6例、海馬病變5例；

其他病因8例（神經上皮

瘤1例；白質軟化灶2例；

川崎病1例；綫粒體肌病2

例）見表1。

輔助檢查：治療前腦

電圖檢查198例，未行檢查

44例，正常82例，異常116

例，佔58.6%。其中單純慢

波57例，癇樣放電5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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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藥物不良反應

皮疹(例) 肝損(例) 心律失常(例) 頭暈(例) 腎石(例) 總

丙戊酸鈉 1 1 2

苯妥英鈉 2 1 3

卡馬西平 4 3 7

奧卡西平 1 1

妥泰 1 1

二、藥物治療效果評定

參照「癲癇發作分類及藥物療效評定的建議文

獻」[3]，按無發作、顯效（發作次數減少50%~75%）、有

效（發作次數減少25%~50%）、無效（減少<25%）及惡

化，應用SPSS軟件對本組癲癇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及比

較。結果如下：

單藥治療例數與療效評定見表2~表5，158例大發

作單藥療效評定見表2，9例小發作單藥療效評定見表

3，4例精神運動性發作單藥療效評定見表4，14例局灶

發作單藥療效評定表5。

三、聯合用藥例數與療效，本組使用聯合用藥較少

除丙戊酸鈉與卡馬西平12例，效果見表6。其他合

用藥組合如丙戊酸鈉+氯硝安定、丙戊酸鈉+苯妥英鈉、

丙戊酸鈉+奧卡西平、丙戊酸鈉+妥泰、丙戊酸鈉+拉莫

三嗪、丙戊酸鈉+苯巴比妥、卡馬西平+苯妥英鈉、奧卡

西平+苯妥英鈉等用藥組合均甚少例數，不加列舉。

四、藥物使用情況

丙戊酸鈉是最常用，共

163例次、苯妥英鈉55例次、

卡馬西平51例、妥泰30例、

奧卡西平28例、氯硝安定15

例。單藥治療194例，聯合

用藥治療74例。治療效果按

無發作、顯效（發作次數減

少50%~75%）、有效（發作次

數減少25%~50%）、無效（減

少<25%）及惡化，單藥治療者

無發作155例，顯效24例，有效

13例，無效2例，惡化2例。

五、不良反應

本組藥物不良反應見表

8，主要不良反應為皮疹8例

（卡馬西平4例，苯妥英鈉2

例，停藥後緩解）；肝損3

例，心律失常1例，頭暈1例，腎石1例。

討 論

癲癇是神經系統最見的疾病之一，其患病率僅次

於腦卒中，國外流行病學調查，癲癇年發病率為50/10

萬~70/10萬，患病率約5%，而兒童患病率為12.5%[1]；

WHO與我國在2001年完成的30萬人群癲癇流行病學結果

是年發病率約60/10萬，患病率為7%；推算我國有現患

病者900萬，每年有65萬~70萬新發病者[1,5]。隨着人口

增加，治療手段和效果的提高，相信癲癇患病者將隨着

時間的延長而增加，給患者及其家庭，給社會帶來沉重

的經濟壓力和負擔。

在癲癇病的治療中，內科藥物治療是首選，丙戊

酸鈉和卡馬西平依然是目前世界公認的一綫藥物[4]，

單藥少劑量開始，逐漸加至治療量，必要時聯合用

藥，是癲癇診治指南[5]的基本原則。由於某些患病個

體對這兩種藥物的療效差異或不能耐受不良反應，選

擇性使用妥泰、拉莫三嗪、左乙拉西坦、奧卡西平、

氯硝安定這些二綫藥物也可以取得較好療效。治療經

驗總結，75%病人可獲得良好效果，25%是難治性癲

癇[1]。症狀性癲癇病因複雜多樣，是難治性癲癇的病

理基礎。顳葉病變、海馬硬化及皮層發育不良的介入

表5.14例局灶發作單藥療效評定

治癒例數與
治癒率(%)

顯效例數與
顯效率(%)

有效例數與
有效率(%)

無效例數與
無效率(%)

惡化例數與
惡化率(%)

總例數

丙戊酸鈉 3(50%) 1(16.7%) 2(33.3%) 0(0%) 0(0%) 6

卡馬西平 2(100%) 0(0%) 0(0%) 0(0%) 0(0%) 2

奧卡西平 0(0%) 0(0%) 0(0%) 0(0%) 0(0%) 0

苯妥英鈉 4(100%) 0(0%) 0(0%) 0(0%) 0(0%) 4

氯硝安定 0(0%) 0(0%) 0(0%) 0(0%) 0(0%) 0

妥泰 1(100%) 0(0%) 0(0%) 0(0%) 0(0%) 1

左乙拉西坦 1(100%) 0(0%) 0(0%) 0(0%) 0(0%) 1

表6.6例丙戊酸鈉+卡馬西平療效評定

治癒例數與
治癒率(%)

顯效例數與
顯效率(%)

有效例數與
有效率(%)

無效例數與
無效率(%)

惡化例數與
惡化率(%)

總例數

大發作 2(33.3%) 3(50%) 1(16.6%) 0(0%) 0(0%) 6

小發作 2(100%) 0(0%) 0(0%) 0(0%) 0(0%) 2

精神運動 0(0%) 2(100%) 0(0%) 0(0%) 0(0%) 2

局灶發作 2(100%) 0(0%) 0(0%) 0(0%) 0(0%) 2

特殊發作 0(0%) 0(0%) 0(0%) 0(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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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手術治療是目前神經外科研究的熱門話題，並取得

長足的基本和發展。

總結分析本院2011年~2013年242例癲癇藥物治療

資料（表1~6），有幾個特點：1.病例比較單純，216例

為單種類型發作，僅26例為2種或以上發作；2.用藥種

類比較集中，主要是丙戊酸鈉107例，苯妥英鈉38例，

卡馬西平20例；使用新藥例數較少；3.單藥丙戊酸鈉治

療效果好，比較國外文獻報導療效還優[4]。4.不良反應

發生率低，但卡馬西平的皮疹4例，發生率比較高。綜

合以上各種因素，我們認為，本院242例癲癇就診患者

病情較輕，這可從發作類型、用藥種類及療效反映出

來。其次，從症狀性癲癇的原因中，可復性高、預後好

的例數較多，如腦血管病、腦炎、腦外傷等，而難治性

病變如海馬病變及腦腫瘤等病種較少。另外，也不排除

有些難治性癲癇病者由於各種原因未在本院就醫有關。

在藥物不良反應方面，雖然出現率低，但值得一提的是

卡馬西平的皮疹發生率較高，建議再擴大病例數後進一

步探討。

造成，因此各行高危製造業須要有職安健知識，提高安

全防範意識，配置好防護措施，加強監督，以預防為

主[12,13]。對於意外發生後應及時就診，避免病程延誤增

加感染風險，正確的就地處理也相當重要，避免眼球破

裂後仍然擦眼或加壓包紮造成眼內容的大量脫出，無法

保留眼球。合理判斷病情，採取積極的挽救措施，傷後

注意給予破傷風抗毒素、全身及局部合理使用抗生素、

類固醇及散瞳藥物，盡量為下一步處理提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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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回顧過去10年在本院須住院手術的嚴重眼外傷患者，分析其致傷原

因、臨床特徵及預後情況。  方法 研究對象為2005年1月~2014年7月在本院診治的開放性眼

外傷患者61例（61眼）；嚴重的閉合性眼外傷患者11例（11眼），合共72例（72眼）。主

要觀察指標：患者的基本資料、手術前後最佳矯正視力、致傷原因、受傷類型及部位、預

後情況。  結果 本院每年平均收治嚴重眼外傷患者7例，男女比例9:1，兒童青少年患者有5

例(6.9%)。病因以工業意外傷佔首位(49例68.1%)，其中最多是金屬碎片傷(39例54.2%)。眼

前節Ⅰ區或/和Ⅱ區是主要受傷部位(71例/98.6%)，合併有Ⅲ區受累者術後視力預後差。有4

例開放性眼外傷發生眼內炎，其中3例就診時間超過24小時。術後最佳矯正視力≥0.3的有47例

(65.3%)，而屬1級盲即最佳矯正視力<0.02~NLP者有16例(22.2%)，有9例(12.5%)患者最終眼球

萎縮或裝置義眼。  結論 過去10年本院嚴重眼外傷的主要原因是工業意外傷，以青壯年男性

多見。視力預後與外傷部位有關。就診時間越長，發生眼內炎機會越大。

【關鍵詞】開放性眼外傷；嚴重閉合性眼外傷；回顧性分析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72 cases with severe ocular trauma during past 10 years

 TANG Lai In, LEI Soi Lin, LAI Iat Fan*, CHAN Pan Fai, CAI Sheng Shi 
Ophthalmic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ocular trauma treated with 

surgery in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during past 10 years, analyzing the cause of injury, clinical feature and 
prognosis.  Method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5 to July 2014, 
which includes 72cases (72 eyes), in which 61 cases (61 eyes) were open-globe injury and 11 cases (11 eyes) 
were severe closed-globe injury. The data including patient’s basic profil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cause of injury, type of injury, location of injury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 were 
studied.   Results   Average 7 patients with serious ocular trau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each year, the 
ratio of male vs female was 9:1, 5 cases (6.9%)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patients. the most common reason 
was metal fragment injury(39 cases/54.2%) in industrial accident (49 cases/68.1%). Anterior segment in 
I area and/or II area were the main site of injury (71 cases/98.6%), injury associated with III area patient’s 
had poor visual aquity prognosis.  Endophthalmitis occurred in 4 cases of open-globe injury, including 3 
cases with delay in medical consultation time for more than 24 hours. 47 cases (65.3%) had postoperative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0.3, and 16 cases (22.2%) had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0.02~NLP, in 9 
patients (12.5%)  eyeball atrophy occurred  or prosthetic eye device eventually placed.   Conclusio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severe ocular trauma were mainly due to industrial accident injuries in our hospital, it 
is more common in young men. postoperative visual acuity was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of injury. Delay in 
medical consultation can lead to occurrence of endophthalmitis.

[Key Words]  Open-globe injury; Severe closed-globe injury; Retrospective analysis

十年72例嚴重眼外傷回顧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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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眼外傷是眼科三大單眼致盲疾病之一[1]。由於

近10年澳門的經濟高速發展，建築製造業的項目相應增

加，眼外傷的發生率亦有所上升。為探討在澳門地區發

生的嚴重眼外傷的臨床特徵及其預後情況，本文收集自

2005年1月~2014年7月在本院診治的嚴重眼外傷患者，

對其進行回顧性分析，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的選擇

由於開放性眼外傷必須住院手術，因此資料比較齊

全。而大部份的閉合性眼外傷可經由門急診處理，不須

住院，只有嚴重的閉合性眼

外傷患者須住院手術，所以

嚴重閉合性眼外傷的比例在

所有閉合性眼外傷中只佔少

數，因此本研究只報導有關

近10年在本院診治的嚴重眼

外傷病例。

二、不符合條件者

1. 不須要手術治療的閉合性眼外傷；2.眼附屬器

外傷，包括眼瞼皮膚裂傷、淚道斷裂傷、眼結膜裂傷、

眼眶骨折及視神經挫傷；3.眼表異物傷及淺層傷；4.眼

物理及化學傷。

對條件符合患者按國際眼外傷分類標準進行分

類[2,3]，對患者的一般情況、外傷原因、外傷類型與分

級、外傷部位以及預後情況進行統計分析，並將開放性

眼外傷與嚴重閉合性眼外傷進行比較。

結 果

自2005年1月~2014年7月本院平均每年診治7例嚴

重眼外傷患者。所有患者均為單眼受傷，患者的平均

年齡為40.8嵗，年齡介於30~59嵗的患者共有54例；佔

75.0%，男性患者有64例；佔88.9%，男女之比約9:1。

就診時間≤2小時有54例；佔75.0%，有6例開放性眼外傷

患者就診時間≥24小時，其中3例發生眼內炎。術後平均

隨訪時間10月(1~79月)。

表1.患者年齡分佈

開放性眼外傷 例(%) 嚴重閉合性眼外傷 例(%)

0~19y 3(4.9%) 2(18.2%)

20~29y 8(13.1%) 2(18.2%)

30~39y 16(26.2%) 1(9.1%)

40~49y 17(27.9%) 2(18.2%)

50~59y 15(24.6%) 3(27.3%)

> 60y 2(3.3%) 1(9.1%)

表3.開放性眼外傷類型與初診視力分級

外傷類型 例(%) 初診視力等級 例(%)

A 破裂傷 10(16.4%) A  ≥ 20/40 10(16.4%)

B 穿通傷 37(60.7%) B  20/50~20/100 7(11.5%)

C 球內異物
14(23.0%) 
(前房7玻璃體7)

C  19/100~5/200 7(11.5%)

D  4/200~LP 35(57.4%)

D 貫通傷 0(0%) E  NLP 2(3.3%)

表4.嚴重閉合性眼外傷類型與初診視力分級

外傷類型 例(%) 初診視力等級 例(%)

A 挫傷 9(81.8%) A  ≧20/40 3(27.3%)

B 板層裂傷 2(18.2%) B  20/50~20/100 0(0%)

C 淺層異物 0(0%) C  19/100~5/200 1(9.1%)

D 混合傷 0(0%) D  4/200~LP 7(63.6%)

E  NLP 0(0%)

表5.開放性眼外傷的分區情況 例(%)

Ⅰ區
(角膜)

Ⅱ區
(角鞏膜緣後5mm內)

Ⅲ區
(角鞏膜緣5mm後)

Ⅰ+Ⅱ區 Ⅱ+Ⅲ區 Ⅰ+Ⅱ+Ⅲ區

1(1.6%) 5(8.2%) 1(1.6%) 28(45.9%) 9(14.8%) 17(27.9%)

表2.嚴重眼外傷的病因分類

開放性眼外傷 例(%) 合計 嚴重閉合性眼外傷 例(%) 合計

工業意外
金屬

32(52.5%)
木塊6(9.8%) 玻璃3(4.9%) 41(67.2%)

金屬
(63.6%)

木塊1(9.1%) 8(72.7%)

家居生活意外
跌倒撞傷
8(13.1%)

金屬6(9.8%) 玻璃3(4.9%) 17(27.9%) 爆竹1(9.1%) 鉛筆1(9.1%) 2(18.2%)

斗毆 玻璃2(3.3%) 拳頭1(1.6%) ---- 3(4.9%) 拳頭1(9.1%) ---- 1(9.1%)

圖1.2005年1月~2014年7月本院嚴重眼外傷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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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嚴重閉合性眼外傷的分區情況 例(%)

Ⅰ區(眼球壁) Ⅱ區(前節) Ⅲ區(後節) Ⅰ+Ⅱ區 Ⅱ+Ⅲ區 Ⅰ+Ⅱ+Ⅲ區

2(18.2%) 1(9.1%) 0(0%) 2(18.2%) 2(18.2%) 4(36.4%)

表7.嚴重眼外傷受傷部位

開放性眼外傷 例(%) 嚴重閉合性眼外傷 例(%)

角膜 46(75.4%) 8(72.7%)

角鞏膜緣 17(27.9%) ---

前房積血 23(37.7%) 9(81.8%)

前房異物 7(11.5%) ---

虹膜/瞳孔 39(63.9%) 6(54.5%)

晶狀體 47(77.0%) 8(72.7%)

玻璃體出血 20(32.8%) 5(45.5%)

視網膜/脈絡膜 17(27.9%) 4(36.4%)

玻璃體腔異物 7(11.5%) ---

眼內炎 4(6.6%) ---

表8.嚴重眼外傷手術前後最佳矯正視力比較

開放性眼外傷 例(%) 嚴重閉合性眼外傷 例(%)

術前BCVA 術後BCVA 術前BCVA 術後BCVA

≥0.3 14(23.0%) 41(67.2%) 3(27.3%) 6(54.5%)

≥0.1~<0.3(2級低視力) 5(8.2%) 6(9.8%) 0(0%) 2(18.2%)

≥0.05~<0.1(1級低視力) 4(6.6%) 1(1.6%) 1(9.1%) 0(0%)

≥0.02~<0.05(2級盲) 2(3.3%) 0(0%) 0(0%) 0(0%)

<0.02~NLP(1級盲) 36(59.0%) 13(21.3%) 7(63.6%) 3(27.3%)

P 0.000a

99%CI (0.000~0.000)a

 a
 (Chi-square tests, Monte Carlo) 所有患者手術前後視力比較

表9.嚴重眼外傷的預後

開放性眼外傷 例(%) 嚴重閉合性眼外傷 例(%)

須進行Ⅱ期手術 19(31.1%) 3(27.3%)

Ⅱ期手術時間 4d~1y(平均3m) 2w~4m(平均2m)

眼球萎縮/義眼 7(11.5%) 2(18.2%)

繼發性青光眼 4(6.6%) 4(36.4%)

交感性眼炎 0(0%) ---

討 論

隨着近10年澳門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工業意

外、車禍以及斗毆等事故逐年增加，每年眼外傷亦保持

一定的發生率。尤其是開放性眼外傷已成為眼科三大單

眼致盲疾病之一[1]，其致傷原因錯綜複雜，加上傷口暴

露，增加感染機會；而嚴重的閉合性眼外傷亦可因劇烈

的外力導致眼球內的結構粉碎性破壞，因此嚴重眼外傷

的預後難以評估。其危害性除了帶來患者的外觀及心理

影響，也造成患者及其家庭以至社會重大的經濟損失。

據美國防盲協會統計，美國1995年因外傷共導致14萬隻

無功能眼，造成經濟損失達39.2億美元[3]。因此合理而

正確的眼外傷處理至關重要，避免錯誤的判斷及治療導

致患者的二次傷害，盡量改善患者傷後的生活質量。

一、眼外傷的分類

根據伯明翰眼外傷命名(BETT)的基礎，在外傷後

最初檢查製定了眼外傷的分類系統─國際眼外傷分類

標準將眼機械性外傷分為開放性及閉合性兩類。前者包

括破裂傷、穿通傷、球內異物及貫通傷；後者包括挫

傷、板層裂傷、淺層異物及混合傷[2,3]。

根據外傷的位置分區:

1.開放性眼外傷：Ⅰ區為局限於角膜和角鞏膜

緣；Ⅱ區為角鞏膜緣後5mm範圍內(未進入視網膜)；Ⅲ

區為角鞏膜緣5mm後的全層傷口。任何區域的開放性眼

外傷均可導致嚴重的視力受損，Ⅰ區(角膜)可致傷後出

現不規則散光而難以矯正視力，而Ⅲ區由於累及視網膜

則視力預後更差。

2.閉合性眼外傷：Ⅰ區外表（局限於球結膜、鞏

膜、角膜）；Ⅱ區前節（包括前節結構以及睫狀體平坦

部）；Ⅲ區後節（全部晶狀體後囊以後的後部眼內結

構），嚴重的閉合性眼外傷的受傷區域較多集中在Ⅱ區

及Ⅲ區，外傷累及房角－小樑網可導致繼發性青光眼，

而累及晶狀體、視網膜或視神經可導致相應的病變。因

此嚴重的閉合性眼外傷致視力受損亦不容忽視。

二.嚴重眼外傷臨床分析

本研究患者多數是青壯年男性，男女比例9:1。這

主要與中青年男性從事體力勞動及社會高危作業的比例

較多有關。與美國眼外傷登記處（USEIR）結果一致，

其報導眼外傷平均年齡為33歲，男性居多。

1.就診時間分析

由於澳門地域小，54例(75.0%)患者就診時間≤2小

時，患者可及時來院醫治，從而避免病情延誤，66例

(91.7%)患者在傷後24小時內進行手術處理，術中及術

後全面的抗感染治療，有效減少感染率。所有開放性眼

外傷患者中有4例(6.6%)發生眼內炎，其中3例就診時間

超過24小時。文獻報導開放性眼外傷後眼內炎的發生率

約5%~14%，而美國眼外傷登記處(USEIR)眼內炎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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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2.6%。實驗室檢查未能及時報告結果或可能出現陰

性結果，可根據國內外病原學調查，以革蘭氏陽性球菌

（如鏈球菌和葡萄球菌）佔首位，革蘭氏陰性桿菌的發

生率也較高，因此術後應選用廣譜抗生素預防眼內炎發

生，選擇的藥物要能有效滲透至眼內並且較低的眼內毒

性，首選藥物有萬古霉素或頭孢他啶[4,5]。 

2. 病因分析

工業意外傷佔首位，其中最多的是由金屬碎片致

傷，最常見的致傷原因是用鎚打鐵、砂輪飛脫、電鑽頭斷

裂及鐵枝插傷等原因。其次是家居生活意外傷，最常見的

是被撞傷，包括面向地跌倒時眼睛撞到硬物及ECCE術後多

年被撞傷致原角膜緣傷口破裂，而金屬致家居意外傷中，

致傷原因有手拉車彈弓鈎飛脫、刨刀、釣魚魚鈎等。而斗

毆的致傷原因主要是玻璃樽碎片及拳頭傷。值得注意的是

資料中未有由車禍引起的開放性眼外傷，可能由於車輛玻

璃主要是採用鋼化玻璃，破裂時分散成帶鈍邊的小碎塊，

對乘客不易造成嚴重傷害。開放性眼外傷中最常見的類型

是由銳器引起的眼球穿通傷，而閉合性眼外傷中最常見的

類型是由外力動能傳遞引起的挫傷[6]。

3.患者的初診視力及受傷部位分析

多數患者初診檢查時的視力介於D級4/200~LP，有

42例(58.3%)。單一區域受傷佔少數，大部份患者都是

混合區域的受傷，其中Ⅱ區最容易受累，這是由於Ⅱ

區位於眼球中部，其空間前後徑約6~7mm，但組織結構

集中，包括虹膜、房角及晶狀體，容易引起虹膜根部

離斷、房角後退、瞳孔變形、晶狀體脫位及外傷性白內

障，且由於組織血管豐富，易於形成前房出血。其次是

Ⅰ區即角膜受傷，這是由於Ⅰ區及Ⅱ區暴露在眼眶以外

的最前方而容易受傷。Ⅲ區受傷包括玻璃體出血、後鞏

膜、脈絡膜及視網膜，合併有Ⅲ區受傷患者術後視力預

後差。在表-7中可見，嚴重的閉合性眼外傷較開放性眼

外傷更易發生玻璃體出血(45.5%vs32.8%)及脈絡膜與視

網膜受損(36.4%vs27.9%)。考慮閉合性眼外傷主要由鈍

挫傷所致，由於眼球壁有一定彈性，外力的動能可向後

傳遞至受力點的對側，容易使房角、晶狀體或視網膜等

眼內組織受破壞，這種鈍傷有時較利器切割傷更嚴重，

甚至可致眼眶骨壁骨折或視神經挫傷，因此嚴重的閉合

性眼外傷亦可致盲。文獻報導開放性眼外傷中球內異物

的發生率約18%~41%，USEIR報導16%。本研究球內異物

的發生率為14例(23.0%)。大多數學者認為應盡早手術

取出異物，因為早期手術可降低11%PVR的發生率，且減

少眼內炎的發生[7]。術前的影像學檢查十分重要，避免

異物殘留造成患者的二次傷害。

4. 嚴重眼外傷的預後

根據視力傷殘鑑定標準以最佳矯正視力0.3作為預

後評判，患者術後最佳矯正視力≥0.3較術前的比例有顯

著增加，P=0.000。本研究患者術後視力殘疾率為(25例

34.7%)。在屬1級盲的患者中有15例(93.8%)的受傷區域

累及Ⅲ區，因為Ⅲ區涉及視網膜組織，所以視力預後相

對較差。所有患者中有9例(12.5%)最終眼球萎縮或裝置

義眼。嚴重閉合性眼外傷較開放性眼外傷的致盲率更高

(27.3% vs 21.3%)（表8）。所有患者中有8例(11.1%)發

生繼發性青光眼，其中3例須要行抗青光眼手術，另外5

例用抗青光眼藥物控製。嚴重的閉合性眼外傷較開放性

眼外傷更易傷及虹膜與房角，更易出現前房出血(81.8% 

vs 37.7%)及繼發性青光眼(36.4% vs 6.6%)。文獻報導開

放性眼外傷後發生交感性眼炎的發病率約2‰，在本研究

中所有開放性眼外傷患者暫時無1例發生交感性眼炎，

平均隨訪時間為10月(1~79月)[8,9]。

5.手術情況

所有患者均須進行手術治療，52例(72.2%)在局部

麻醉下完成手術，20例(27.8%)則須行全麻手術。究竟

採用哪種麻醉方式需要根據當時患者的情緒，判斷傷

勢，如果患者耐受性良好，傷勢只局限於眼前節範圍，

可採取局部麻醉，因為採取局部麻醉可盡早進行手術，

避免眼內容大量脫出。兒童及傷口累及Ⅲ區者則應採用

全麻方式，避免患者在術中不配合以致手術困難。所有

患者中有22例(30.6%)須要進行Ⅱ期手術，Ⅱ期手術的

平均時間為2~3月。

6. 兒童青少年嚴重眼外傷情況

本研究0~19歲的兒童青少年患者有5例；佔6.9%，

其中主要原因是玩弄銳器不慎致傷，包括刀片、玻璃、

鉛筆，另1例因爆竹爆破傷造成。兒童青少年喜愛玩弄

新鮮事物，自我防範意識差，容易攘成意外。由於兒童

眼球及眼眶發育正值成長期，外傷後眼球的炎症反應相

當活躍，加上不配合術後的檢查及治療，預後可能較成

人的差。而外觀的變化以及周圍同學之間的不理解可能

影響成長後的心理狀態。因此學校及家長的家居安全意

識宣教十分重要[10,11]。

三、小結

嚴重眼外傷的受傷原因多樣，大多數是工業意外

（下轉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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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總結細菌性肝膿腫臨床特點及治療。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11年1

月~2014年4月本院收治34例細菌性肝膿腫患者的臨床表現、實驗室、影像學、檢查資料以

及治療方法。  結果 34例患者均治癒，無死亡病例，住院7~50天，平均住院時間20.76天。

94%患者有發熱，58%病人出現腹部症狀；實驗室檢查85%患者出現白細胞升高，94%中性粒細

胞左移，近100%C反應蛋白異常；影像超聲波診斷率93%，腹部CT診斷率達到97.0%；致病菌

培養結果中：80.76%為肺炎克雷佰氏桿菌，19.23%大腸桿菌；28（82%）例患者成功進行影

像學引導經皮膚介入肝穿刺置管引流術，僅1例需外科手術引流治療。  結論 細菌性肝膿腫

與糖尿病有關，肺炎克雷佰氏桿菌主要常見病原菌，有效抗生素應用和影像學引導經皮膚肝

介入穿刺置管引流術主要治療方法。

【關鍵詞】肝膿腫；C反應蛋白；肺炎克雷佰氏桿菌；微創介入穿刺置管引流術

Clinical analysis of 34 cases with pyogenic liver abscess

SONG Wai*, WONG Peng Hong,  ZHEONG Chong PAK 
Department of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of pyogenic hepatic absces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4 patients with pyogenic hepatic absces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April 2014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cured without mortality ,  
and the hospital stay was 7-50 days. 94% the patient had fever, the serum C-reaction protein was elevated 
in all patient. The diagnostic rate of hepatic abscess was by ultrasonography computed tomography (CT) 
were 93.0% and 97.0% respectively. The causative organisms were Klebsiella penumoniae 80.76%  and 
Escherichia coli 19.23% . 28 (82%) patients were treated successfully by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catheter drainage under CT or ultrasound guidance. Only one case required surgical drainage.   Conclusion  
Pyogenic hepatic abscess is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mellitus, Klebsiella penumoniae was the main common 
pathogen. The main treatment of pyogenic hepatic abscess involves administration of effective intravenous 
antibiotics and percutaneous liver imaging guided interventional catheterization drainage.

[Key Words]  Hepatic abscess; Serum C-reaction protein ; Klebsiella penumoniae; Minimally invasive 
radiology drainag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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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膿瘍是指細菌或其他微生物，藉由各種感染途

徑侵入肝臟，引發局部組織壞死及溶解等炎症反應，而

形成膿性腔洞稱之，並被Hippocrates(cirac400 B.C）

報導認識[1]。肝膿腫大約發病率為每100 000住院病人

2~45例[2]。隨着醫療技術的發展，肝膿腫的診斷和治療

水平已有較大提高，併發症和病死率明顯下降。現在我

對本院2011年~2014年以來34例肝膿腫患者診斷，治療

進行回顧性分析，進一步加深對肝膿腫的診療認識。

資料與方法

收集2011年1月~2014年4月本院住院患者中的細菌

性肝膿腫資料34例，針對綜合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情

況和影像學檢查，病原學檢查，過去病史，治療方法及

追蹤隨診觀察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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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一般資料

本組34例病人中男19例，女15例；年齡27~95歲，

中位年齡是64歲，合併有糖尿病18例(52.9%)，高血

壓14例(41.2%)，心臟疾患4例(11.76%)，肝膽道系統

疾患12例(35.29%)。臨床表現畏寒發熱(>37.5℃)32例

(94%)，心動過速（>100次/分）18例(52.9%)，低血壓

14例(41.2%)，腹痛20例(58%)。

二、影像學資料

B超和腹部CT用於影像學診斷，其中B超準確率為

93%，腹部CT準確率為97.1%，其中1例後來診斷為腸轉

移癌。膿腫最大93mm×92mm，最小38mm×38mm。

三、實驗室檢查情況

29例(85%)白細胞升高(>10.0×109/L)，32例(94%)

中性粒細胞左移；96%C反應蛋白升高；100%血清白蛋白

下降；70%穀草轉氨酶，70%谷丙轉氨酶異常；27例血糖

異常。

四、病原學檢測

對血液和膿液進行致病菌培養中，有8例(23.5%)

血培養及膿液培養均為陰性；有26(76.5%)例培養找

到病原菌，其中21(72.41%)例取膿液培養為陽性；

12/32(37.5%)例血培養為陽性；7例血培養及膿液培養

同為陽性。病原菌中21（80.8%)例肺炎克雷佰氏桿菌，

5例(19.2%)例大腸桿菌，1例(3.9%)是中間鏈球。肺炎

克雷佰氏桿菌藥敏為三代頭孢菌素，氟喹诺酮類，碳氢

霉烯酶，氨基糖苷類。

五、治療方法

保證营養摄入，注意全面平衡；嚴密控製並监测

血糖水平；纠正水、電解質及酸碱平衡紊乱，緯持内

環境稳定；抗生素治療：其中5例病人單純用抗生素治

療，28例病人抗生素联合B超或CT引導經皮肝穿刺置管

引流，1例因膿腫部位穿刺困難而單純用抗生素治療

欠佳需外科手術切開引流。入院後先用靜脈用抗生素

（7~41天），平均16.88天，再用口服抗生素（7~150

天），平均26.09天。

六、併發症及預後

11例病人需住深切治療室（2~12天），其中4例因

呼吸衰竭需插管治療。34例病人均治癒出院，沒有住院

死亡，平均住院20.76天（7~50天）。出院門診隨診平均

8週（0~24週），B超影像學定期觀察肝膿腫恢復情況。

討 論

細菌性肝脓腫臨床發病沒有特異性，毕文俊等[3]報

導其臨床表現多见為畏寒、發熱、右上腹痛、腹胀、納

差等消化系症狀，其中以畏寒發熱最為多见，我们的統

計發現34例中以畏寒、發熱為主要症狀32例(94.0%)，

右上腹痛20例(58.0%)，與此十分符合，故臨床上對不

明原因的發熱患者需警惕此病。随着現代影像學的發

展，對細菌性肝脓腫診斷越來越精準，本組統計B超準

確率為93%，腹部CT準確率為97.05%，再結合影像學引

導介入穿刺病理檢查可明確診斷。我們建議所有穿刺都

應取組織送病理檢查，以排除腫瘤合併感染可能性。實

驗室檢查也主要表現感染指標異常包括白細胞升高，中

性粒細胞左移，C反應蛋白明顯升高，本組白細胞升高

29例(85%)，中性粒細胞左移或出現晚幼狀粒細胞32例

(94%)，C反應蛋白明顯升高(96%)，這些感染指標定期

檢測可作為調節抗生素使用和疾病轉歸參考依據。其次

大部份患者有肝功能異常和白蛋白下降。

既往肝脓腫多继發於腹腔感染、膽道疾病等，但

近年由於醫療条件的極大改善以及抗生素廣泛應用，上

述疾病引起的肝脓腫明顯减少，而糖尿病併發肝脓腫的

發生率有明顯上升趋势，。糖尿病患者由於蛋白質合成

能力减弱，分解代谢加速，氮负平衡，細胞免疫和體液

免疫功能下降；長期高血糖可抑製白細胞趋化和吞噬能

力；單核巨噬細胞及調理素活性下降，抗體生成减少， 

且高血糖狀态有利於細菌的生長繁殖，細菌易經血液循

環或膽道進入肝臟引起肝脓腫。目前糖尿病患者已成為

細菌性肝脓腫的高發人群[4-6]。我们的研究發現34例患

者中，18例糖尿病，高血糖是肝脓腫的重要發病因素。

因此，臨床上對於糖尿病患者出現反覆的畏寒發熱、右

上腹痛等消化系症狀時，應盡快予以影像學檢查排除肝

脓腫的存在；對於既往無糖尿病病史的肝脓腫患者入院

後的應加強血糖监测，以便及早發現高血糖並採取相應

的治療，以免延誤病情，影響感染的控製。

近年研究發現，肺炎克雷伯菌已經取代了大肠埃希

菌成為細菌性肝脓腫的致病菌中的第一位，是細菌性肝

脓腫最常见的致病菌[7-11]。本組研究結果同樣顯示從膿

液或血液培養結果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佔80.2%。其次

是大肠埃希菌19.2%。但要注意膿液培養陽性率(72.2%)

較血液培養陽性率(37.5%)高。肺炎克雷伯菌藥敏對大多

數三代頭孢菌素，氟喹诺酮類，碳氢霉烯酶和氨基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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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等均敏感。但對膿液和血液培養(23.5%)均陰性患者，

我們採取經驗性抗生素用藥也取得良好療效。

細菌性肝膿腫的死亡率由1980年前報導近50%[12]，

隨着有效抗生素應用1980年代報導死亡率下降至

13%~18%[13,14]，現代影像學（包括B超和CT）進一步廣泛

臨床應用，到1990年代死亡率4%~10%[11,15,16]。細菌性肝

脓腫現在基本採取抗生素联合脓腫引流治療方法。當細

菌性肝脓腫診斷明確後，合理抗生素應用非常必要，通

常我們開始應用廣譜抗生素，當病原菌培養及藥敏報告

結果出來後，適當調整改為針對窄譜抗生素。靜脈用抗

生素大約平均2~4週，再根據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及

影像學結果基本正常，改為口服抗生素2~4週。影像學

上膿腫影像消失時間相比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查結果正

常要晚好多。

影像學（B超和CT）引導介入穿刺抽膿或置管引流細

菌性肝脓腫主要的保守治療手段，它具有手術風險小，

成功率高，操作简便、經济、併發症少、恢復快等特

點。本組病例中28例患者成功應用影像學引導穿刺介入

治療，佔總例數82%，基本代替外科手術治療。但對於膿

腫較小(<3cm)，膿腫部位欠佳穿刺風險大，可先給予單

純抗生素治療，如效果不佳，仍需行外科手術引流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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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評價長脈寬1064nm激光治療甲真菌病的療效。  方法 對2013年10

月~2014年5月就診本院門診確診為甲真菌病的27名患者，共54隻病甲進行長脈寬1064nm激光

治療，通過新甲生長情況、病甲外觀變化、真菌學改變、患者對治療的耐受性等方面評價其

療效。  結果 臨床有效率為57.4%，治療後混濁度評分下降，直接鏡檢全部轉為陰性，患者

對治療很好耐受。  結論  長脈寬1064nm激光治療甲真菌病是一種安全有效的方法。

【關鍵詞】激光；甲真菌病

The study of long pulsed Nd: YAG laser in the treatment of onychomycosis

IEONG Seng Hin, CHAN Pou San, LEONG Nga Cheng, ZENG Han Xiang, YE Zhang Zhang,  WONG Hoi Sh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long pulsed Nd:YAG laser in the treatment of 

onychomycosis.  Methods   Twenty-seven outpatient department patients with 54 nails affected from 
October 2013 to March 2014 treated with long pulsed Nd:YAG laser light were studied. Clinical and 
mycolog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t completion of 12 weeks treatment.   Results  Treatments were well 
tolerated by all subjects without any adverse events. The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was 57.4%. Turbidity score 
of the infected area decreased over 25% , the direct microscopy was negative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Long pulsed Nd:YAG laser in the treatment of onychomycosis is safe and effective.

[Key Words]  Laser; Onychomycosis

長脈寬1064nm激光治療甲真菌病的臨床應用

楊聲顯 陳寶珊 梁雅晶 葉張章 曾翰翔 吳俊傑 黃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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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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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真菌全球發病率為2%~26.5%[1]，我國為20%[2]，

並有逐年升高趨勢。澳門獨特的潮濕氣候及地理環

境，構成了本地區甲真菌病發病的重要因素，本科一

項500例對本澳65歲以上老年人甲真菌病的橫斷面調

查中甲真菌病的患病率為22.2%。目前甲真菌病的主要

治療方法包括外塗藥物、口服藥物、激光治療及外科

拔甲治療等，但外塗藥物的有效率較低（其有效率為

5.5%~8.5%[3]），口服藥物及外科拔甲治療均潛在治療

風險，本文主要從外觀、真菌學改變等方面評價長脈寬

1064nm對甲真菌病的治療作用。

資料與方法

2013年10月~2014年6月間就診本院皮膚科門診，

經確診為甲真菌病之患者。

所有患者治療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準：

1.6月內曾口服抗真菌藥及1月內曾外塗抗真菌藥

者；

2.治療次數少於7次、療程少於3月者及治療中換

用或合用其他方法治療者；

3.妊娠及明顯光敏患者

4.長期服用免疫抑製劑及激素者

一、方法

對每位入組患者的病甲進行長脈寬1064nm激光治療，

共行6次治療，療程共3個月，每次治療前均進行病甲拍照

及測量，第一次治療前進行真菌直接鏡檢、培養；最後一

次治療後2週對病甲拍照及複查真菌直接鏡檢。

甲真菌病的診斷標準[4]：有典型臨床症狀和真菌直

接鏡檢陽性診斷為甲真菌病。

1.拍照及測量

在光管照明下、採用相機為Canon G12直接對病甲

水平面進行圖象攝取，分別對病甲進行臨床分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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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表淺型(SWO)、遠端側位甲下型(DLSO)、近端甲下

型(PSO)、全甲毀損型(TDO)。另對病甲外觀直接觀察，

並測量全甲長度、正常甲長度、病甲長度、病甲厚度、

病甲所佔比例，並計算混濁度評分[3]、混濁度改善率[3]

及甲真菌病臨床評分指數[5](scoring clinical index 

of onychomycosis，SCIO)評分。

（1）混濁度評分：

混濁度評分將作為評價療效的指標，其計算方法

如下：

X:正常甲長度（指甲最近端或最遠端至開始出現混濁間的長度）

Y:全甲長度

（2）混濁度改善率：

X1:首次治療前的混濁度

X2:末次治療後2週的混濁度

甲板表面變白、甲下角積聚積、甲板不平整、卷

曲變型甚至缺損破壞均定義為混濁。

混濁度改善率<25%定義為臨床無效或效果不佳，

25%~49%分為好轉，50%~90%為顯效，>90%且真菌鏡檢陰

性為痊癒；好轉、顯效及痊癒均定義為有效。並統計各

分型中的臨床有效例數，定義為臨床有效率。

（3）SCIO評分計算方法：

為評價病甲嚴重程度及指導治療之指標，根據臨

床分型、受累深度、甲下角化過渡、甲下角化過渡、病

甲位置等計算。本研究中病甲的SCIO值由網路計算器求

得，網址為http://www.onychoindex.com。

2.直接鏡檢及培養

75%酒精消毒病甲後，以病變最嚴重、混濁最明顯

的病甲為靶甲採集甲屑共兩份。一份置於玻片上，加1

滴10%KOH蓋上蓋玻片，微加熱後放於顯微鏡下觀察。另

一份以多點接種於含氯黴素和慶大黴素的沙保氏培養基

中進行真菌培養，以平皿多點培養法對致病菌進行鑒

定，如培養皿中有3個或3個以上同一種病菌生長即鑒定

為致病菌。

3.激光治療方案

儀器：採用CoolTouch VARIATM 治療機，其系統包

括激光發射器、手矩及足控開關。所發射的治療激光為

Nd:YAG 1064nm波段的中紅外激光。

治療參數：設置能量10~12J/cm2，脈寬600ms，光

斑10mm，最高溫度40~42攝氏度，以手矩在病甲表面逐

點移動的方法進行治療，當甲表面溫度達設定溫度時，

激光停止發射，每個光斑互相重疊區域若2mm左右，治

療當中以冷凍劑對病甲表面降溫以增加其耐受性，當超

過設定溫度上限時發射，其作用為降低表皮溫度及舒緩

疼痛。每隻病甲重複治療4~5次，平均2~3分鐘，進行一

個為期三個月共6次的治療。

4.患者耐受度評分

以疼痛程度最大為10分計，請患者對治療當中引

起的疼痛作出評分。

5.統計學方法：

用SPSS20.0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採用T檢驗，

卡方檢驗，行×列表卡方檢驗等。

結 果

一、一般資料

共治療患者27人，年齡中位數為48歲，男女比例

為1:3.8，無一人因疼痛中止治療，其中共54隻病甲，

其中踇趾/指共38隻(佔70.4%)、其餘4隻趾/指共16隻佔

20.6%。表淺型、遠端型及遠端側位型、近端甲下型、

全甲毀損型，分別佔29.6%、57.4%、1.9%及11.1%，

治療前病甲S C I O評分平均為10.9分，混濁度評分為

7.4±2.2，治療後混濁度評分4.8±2.7，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P<0.001）。臨床有效率為57.4%，表淺型、遠端側

位甲下型、近端甲下型、全甲毀損型的臨床有效率分別

為68.75%、35.5%、7.8%、16.7%，混濁度改善率分別為

37.5%、32%、25%、29%。以發病部位與臨床有效情況行

卡方檢驗未提示明顯差異；以病甲分型及臨床有效病例

行卡方檢驗，提示白色表淺型病甲臨床有效例數最多，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x2=10.732，d f=3，p<0.05）。

治療中曾出現病甲部份脫落2例，均為白色淺表型。

患者對治療疼痛評分中位數為3分。治療中出現兩例

病甲治療後混濁度改善率為負值的情況，分別為-63%

及-19.9%，分別為遠端側位甲下型、白色淺表型，比較

兩例治療前後的混濁度評分，差異無明顯統計學意義。

（圖見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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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療效（基礎數據比較）

N=54 年齡 甲下厚度>1mm SCIO值 混濁度評分

臨床有效 57.4% 48 38.7% 10 8.3

臨床無效 42.6% 45 58.3% 14 7.2

二、實驗室資料

病甲治療前行真菌直接鏡檢提示均為陽性，真菌

培養陽性率為50%，菌種分類為須毛癬菌佔42.5%、紅色

毛癬菌佔40.7%、白色念珠菌11.2%、黑霉菌5.6%，經激

光治療後行真菌鏡檢顯示全部轉陰。

討 論

長脈寬1064nm激光治療甲真菌病的作用也是基於選擇

性光熱原理，真菌細胞壁中的色基吸收了激光後，可轉變

為生物份子的振動能和轉動能，使局部組織溫度升高，繼

之熱誘導細胞凋亡；高溫是一種典型的環境應激，眾多研

究[6]表明真菌經激光照射並累積一定的能量後出現細胞凋

亡甚至細胞壞死，其主要原因與熱力導致蛋白變性和啟動

了氧化應激反應。同時真菌細胞中氧自由基增多、熱休克

蛋白的形成亦有關係。本次研究應用的激光治療機在治療

達到甲板表面溫度上限時有冷凍劑噴出以降低表皮溫度，

除達到保護作用外，可累積照射能量而選擇性地造成甲下

溫度持續升高，以達到治療目的。

本次研究中，治療前SCIO評分中位數為13分，提示

治療前病甲嚴重程度處於中位水平，研究具代表性，臨

床有效率為57.4%，且以白色表淺型最高，為68.75%。

考慮與病變為早期且甲下增厚程度相對較輕（甲下厚

度<1mm佔75%）有關，病甲厚度可影響激光穿透性[7]。由

於本次研究隨訪時間尚較短（8週），而趾甲生長速度

較慢，其遠期效果仍需進一步觀察。在一項隨機對照研

究中提示在輕中度病變中藥物與激光治療效果無明顯差

異[8]，本研究顯示單純激光治療有效率達57.4%，提示激

光治療成為甲真菌病治療的一種新選擇。

各型混濁度評分改善率均在25%以上，最高為白色

表淺型，為37.5%；而SWO及TDO則相對較差，與其型別

病變程度較重有關。指/趾甲外觀上的改善主要以病甲

部份脫落、甲板變平整及混濁消退為主。

所有病甲經治療後真菌鏡檢均為陰性，本次研究

培養結果以毛癬菌屬為主，其中以紅色毛癬菌、須癬

毛癬菌佔最多，與內地沿海地區[9]及本科一項500例本

澳65歲老年人甲真菌病的流行病學調查中病原體結果

一致。一項體外實驗證實Nd:YAG 1064nm激光作用於紅

色毛癬菌、須癬毛癬菌、白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及

曲霉菌在累積能量大於3200J/cm2時均有抑菌及殺菌作

用[10]，另有研究顯示Nd:YAG 1064nm激光對紅色毛癬菌

治療效果較好[11]，提示長脈寬1064nm激光的治療作用

對本澳甲真菌病患者群體有針對性。

本次研究中治療上未出現明顯不良反應，疼痛評

分較低，疼痛可耐受。

臨床無效病甲23例，與臨床有效病甲比較年齡、

病甲混濁程度等無明顯差異，其S C I O評分值中位數

14，大於臨床有效病甲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考慮無

效病例臨床療效差與甲下厚度較厚有關，此亦為無效

例數中SC I O值較高的主要因素。2例患者在治療過程

中，於治療2月後（第5次治療開始時）出現病甲範圍

較前稍擴大，可能新甲生長速度較慢或出現新的真菌

感染有關，激光治療長期療效、復發率的統計仍需時

間進一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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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嚴重產後出血致子宮切除的病因及危險因素，掌握圍產期子宮

切除的手術指徵、手術時機及手術方法，可減少孕產婦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方法 收

集2004年6月~2014年5月本院10年內因產後出血致子宮切除的病例作出回顧性分析。  結

果 本院10年內分娩總人數25459人，產後出血（按胎兒娩出後24小時內出血量＞500mL為標

準）1186例，發生率4.66%。其中產後出血性子宮切除共12例，發生率為4.7萬分之1。病因

依次為：產後宮縮乏力5例（佔41.67%）、前置胎盤3例（佔25.00%）、羊水栓塞2例（佔

16.67%）、子宮破裂1例（佔8.33%）、胎盤植入1例（佔8.33%）。12例患者中行子宮次全切

除術10例，子宮全切除術2例，均治癒出院。  結論 產後出血性子宮切除病因主要為產後宮

縮乏力及前置胎盤，需時刻警惕及預防。由於產後出血的預後因失血量，失血速度及產婦體

質不同而有所差異，雖然子宮切除代表永久喪失生殖能力，但卻被認為是嚴重產後出血經保

守治療無效時一個金標準和挽救生命的有效方法。

【關鍵詞】產後出血；圍產期子宮切除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severe postpartum hemorrhage hysterectomy

KU Sio Kuan,  HE Jian Jing*,  WONG Sok Ki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tiology and risk factors of severe postpartum hemorrhage 

hysterectomy; explore it’s indication, timing and methods of surgery to reduce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hysterectomy cases from June 2004 to May 
2014 in our hospital.   Results   25459 patients had given birth in past decade in our hospital. 1186 case had 
postpartum hemorrhage(4.66%),in which 12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peripartum hysterectomy (1/47000).
The main reasons includes weakness of the uterine contractions in 5 cases (41.67%), placenta previa in 
3cases (25.00%), amniotic fluid embolism in 2 cases (16.67%), uterine rupture in 1 case (8.33%) and 1 
caseof placenta increta (8.33%). All of them were cured and discharged.  Conclusion   The main causes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hysterectomy were weak uterine contraction and placenta previa. Although 
hysterectomy on behalf of the permanent loss of reproductive capacity, it is still considered the most effective 
and standard method for severe postpartum hemorrhage treatment.

[Key Words]  Postpartum hemorrhage; Peripartum hysterectomy

產後出血性子宮切除的回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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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出血是產婦分娩期的嚴重併發症之一，其發

生率因各國有着不同標準故較難統計，粗略計算約達

4%-6%[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有四分之一產婦

死亡是由產後出血造成[2]，一旦發生應採取一系列積極

有效的措施。對於難以控制的產後出血應適時行子宮切

除，否則可能危及產婦生命。現將本院近10年12例嚴重

產後出血致子宮切除病例作回顧性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病例資料

分析2004年6月~2014年5月本院分娩總人數為25459

例。其中陰道自然分娩14353例，陰道助產分娩425例，

剖宮產分娩10681例，產後出血（按胎兒娩出後24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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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量＞500mL為標準）1186例，發生率4.66%。其中產

後出血性子宮切除共12例，發生率為4.7萬分之1。孕婦

年齡介乎28~40歲，妊娠次數1~4次。

1.病因：產後宮縮乏力5例（佔41.67%）、前置胎

盤3例（佔25.00%）、羊水栓塞2例（佔16.67%）、子宮

破裂1例（佔8.33%）、胎盤植入1例（佔8.33%），其中

陰道分娩2例，剖宮產10例。初產婦4例，經產婦8例。

2.產後出血情況：患者均出現失血性休克表現，產

後出血量1600-8200mL。

二、治療方法

止血是搶救出血性休克的關鍵。產後出血即時止血

處理有：按摩子宮、應用宮縮劑、清除胎盤組織、填塞

宮腔、水囊壓迫、子宮縫紮止血、結紮子宮血管以及子

宮血管栓塞介入治療等。

結 果

大部份患者經上述止血處理，效果良好，但仍有12

例患者經保守治療無效，決定採取子宮次全切除術或子

宮全切除術。12例患者中行子宮次全切除術10例，子宮

全切除術2例，均治癒出院。

討 論

一、病因及危險因素

分娩後子宮出血主要由兩個轉機控制：子宮肌層

收縮和子宮蛻膜的止血因子。子宮肌層收縮異常臨床表

現為宮縮乏力，造成宮縮乏力的危險因子有：羊水過

多、巨大兒、多胎妊娠、妊娠合併子宮肌瘤、長期使用

催產素或子宮鬆弛劑、絨毛膜羊膜炎、子癇前期、前置

胎盤或胎盤植入、子宮內翻，也可以沒有任何危險因素

下發生。而子宮蛻膜的止血因子異常則常發生於前置胎

盤、胎盤植入、胎盤早剝、子宮卒中、血少板減少症及

凝血因子缺乏症[3]。本院12例嚴重產後出血所致子宮切

除病例中，初產婦首位病因為宮縮乏力，而經產婦則為

前置胎盤。

二、手術指徵

產後出血的預後因失血量，失血速度及產婦體質

不同而有所差異。若短時間內大量出血可迅速出現失血

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雖然生育期婦女

子宮具有內分泌及免疫功能，切除子宮代表永遠喪失生

殖能力，並可導致一系列生理及心理的變化，影響生

活質量，但子宮切除術仍被認為是產後嚴重出血經保

守治療無效時一個金標準和挽救生命的有效方法[4]。因

此嚴格掌握手術指徵，在全面考慮病人情況，出血原因

及當時技術條件的情況下需及早準確地做出決定，適時

實施手術，挽救患者生命。巳有循證醫學的證據顯示

早切除子宮比晚切除子宮好[5]。本院12例患者產後出血

均＞1500mL，伴有明顯出血性休克，經及時施行手術，

治癒出院。

三、手術方法及注意事項

選擇子宮切除的方式很重要。子宮次全切除術和

子宮全切除術哪一種較優？2000年SOGC推薦：子宮次全

切除術手術時間短，出血少，周圍組織誤傷機會少，術

後恢復快，並且能保留子宮頸，因此在緊急情況而病變

局限於宮體時可首先考慮。但必須注意某些病例子宮次

全切除術後有較高的再次手術率及圍手術期死亡率[6]。

對於前置胎盤或胎盤植入所致嚴重產後出血者，建議行

子宮全切除術，因有不少患者經術後病理證實前置胎盤

病灶常累及宮頸[7]。

產科子宮切除的手術難度大，因組織水腫，質地

脆，解剖不清，容易損傷周圍器官，併發徵較非孕期明

顯多，同時均伴有不同程度的出血性休克，故此搶救時

一定要確保大靜脈通路，補充足夠的血製品，採用合適

的痳醉方式和器械以及有經驗醫生主持，並且需要注意

陰道及宮頸消毒和術中術後抗生素的使用。

四、預防

重視婦女保健，避免多次人工流產及刮宮，減少

子宮內膜損傷和宮內感染，從以減少前置胎盤和胎盤植

入的發生；做好產前檢查，及時發現高危患者。對前置

胎盤患者術前應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設計手術入路，

選取避開胎盤的子宮切口減少術中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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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經皮椎體成形術治療胸腰椎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骨折的近期臨床

療效。  方法 選擇本院2010年1月~2013年6月在本院治療的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性骨折患者

29例，行經皮穿刺椎體成形術治療後用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isua lanalog scale,VAS)和活

動能力評分(locomotor activity scale,LAS)對手術近期療效進行評估及了解其併發症發生

率。  結果 經比較發現術前與術後第2日、術後1月及術後3月用VAS及LAS進行自身對照分

析，評分均明顯低於術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後有10例椎體出現骨水泥滲漏併

發症，但均無臨床症狀，隨訪期內也均無遲發神經受損表現。  結論 PVP用於治療骨質疏鬆

性胸腰椎體壓縮骨折在近期治療中取得了滿意的療效，在疼痛減輕、活動能力及生活質量亦

可以得到明顯的提高。

【關鍵詞】椎體成形術；骨質疏鬆；胸腰椎骨折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thoracolumbar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CHAN Chi Kit*, LAO Teng On, LIU Tong Fang, LI Wei Ping, FU Dan, CHANG Wun Fong, ZHANG Yu, LIU Li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cent clinical efficacy in treatment of senile thoracolumbar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by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Methods   We studied 29 
patients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from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an 2010 to June 2013.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and locomotor activity scale (LAS) were used for assessment of recent operation 
efficacy and of recognition of its complication rate after the treatment of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Results  Comparison of VAS and LAS self-control analysis,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day 2, 1 
month an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the surger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10 cases presented with post-operation complications of bone cement 
leakage, but there was no clinical symptoms, and no manifestation of delayed nerve damage during follow-
up.  Conclusion  PKP in treating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has achieved satisfactory 
efficacy, and obviously improved in reducing pain, mo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Vertebroplasty; Osteoporosis; Thoracolumbar fractures

經皮椎體成形術治療胸腰椎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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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患者死亡。本科於2010年1月~2013年6月應用經皮椎

體成形術(PVP)治療老年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骨折患者

29例，近期療效滿意，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病例資料

本組選取29例胸腰椎因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性骨折

的患者，均有明顯外傷史，均為單一個椎體骨折，女20

隨着社會發展，人口老化越來越明顯，中老年人

胸腰椎骨質疏鬆性椎體壓縮骨折 (osteoporotic ver-

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OVCF) 是脊柱外科的

最常見疾病之一，傳統治療方法為臥床休息、止痛藥物

等，此治療方法可導致骨質疏鬆進一步加重，且易併發

肺炎、泌感、褥瘡、下肢靜脈栓塞等併發症，嚴重者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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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9例，年齡由52~90嵗，平均年齡為73.7嵗，11例

合併高血壓病，2例合併糖尿病，1例合併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1例合併冠心病行PCI手術後。骨折節段胸81例，

胸101例，胸112例，胸1211例，腰19例，腰23例，腰32例。

結合患者臨床病史、體格檢查、影像學檢查，患者為新

發骨折，椎弓根及椎體後壁完整，且均無神經損傷的症

狀。

二、治療方法

手術治療時，患者取俯臥位，常規消毒，鋪無菌

巾，C型臂X光機透視定位病椎，2%利多卡因局部麻醉，

骨折較重一側單側椎弓根入路，透視下沿穿剌點經椎弓

根建立工作管道到患椎椎體前中1/3，調校好骨水泥，

骨水泥在拉絲期以先慢後快注人椎體，邊注入邊觀察骨

水泥彌散情況，依據骨水泥彌散情況調整穿刺針斜面的

方向，透視監測至填充滿意，即時停止注入骨水泥，待

骨水泥完全硬固後放轉拔出穿刺針，避免骨水泥沿工作

管道反流，切口不須縫合，覆蓋無菌創口敷料。術後口

服3天抗生素。

三、評估指標

1.疼痛評分

視覚模擬評分(VA S)是劃一條長10c m直線，左端

代表無疼痛(0分)，右端代表劇烈疼痛(10分)，患者根

據自我感覺到的疼痛程度刻劃相應位置，VAS的評分越

高，表明自我感覺疼痛的程度越重。

2.能力評分

活動能力評分(LAS)是日常活動功能障礙程度：1

分，行動無明顯困難；2分，行動困難；3分，需要使用

輪椅或只能坐立；4分，被迫臥床。

四、統計學處理

將術前術後的數據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處理，

應用配對t檢驗。

結 果

29例病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6~12月，平均9個

月，29例患者共29個椎體，每椎手術時間27~62(43±5)

min，每個椎體注入骨水泥4~8(5.8±0.9)mL，4例患者滲

漏至椎間組織，6例患者滲漏至椎旁，總共10例椎體發

生滲漏，其發生率為34.5%，稍高於文獻報導29%的發生

率[1]，發生滲漏患者均無臨床症狀，隨訪期內也均無遲

發神經受損表現。患者術前與術後第2日、術後1月及

術後3月用VAS、LAS進行自身對照分析，均明顯低於術

前，消除了止痛等藥物干預的影響，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表1）。

表1.術前、術後第2日、術後1月、術後3月VAS及LAS(n=29，x±s)

觀察指標 術前 術後2日 術後1月 術後3月

VAS 8.52±0.81 2.66±0.62 1.89±0.68 1.36±0.61

LAS 3.5±0.5 2.3±0.3 1.5±0.2 1.3±0.3

討 論

對於老年人胸腰段因骨質疏鬆而致壓縮性骨折的

患者逐年增加，在治療這類患者時，治療上予以保守

治療時，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生活質量，而

治療上使用開放式手術治療，由於手術時需行全麻，

對全身狀況要求較高，往往老年患者不能耐受手術，

且嚴重的骨質疏鬆容易導致內固定鬆動或切割等問

題，容易引起手術失敗。而PVP手術是一種可以在局麻

下完成的脊柱微創手術，在透視下應用局部麻醉，採

用經皮穿刺，通過椎弓根直接向椎體內註入骨水泥，

以達到增強骨質疏鬆骨折椎體的強度和穩定性，防止

椎體進一步塌陷，緩解腰背部骨折引起的疼痛效果明

顯，可以使患者早期下床活動，在提高生活質量及功

能恢復，取得了滿意的效果[2,3]，而且可減少因長期臥

床引起相關的併發症。

本研究回顧性分析29例單一椎體骨折患者進行PVP

治療，術後第2日，術後1月，術後3月，VAS及LAS評分

在上述圖表上可見均明顯低於術前，在疼痛緩解效果

是明顯易見的[4]，而在活動能力及生活質量亦可以得

到明顯的提高[5]。總體上來說PVP是一種安全的治療方

法[6]，併發症發生率相對較低。PVP常見的併發症為骨

水泥滲漏，本研究中骨水泥總滲漏率為34.5%，高於文

獻報導的29%[1]，這可能與術者技術熟練程度及判斷滲

漏標準有較密切相關。

由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7]首先將PV P應用於治療

OVFS至今，在操作技術以及手術器械的不斷改進，PVP

取得了滿意的療效，而且因其起效快、效果顯著、創

傷小等優點，PVP己得到廣泛接受，而一種新的改良方

式，經皮後凸椎體成形術，可使塌陷的椎體得到恢復的

優點，越來越多學者應用及報導[8,9]，其療效有待進一

步報導來證實。



44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4, Vol 14. No.2鏡湖醫學2014年12月第14卷第2期

【摘要】  目的 探討X線及超聲聯合引導在股淺動脈閉塞症介入治療中的價值。  方

法 2012年9月~2014年4月，對7例股淺動脈肢動脈狹窄閉塞症患者進行x線及彩超聯合引導下

介入治療, 男5例，女2例，年齡64~86歲，平均71.6歲。  結果 7例患者病變股淺動脈經溶

栓、球囊擴張及支架放置術後，均成功進行了血管重建，股淺動脈狹窄段血流通暢，供血明

顯改善，患肢症狀緩解。  結論 X線及超聲聯合引導股淺動脈閉塞症介入治療安全有效，減

少了輻射及造影劑的用量，符合ALARA原則，值得推廣運用。

【關鍵詞】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症；彩色多普勒超聲；介入治療

Clinical analysis of combined X-ray and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guided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of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

LI Wen Feng*, TAM Man Pan, LI Jun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Study the value of X-ray and ultrasound guided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of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2to April 2014, 
7 patients with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 were given interventional therapy 

X線及彩超聯合引導下股淺動脈硬化閉塞症介入治療的臨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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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症(arteriosclerosis obliter-

ans, ASO)是一種較常見的慢性周圍血管疾病，近年來，

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飲食結構的改變以及人口老年化

進程的加速，發病率逐年增加。由於下肢ASO常可併發高

血壓、冠心病和糖尿病等，嚴重時可發生肢體壞疽，截

肢率和病死率都比較高，因此越來越受到廣泛重視[1]。

ASO的治療方法主要包括以藥物治療為主的基礎治

療，以經典的外科旁路術為代表的開放式外科手術治

療和發展迅速的微創血管腔內介入治療。血管腔內治療

技術以其微創、安全有效的優勢逐步成為首選的治療

方案，自血管腔內成形術(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以及支架成形術應用於下肢ASO的治

療以來，明顯提高了患者的保肢率，改善了患者的生存

質量。動脈介入手術通常是在X線透視下進行，長期接

受輻射對醫務人員和患者的身體造成傷害。而且大多數

下肢ASO的患者合併有糖尿病及腎功能不全，介入治療

中造影劑的應用大大增加了腎衰竭的風險，造影劑腎病

已成為醫院獲得性急性腎衰竭的第三位常見原因，不但

加劇了患者的痛苦，增加了治療費用，而且一年病死率

亦明顯提高，所以預防造影劑腎病的發生已經成為醫務

人員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2]。

隨着超聲設備技術和操作人員水平的不斷提高，

彩超對血管病變診斷的敏感性和準確性也越來越高，超

聲安全、操作簡便、無射線，而且介入耗材大多數能在

超聲下顯示，使得彩超引導下介入治療成為現實，進而

大大減少了造影劑的應用，尤其對於合併腎功能不全的

患者是一個更為理想的手術方式。

本院從2012年9月開始，在下肢動脈閉塞症介入治

療手術中，引入超聲技術，在超聲實時監控下穿刺插

管，配合X線進行腔內介入治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並改進了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症介入手術的診治流程，現

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病例資料

2012年9月~2014年4月，對7例股淺動脈狹窄閉塞症

的患者進行介入治療，男5例，女2例，年齡64~86歲，平

均71.6歲，7例患者均為單側。癥狀主要是下肢麻痹疼

痛，間歇性跛行。合併高血壓及糖尿病者3例，血壓及血

糖正常者4例。所有病例術前均經彩色多普勒超聲及MRA

或CTA檢查，了解下肢動脈狹窄閉塞部位及狹窄程度，斑

塊情況，有無血栓。

二、操作方法

利用多普勒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7.5~10MHz，較

肥胖的患者觀察股淺動脈下段時可選用3.5~5MHz，受檢

者取仰臥位或側臥位，從股動脈開始向下追蹤動脈，聲

束與血流方向夾角≤60度，觀察血管內徑，血管壁內-中

膜厚度，斑塊大小及回聲特點，管腔有無狹窄及閉塞，

測量血管內徑及殘餘內徑，以彩色多普勒觀察管腔內血

流充盈情況，頻譜多普勒觀察頻譜形態，測量峰值速

度，再次確定病變的部位、範圍、嚴重程度、有無血栓

等情況，然後定位同側或對側的股動脈穿刺點。局部常

規消毒、麻醉。運用Seldinger方法穿刺，穿刺成功後，

超聲探頭沿着血管的長軸縱行或橫斷掃查，顯示導絲、

導管的位置，引導遞送同軸導絲導管至靶血管。再轉為

血管造影，以精確測量病變血管範圍，並了解定位標

誌。經超聲判斷有新鮮血栓的病灶，用10~20mg rTPA行

局部溶栓治療，分別於5分鐘、10分鐘及20分鐘後進行彩

色多普勒超聲檢查，了解溶栓進度及效果。溶栓後，經

超聲檢查，了解血管狹窄程度，管壁厚度及管壁鈣化情

況，結合血管造影結果，選擇球囊擴張及放置支架的大

小。在X線透視下完成球擴及支架放置。再經超聲或造影

檢查了解血管擴張情況，支架貼壁情況及血流情況。

結 果

7例患者病變股淺動脈經溶栓，球囊擴張及支架放

置術後，均成功進行了血管重建，支架定位準確，管腔

內血流通暢，血供明顯改善，患肢症狀緩解，並減少了

guided by X-ray and ultrasound. 5 male cases, 2 female cases, age from 64 to 86 years old, average 71.6 
years old.  Results  All the 7 cases had successfully revascularization with blood flow through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stenosis; improving limb symptoms after thrombolysis, angioplasty and stent placement 
treatment. Conclusion   X-ray and ultrasound guided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of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 safe and effective, reducing the radiation and contrast ag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ALARA, and is worthy to promote and use.

[Key Words]  Lower extremity arterial occlusive disease;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  Intervention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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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時間及造影劑的用量。

討 論

ASO是全身性動脈粥樣硬化在肢體局部的表現，是

全身性動脈內膜及其中層呈退行性、增生性改變，結果

使動脈壁增厚、僵硬、迂曲和失去彈性，繼發性血栓形

成，引起動脈管腔狹窄，甚至發生閉塞，使肢體出現相

應的缺血症狀的疾病。多發生於50歲以上，引起動脈性

下肢缺血最常見的為股浅動脈阻塞，其次是主-髂動脈

阻塞和腘-脛動脈阻塞，男性患者多於女性，二者之比

約為6:1[3]。

介入治療以其創傷小，重複性強，恢復快，併發

症和圍手術期死亡率相對較少，而且不排斥以後的手術

治療或與手術聯合應用而受到歡迎，並成為治療下肢動

脈硬化閉塞症的主要手段。介入治療比較常用的四種方

法是：溶栓、單純PTA治療、支架置入治療和腔內旋切

治療。長期以來，周圍血管介入治療主要是在X線透視

下引導導管導絲穿刺插管，若穿刺至血管壁膜下或血管

外，均不能及時判斷，只能通過造影發現，影響工作流

程及容易造成意外事故發生。此外，長時間在透視下工

作，對病人及手術醫務人員都會帶來生理上的傷害。

遵循ALARA(As low as possible reasonably 

achievable)原則，為盡可能減少射線對病人及醫務人

員的傷害以及減少造影劑的應用，減少造影劑腎病的發

生，本科從2012年10月起，製定了下肢動脈介入治療的

新的診治流程。前期診斷，以下肢MRA及彩色多普勒超

聲檢查，代替輻射量較大的CTA檢查。手術中，盡可能

地利用超聲的優勢，引導介入手術。

與X線成像技術相比，超聲顯像技術有較強的組織

分辨力，可以清晰顯示血管壁的結構、血栓與硬化斑

塊，動態實時地顯示引導導絲導管的位置，治療前後及

治療過程中血流動力學變化，及時正確評估治療效果。

另外，超聲的優勢還表現在：(1)可以提高介入治療的

安全性，據報導X線監視下血管介入治療可發生血管壁

夾層和穿孔等併發症[4]。對於較大粥樣硬化斑塊阻擋和

導絲推進方向與管壁成角受阻於管壁，X線成像因不能

顯示血管壁及硬化斑塊，不能準確判斷，而超聲則可以

清晰顯示，準確判斷受阻原因，採取相應措施，避免導

絲導管盲目推進造成意外損傷。(2)股淺動脈位置表淺

且解剖較為固定，無腸管及氣體干擾，彩超可以準確評

估股淺動脈正常管腔直徑及殘餘管腔直徑，病變近遠端

血流速度，明確病變範圍，並可體表定位。在順行穿刺

股總動脈方面，超聲引導下穿刺更加準確，一次成功率

更高，避免多次穿刺造成術後血腫發生。(3)導絲導管

在超聲下有較好的顯影，超聲引導不僅能明確導絲頭端

指向，指導術者旋轉導絲頭端，使其更易通過病變段，

超聲在確定管徑和位置方面也比較準確，還可以做到動

態觀察，明確導絲是否在夾層也比較清楚。(4)避免了

放射線損傷和造影劑可能帶來的損害。X線對操作者和

患者造成的放射損害是無法迴避的事實，造影劑腎病作

為醫源性腎功能衰減的重要原因已引起廣泛重視。診斷

劑量的超聲波對人體無損害，無需造影劑彩色多普勒超

聲可以動態實時顯示血管內的血流狀態，為診斷和術中

準確判斷療效提供可靠的依據。

任何影像技術都不是萬能的，超聲在引導介入

治療方面同樣存在的它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幾方

面：(1)超聲圖像不夠直觀，單個切面只能顯示部份結

構，不能縱觀全部，臨床操作的非超聲專業人員有時理

解起來比較困難，手術者通過斷面圖像轉變成立體圖像

需要熟悉和理解超聲圖像和一定的空間想像力，否則操

作無法順利進行。(2)超聲波會產生側邊聲影偽像，該

偽像偶爾會引起支架及球囊頭部和輸送導管不能清楚顯

示。超聲無法準確定位支架遠近端的位置，只能通過輸

送裝置頭端估計支架頭端位置，再通過超聲測量來定位

支架尾端的位置，而X線則直觀方便。(3)腹主動脈下端

及髂血管因腸氣及腹腔內容物影響顯像不佳，故超聲引

導下介入治療較困難，不易採用，逆行穿刺翻山操作亦

不建議在超聲引導下進行，需要X線監視。

綜上所述，在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症的介入治療

中，超聲和X線各有優缺點，相互配合聯合運用可以取

長補短，值得推薦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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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全麻在小兒腸套疊灌腸復位中的必要性及優化方案。  方法 回顧

本院自2010年1月~2013年11月期間共收治的急性腸套疊小兒108例，經全麻分別在透視室和

麻醉後復甦室(PACU)行灌腸復位，復位失敗則中轉手術，復位成功後均轉入PACU接受觀察直

至患兒清醒、經麻醉醫生評估達標後送回病房續觀。  結果 所有接受全麻後患兒均配合灌

腸復位操作，期間生命征基本穩定，其後完全清醒，直至出院前均未見麻醉後不良反應或併

發症。  結論 全麻有效提高小兒腸套疊的復位成功率，在PACU進行復位更為安全。

【關鍵詞】麻醉後復甦室；小兒腸套疊；全麻；灌腸復位

Safety of general anesthesia for pediatric intussusception reduction by enema in PACU

CHANG Chon Kit, CHO Lai Kan, CHIN Hiu Fai, LIU Che Wai*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ecessity and optimiza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in enema 

reduction of Pediatric Intussusception.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from Jan2010 to Nov 2013, 
108 children were treated with enema reduction for intussusception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Conversion 
to surgical operation performed during unsuccessful reduction. Patients with successful reduction were 
transferred to Post-anesthesia Care Unit (PACU) and monitored by anesthesiologists before transferring 
to the ward.   Results  All children with general anesthesia well coordinated during procedure , vital signs 
were stable and subsequently awoke after the procedure.  No side effect and complication were observed 
with GA until discharge.  Conclusion  General anesthesia improves the success rate of intussusception 
reduction and is more safely performed in PACU.

[Key Words]  General anesthesia; Pediatric intussusception; Reduction; PACU

麻醉後復甦室內小兒腸套疊灌腸復位全麻安全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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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套疊系指部份腸管及其腸系膜套入鄰近腸腔所

致的一種絞窄性腸梗阻，是嬰幼兒時期最常見的急腹症

之一，根據其主要臨床表現及腹部超聲檢查可確診，而

灌腸復位因治癒率高、創傷小、操作簡便而列為首選治

療方案[1,2]，復位失敗則中轉手術。由於全麻令患兒配

合操作，有效提高復位成功率，同時全過程嚴密監護可

保證其生命安全，明顯優於局麻下灌腸復位。本文對

2010年1月~2013年11月間本院小兒全麻腸套疊灌腸復位

108例進行分析，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

108例經確診為急性腸套疊的小兒，年齡介乎出生

2個月~6歲，男73例，女35例，身高、體重均在正常範

圍。既往史無特殊記載，未發現有靜脈麻醉藥物過敏。

患兒病程一般不超過48小時，無重度脫水、嚴重腹脹及

腹膜炎等表現，符合實施空氣或生理鹽水灌腸復位適應

征，術前常規檢查完成後即可實施灌腸復位。

二、方法

患兒在影像科透視室或麻醉後復甦室(PACU)行復位

操作前常規開放靜脈，未能配合者予5mg/kg氯胺酮(Ket-

amine)肌注，待鎮靜後再行嘗試。入室前已準備急救藥

物、吸引器以及小兒氣管插管用具等，同時麻醉機處於

待機模式。入室後常規心電監護（脈搏氧飽和度、心電

圖、血壓及呼吸），經靜脈分次給予Ketamine 1mg/Kg或

芬太尼(Fentanyl)1μg/Kg、異丙酚(Propofol)1~2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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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待患兒安靜入睡、睫毛反射消失後復位操作隨即進

行，操作前可按需留置鼻胃管，根據操作刺激強度適時

靜脈追加Propofol 1mg/Kg。若復位成功後轉入PACU接受

密切監護，直至清醒、生命體徵穩定，經麻醉醫生評估

後可送回病房續觀及隨訪；復位失敗則中轉手術治療，

麻醉方式改為氣管內插管全身麻醉。

結 果

全麻下108例患兒均完全配合灌腸復位，過程中無

1例因不能依從而暫停操作或中轉手術。其中X線透視下

空氣灌腸56例，B超監視温生理鹽水灌腸54例（其中有2

例患兒分別先後接受空氣及温生理鹽水灌腸），6例因

復位失敗而中轉開腹，無病例併發腸穿孔。復位期間所

有患兒生命征基本穩定，雖有5例患兒用藥後出現一過

性呼吸抑制，SpO2降至92%~93%，予面罩輔助通氣供氧

後SpO2於30秒內回升至98%~100%；其中1例患兒在透視

室復位期間出現嘔吐，經即時左側頭低腳高位、吸引器

清理上呼吸道等處理後，患兒呼吸平順、氧合滿意，低

濃度吸氧(＜2L/min)下SpO2維持98%~100%。其後追蹤病

情，無吸入性肺炎臨床表現及肺部X光異常表現。所有

患兒術後隨訪，直至出院前均未見麻醉後不良反應或併

發症。

討 論

小兒急性腸套疊屬絞窄性腸梗阻，術前禁食時間

不足，復位過程中因結腸內液體逆流刺激小腸可引起

嘔吐等，均為發生返流誤吸的高危因素[3]。而且由於腹

痛、哭鬧、腸痙攣、約束肢體活動等原因導致腹肌緊

張、腹內壓增高，相對增加了腸套疊復位的阻力而導致

復位失敗[4]。以往曾提倡輔用小兒基礎麻醉(使用水合

氯醛或咪唑安定)，但鎮靜鎮痛效果差且藥效不確切，

用藥量難以掌控，故過程中常因患兒配合欠佳而未能完

成灌腸操作，明顯降低復位成功率[4]。

本院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確診腸套疊患兒均

接受全麻下灌腸復位。治療過程中外科、麻醉科及放射

科醫生密切合作：外科醫生為病案主管；放射科醫生負

責監控復位過程、結果；麻醉醫生負責麻醉及生命監

護。由於全麻下復位患兒完全配合操作，是治療成功

進行的基本保證。而且靜脈麻醉藥可鬆弛腹肌並調節

腸蠕動、改善腸壁血循環、減輕套入部水腫、降低腹腔

張力，減少了因腹內壓增高小腸內氣體向下排斥的力

量，相對地提高了復位的壓力[5,6]。近年有較多國內外

文獻報導全麻下灌腸復位有效縮短復位時間、提高成功

率[5-7]，同時避免中轉開腹術後併發症如：腸黏連、腸

梗阻、腹腔感染等發生，減輕後續延長住院帶來的各種

負擔，具有良好的社會效益。

復甦是麻醉恢復期中容易出現併發症或意外的特

殊階段，危及生命的併發症多在這段時間發生[8,9]，安

全過渡復甦期就顯得格外重要。現代醫學觀點及國內外

麻醉後復甦指南均認為所有施行全身麻醉及重大手術

的病人，應在麻醉及手術結束後由專業醫護人員給予

特殊監測和護理[8-10]，並順利渡過這一特殊時期，以防

止病人出現併發症或意外，從而提高醫療品質、保障

生命安全。麻醉後復甦室(Postanesthesia care unit, 

PACU)，是患者接受手術後返回普通病房前的重要中轉

站，主要功能是確保患者在麻醉手術後清醒及重要器

官功能穩定。PACU緊鄰手術室，以便麻醉或外科醫生對

病人進行觀察及處理，且按常規配置急救設備和藥物

等[9,11,12]，是現代化醫院臨床麻醉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

部份[11,12]。從功能定位角度分析PACU設備應屬於重症監

護病房(ICU)的低配範疇，具備ICU一般監護功能；另可

作為手術室和普通病房的緩衝地區，使得患者轉出PACU

後能滿足普通病房的看護要求[10]。因此，近年來隨着

手術量的增加以及日間手術等需求，PACU在減少麻醉後

相關的併發症、提高麻醉安全、加快手術患者周轉等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8]。

由於B超檢查除操作無創、便捷、靈活，免却了X

線對人體的危害外，同時其機動性高：可在院內多處

場所進行操作如B超室、床旁、手術室等，較易被患

兒、家屬及醫生接受，故在臨床上具有普及應用的價

值[1,4,7,13-15]。本院自2011年10月起，在透視室行超聲監

視下溫生理鹽水灌腸已取代X線透視下空氣灌腸。

結合PACU及B超兩者優勢：在PACU實施全麻B超監

視下灌腸復位被視為更安全、有效、人性化的治療方

案[4,13]。其優點包括：1.一旦出現意外或復位失敗需中

轉手術，患兒可在極短時間轉運至手術室，使病情不

延誤；2.如透視室進行復位操作完畢後，患兒需轉運至

PACU繼續觀察，而麻醉後患兒不能立即清醒，轉運期間

易於發生氣道梗阻、缺氧、嘔吐誤吸等併發症[3,8-9]。

鑑於PACU相對透視室為更具備危重症搶救及監護功能，

完全滿足腸套叠復位期間監護要求，復位後更無需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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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減低意外發生風險；3.操作前後均允許家長在PACU短

暫陪同患兒，有利減輕兩者的恐懼和焦慮感，而且術後

一定程度上減輕病房的護理壓力，對保障麻醉恢復期患

兒的生命有非常重要意義[8,13,16-17]。經達成共識本院由

2013年3月起，小兒腸套疊灌腸復位選擇全麻並於PACU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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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中頻及聯合短波治療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的臨床療效。  方法 回

顧分析本院康復科門診80例膝關節骨性關節炎患者，隨機分為單純中頻治療組（40例），中

頻聯合短波治療組（40例）。兩組患者經每個療程5次，連續3個療程治療，於治療前與治

療15天後進行療效判定，評定內容以關節疼痛僵硬感、關節活動度為主要參考指標。  結

果 治療15天後，兩組患者治療後總顯效率和總有效率比較，發現總顯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P<0.05）總有效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66)，中頻聯合短波治療組優於單純中頻治療

組。  結論 短波與中頻聯合使用治療膝關節骨性關節炎，臨床療效較單獨中頻治療更加明顯。

【關鍵詞】中頻；短波；膝關節骨性關節炎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of medium frequency electrotherapy combined short wave therapy 
in treatment of knee joint osteoarthritis

QI Bin Shi, LAO Chong Leong*, FANG Zhen, CHEN Ying Wu, CHEN Li Yan, RONG Jiang Hua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of combined medium frequency and short 

wave therapy in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80 knee osteoarthritis cases from our outpatient 
department were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40 cases of  MT (Mono-therapy) group received mono 
medium frequency therapy, 40 cases of CT (Combined-therapy) group received combined medium frequency 
and short wave therapy. Three consecutive courses of therapy contains 5 times of treatment in each therapy 
performed in both groups. Joint pain, stiffness, activity were the main reference index of evaluation.   Results  
After 15 days treatment, the total markedly effectiv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total efficiency between two groups mad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166).  Conclusion  
Clinical efficiency of combined medium frequency and short wave therapy in knee osteoarthritis treatment 
may be better than mono medium frequency therapy alone.

[Key Words]   Medium frequency; Short wave; Knee joint osteoarthritis

中頻聯合短波治療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的療效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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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關節骨性關節炎(knee joint osteoarthritis, 

KOA)是一種以關節及關節軟骨退行性變為主要特徵的非

炎癥性疾病，好發於中老年人，其發病率佔全身關節疾

病的首位[1]。KOA主要侵犯關節軟骨、骨及滑膜組織，

臨床癥狀以關節腫痛為主，隨着疾病進展漸出現關節始

動痛、負重痛、靜止痛、關節畸形及功能障礙等，嚴重

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質量。臨床康復治療中，常應用多

種物理因子治療KOA，本研究對比單純中頻與中頻聯合

短波治療的兩組KOA患者臨床療效。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選取2012年10月~2013年6月在本院康復科門診接受

治療的KOA患者80名，均符合1995年美國風濕病協會修訂

的KOA分類診斷標準[2]：①近1個月大多數時間有膝痛；

②膝關節活動時有摩擦聲響；③X線片示膝關節骨端邊緣

有骨贅形成；④膝關節周圍腫脹；⑤膝關節晨僵時間≤30

分鐘；⑥年齡≥40歲。具備①、③或①、②、④、⑤、⑥

特徵即可診斷OA。患者需排除標準如下：①膝關節先天

性解剖異常；②後天性膝關節畸形；③膝關節創傷性關

節炎；④膝關節血友病關節炎；⑤膝關節腫瘤、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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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膿性炎癥；⑥急性期關節內骨折等[3]。將符合入選條

件的80例KOA患者簡單隨機分為單純中頻治療組及中頻聯

合短波治療組，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病程及病情資

料詳見表1，經統計學分析，兩組的組間差異均無明顯的

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表1.兩組一般情況比較

組別
例數 性別(例) 年齡 患膝側別(例)

(例) 男 女 (歲,x±s) 單側 雙側

中頻組 40 13 27 63.4±10.1 32 8

聯合組 40 10 30 63.0±8.4 32 8

二、治療方法

中頻治療方法：採用BA2008-Ⅲ型電腦中頻治療

儀，處方號為12，電極片於膝關節內外側對置，劑量為

患者耐受的中強度劑量，每次治療時間20分鐘，每個療

程5次，連續做3個療程。

短波治療方法：採用CuraPuls 970型Enraf-Nonius

短波治療儀，患者平臥位，將電極對置於患膝關節，劑

量為微熱量至溫熱量，每天1次，每次治療時間15分鐘；

每個療程5次，連續做3個療程。

短波治療前排除以下的禁忌癥：孕婦、安裝有心臟

起搏器患者、腫瘤患者以及治療部位有金屬物質者。

中頻治療組單用中頻治療，中頻聯合短波治療組採

用中頻加短波治療，物理治療期間無任何藥物治療。

三、療效評定標準

治療前與治療15天後參照《中國康復醫學診療規

範》康復療效評定的標準[4]進行療效評定，評定內容以

關節疼痛、僵硬感、關節活動度為主要參考指標。顯

效：患膝疼痛及僵硬感消失，關節功能恢復正常；好

轉：患膝疼痛及僵硬感減輕，關節摩擦聲存在，活動功

能明顯改善；無效：患膝疼痛及僵硬感無明顯改善，活

動功能無明顯改善。

四、統計學分析

採用SPSS19.0版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

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採用t檢驗，計數資料採

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治療15天後，兩組患者治療後總顯效率和總有效

率比較，發現總顯效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總

有效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66)，中頻聯合短波治

療組優於中頻治療組。詳見表2、3。

表2.兩組療效情況

組別 例數 顯效 好轉 無效 總顯效率(%) 總有效率(%)

中頻組 40 13 23 4 32.5 90.0

聯合組 40 28 11 1 70.0 97.5

表3.兩組療效χ2檢驗情況

組別 Pearson χ2 P值

顯效率比較
中頻組

11.257 0.001
聯合組

有效率比較
中頻組

1.920 0.166
聯合組

討 論

KOA是以關節軟骨進行退化性改變為病理特徵的疾

病，其發病機制尚不十分清楚[5]，治療目的主要是減輕

或消除疼痛，改善或恢復關節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質

量。藥物治療為KOA主要治療手段，但報導稱副作用較

多[5,6]。相比較之下，聲、光、磁、電、溫熱等物理因

子治療KOA的副作用較少[7]。一般認為，物理治療並不

能增強患膝穩定性及阻斷KOA的病理進程，但有助於緩

解KOA疼痛及促進功能恢復[8]。

研究證實，100cm2人體皮膚通過4000Hz的中頻電流

時抗阻率僅為50歐姆，其電流強度可達0.1~0.5mA/cm2，

表明中頻電流易通過且達到深層組織[9]。中頻電流治療

通過輸出的中頻電流引發機體神經肌肉興奮反應，肌肉

收縮，一方面可牽拉痙攣肌群，對機體產生電刺激按摩

作用；另一方面可促進血管充盈和回流，具有促進局部

血液循環加速水腫吸收，並可清除膝關節周圍的無菌性

炎症，達到鎮痛效果。短波作用患膝的深層組織，可產

生明顯的溫熱效應，作用機制主要是擴張血管，改善血

液循環，促進炎性滲出物的吸收，減輕水腫和疼痛，促

進關節液分泌與關節軟骨的修復[10]。

林惠蘭等應用超短波配合干擾電療法及干擾電治

療KOA，發現超短波配合干擾電治療效果優於單獨使用

干擾電治療[11]。本研究結果顯示，短波與中頻聯合使

用治療KOA，結合了中頻電的機械動力效應及短波的溫

熱效應，從而使患者癥狀得以緩解，膝關節功能障礙得

到改善，臨床療效優於單獨使用中頻電治療。

（下轉49頁）



52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4, Vol 14. No.2鏡湖醫學2014年12月第14卷第2期

【摘要】  目的  探討帶張力的刃厚皮片網格植皮結合持續封閉負壓引流治療皮膚缺損

的臨床效果。  方法 7例四肢皮膚缺損創面應用帶張力的刃厚皮片網格植皮技術結合持續封

閉負壓引流技術治療，觀察其療效。  結果 術後2週，網格皮片植皮成活率為98%~100%；皮

片網格間創面上皮覆蓋爬行時間約為術後20天~35天；跨關節的網格植皮無索狀疤痕，關節

活動範圍基本恢復正常。  結論 帶張力的刃厚皮片網格植皮技術結合持續封閉負壓引流技

術治療皮膚缺損，提高了植皮皮片的利用率和成活率。

【關鍵詞】張力；網格植皮；持續封閉負壓引流

Tensional mesh skin graft combined with vacuum-assisted closure technique for 
treatment of skin defect

LI Wei Ping*, TANG Kuong Fai, FU Da, LIU Li, LAM Ut Fim, CHAN Chi Kit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tensional mesh skin graft combined with vacuum 

assisted closure technique for treatment of skin defect  Methods    7 cases of skin defect of limb treated 
with tensional mesh skin graft combined with vacuum-assisted closure technique.   Results  Survival rate 
of skin graft was 98%-100% at 2 weeks. Resurfacing wound within meshes in 20-35 days. Mobilization of 
joint were recovery without straight scar.  Conclusion  Tensional mesh skin graft combined with vacuum 
assisted closure technique improved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survival rate of skin graft.

[Key Words]  Tension; Mesh skin graft; Vacuum-assisted closure

帶張力的刃厚皮片網格植皮結合持續封閉負壓引流治療皮膚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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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游離植皮修復皮膚缺損創面是一項古老的外

科技術，如何提高植皮皮片的利用率和成活率一直是修

復重建領域努力的方向。2014年1月以來，作者應用帶

張力的網格植皮技術結合持續封閉負壓引流技術治療皮

膚缺損7例，在皮片利用和成活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現

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病例7例6人。男3人4例，女3例。年齡32~82

歲，平均59.6歲。皮膚撕脫傷2例、壓榨傷1例，熱油燙

傷1例、皮膚感染壞死1例，惡性腫瘤擴大切除皮膚缺

損1例。創面自大腿根部至小腿1例，全小腿1例，足踝3

例，肘部前臂1例。創面面積积最小7.0cm×8.0cm，最大

66.0cm×22.0cm，平均31.0cm×15.0cm。

二、治療方法

外傷病例採用清創後換藥及持續負壓引流，待創面

壞死組織清除後在健康肉芽創面上進行植皮；皮膚感染壞

死創面採用擴創後換藥，肉芽組織生長後再行皮片移植；

惡性腫瘤擴大切除後形成的皮膚缺損給予一期植皮。自體

游離皮片移植前徹底清除創面壞死失活組織，生理鹽水及

2‰ Hibitine液清洗乾淨創面及創緣皮膚。滾軸取皮刀取

中厚皮片。切取皮片大小視受皮區位置及皮膚缺損範圍决

定，同時根據皮片經網格處理後張開覆蓋的面積决定。網

格墊板大小為10cm×20cm，一張皮片宜小於墊板面積。皮

片用Zimmer公司的Skin Graft Mesher（Zimmer® 皮膚移植

網格生成器，軋皮機）根據需要處理成1.5:1、2:1、3:1

或4:1的網格皮片，即皮片經網格化後張開覆蓋的面積為

原來的1.5倍、2倍、3倍或4倍。把張開的網格化皮片用醫

用縫合器縫合固定在受區創面上，縫釘固定皮片邊緣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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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整張皮片的張力，綳緊的皮片可在中央用縫釘直接把

皮片錨固在創面上，在不平整的創面上也可用縫釘直接錨

固皮片。皮片覆蓋固定完成後，用成品套裝或自製持續負

壓密封裝置包繞植皮創面，敷料厚度要足够，引流管置於

敷料之中，邊緣和接口不能漏氣，要反覆檢查補漏。連接

負壓後敷料會緊縮變硬實，不易鬆動，皮片均勻貼附在創

面上，不會浮起和移位。如果創面跨過關節，給予石膏

外固定，限製肢體活動。持續負壓引流的壓力調節控製在

20~80kPa範圍內，可選擇持續或脈衝（間歇）程序。一般

情況下，負壓密封引流持續到植皮術後14天，打開敷料，

瞭解網格皮片的成活情況。當發現引流不暢時，要提前更

換敷料，重新進行持續的負壓引流。如果採用1:3或1:4網

格植皮，網格間創面上皮細胞還沒有完全生長爬行，換外

敷料後重新裝負壓密封引流維持持續負壓1~2週，把創面

上的分泌物和液體吸附掉，讓上皮覆蓋整個創面。

結 果

術後2週，網格皮片植皮成活率為98%~100%，皮片

網格間創面健康、颜色紅润、無分泌物；继續使用持續

封闭负壓引流装置，皮片網格間創面上皮覆蓋爬行時間

約為術後20~35天。如果不继續使用持續封闭负壓引流

装置，局灶感染和换藥次數增加，網格間創面癒合時间

延長。隨訪2~9月，跨關節的网格植皮無索狀疤痕，關

節活動範圍基本恢復正常。

討 論

燒傷、外傷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大面積的皮膚缺

損，往往需要上皮覆蓋創面，自體游離植皮是最常用的

方法之一。根據醫學倫理的“有利無害”原則，盡量减

少有限的皮膚供區的損失，以最小面積的皮膚供區覆蓋

最大的皮膚缺損創面。最大效益的皮片利用，一是100%

擴大皮片覆蓋範圍，二是100%保障皮片成活。

點狀植皮、郵票植皮、網格植皮都是用少於受區面

積的皮片覆蓋創面。1964年，Tanner和Vanderput首次介

紹現代網格植皮技術[1]，使用工具製作標準网格皮片，網

格植皮明顯優於郵票植皮等方式。帶張力的網格植皮具有

以下優點：1.皮片上的網格由機器產生，標準網格距離，

網眼大小一致，鋪蓋均勻；2.最大限度地利用皮片，按需

要製作不同大小的網格皮片，可準確計算所需皮片的數量

和擴展的面積[1]；3.帶張力縫合可讓皮片在正常張力下鋪

開，對抗皮片自身特性的回縮，增加覆蓋面積30%[2]，這

是點狀植皮和郵票植皮無法達到的；4.成活率高於郵票植

皮[3]；5.網格植皮由於皮膚連續性存在，癒合後不會形成

連續的癱痕條索，關節活動受影響較少。

影響植皮的皮片成活的主要因素有：感染、皮片

下血腫和積液、皮片固定不良。持續封閉負壓引流技術

(vacuum-assisted closure, VAC / vacuum sealing drain-

age，VSD)通過負壓的原理，外敷料被抽氣緊縮，把皮片

壓在創面上，壓力均勻，遠勝於常規打包加壓的效果，

縮短了手術時間。在皮片癒合過程中，及時有效地把創

面上的滲血滲液吸出創面外又維持有效的壓力，使引流

區內達零聚積，减少皮片的浸泡和浮動，同時减少了感

染的機會，創面維持在清潔的環境，有利於肉芽組織生

長，生長率提高54%[4]。術後可通過觀察透明薄膜下的敷

料濕潤程度、敷料顔色和引流量間接判斷皮片生長和成

活情況。一般情況下，術後12~14天才第一次更換敷料，

皮片已經成活，換藥次數較非負壓引流的减少，减輕患

者的痛苦和降低醫護人員的工作量。持續封閉負壓引流

包紮提高了皮片成活率，縮短創面癒合時間[5]。

網格植皮手術中縫釘的使用優於縫綫，縫釘固定

整張皮片能有效維持皮片的正常張力，也能方便接駁2

張皮片的接口而皮片不浮起，避免了在肉芽創面縫綫難

入針易撕裂的短處，縫釘靠材料的剛性固定皮片而不是

壓迫皮片，縫釘下的皮片能够正常成活，而縫紮下的皮

片部位會因縫綫結紮勒緊而壞死。皮片成活後，要及時

拆除縫釘，一旦被創面肉芽及皮膚覆蓋，表面難再發現

和拆除，在x光照片可見其踪影。

持續負壓引流技術的應用，無須拘泥於VAC的整套

產品裝置，其敷料及密封薄膜的尺寸有限而不能滿足臨

床需要。大面積創面可用手術切口薄膜大範圍覆蓋，作

者也使用過經消毒的日用保鮮薄膜，都能達到密封不透

氣的效果。VAC的負壓機也可用床邊的中央負壓吸引裝置

代替。如果持續負壓引流敷料環肢體包紮，負壓施加後

敷料環形收縮壓迫肢體，可能會影響肢體遠端的血液循

環，一定要觀察遠端血運，負壓壓力維持在正常範圍內

是安全的。本組5例需要環肢體包紮固定，其中1例小腿

毀損僅存1組脛前血管，皆無出現遠端肢體的血管危象，

但遠端會腫脹，患者只有肢體緊縮的感覺，無麻木感。

結合帶張力的刃厚皮片網格植皮技術和持續負壓

引流技術，利用各自的優勢配合和互補，高效治療皮膚

缺損，明顯優於其它植皮方式或包紮方式，值得推廣。

（下轉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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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內鏡下腫瘤切除術治療上消化道間質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的療效及安全性。內鏡下腫瘤切除術包括內鏡黏膜下挖除術(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 ESE)、內鏡全層切除術(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EFR）及內鏡經黏膜下隧道腫瘤切除術(submuco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STER)。  

方法 對2012年9月~2014年6月本院消化科經胃鏡及超聲內鏡或CT診斷的20例來源於胃固有肌

層的GIST行內鏡下腫瘤切除術治療。患者使用丙泊酚靜脈注射誘導麻醉。手術標本行免疫

組化進一步判定腫瘤性質。觀察腫瘤完整切除率、手術時間、併發症、術後住院時間、術

後病理等指標。  結果 20例中，19例為單發腫瘤，1例為多發(3個) 腫瘤。1例位於食管，

15例位於胃底，3例位於胃體，2例位於賁門。20個瘤體成功切除20個(100%)。12例(60%)ESE

切除，7例(35%)EFR切除，1例(5%)STER切除。平均手術時間為(100.75±73.09)min，手術操

作過程中，平均出血量不超過50mL，術後無持續活動性及遲發性出血。術後病理及免疫組化

確定間質瘤診斷11例（極低風險間質瘤9例，低風險間質瘤2例），平滑肌瘤7例，顆粒細胞

瘤1例，炎症性息肉1例。術後住院時間(4.70±2.36)d。術後隨訪期(4.80±4.49)月。分別1個

月、3個月及12個月胃鏡檢查未提示腫瘤殘留及復發。 結論 內鏡下腫瘤術治療胃腸道間質

瘤近期療效安全、可靠，病變可以被完整切除並提供詳細的病理學診斷資料，無嚴重手術相

關併發症。

【關鍵詞】內鏡黏膜下挖除術；內鏡全層切除術；內鏡經黏膜下隧道腫瘤切除術；胃腸

道間質瘤

The endoscopic resection manage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20 cases

LEUNG Ki,  ZHU Xue Yin, WANG Wen Dong,  YU Hon Ho, LEI Qing Li, LI Mo Fo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ndoscopic resection for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ract.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2 - June 2014, 20 cases 
of endoscopic tumor resection of gastric GIST originated from muscularis propria diagnosed by endoscopy 
and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or CTscan in Kiang Wu Hospital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Propofol 
is used for intravenous induction of anesthesia. Surgical specimens were sent for   immunohistochemistry 
for further determination of tumor nature . Observe parameters including complete tumor resection rate, 
operative time, complications,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Results   19 
cases of solitary tumor, one case of multiple (3) tumors. 1ocated in the esophagus ,15 in the fundus, 3 
in the gastric body, 2 in the cardia. 20 tumors were successfully removed 20 (100%). 12 (60%) by ESE 
resection,7 (35%) by EFR resection, 1 (5%) by STER resection . The mean operative time was (100.75 ± 
73.09) minutes, the average amount of bleeding was less than 50ml, there was no sustained activity and 
delayed bleeding. The pat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howed: 11 (9 very low risk stromal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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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low-risk stromal tumors ) ,7 diagnosis as leiomyoma,1 diagnosed as granular cell tumor, 1 diagnosis as 
inflammatory polyps .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4.70 ±2.36) days. Postoperative follow-up period (4.80 
± 4.49) months. One month, three months and 12 months endoscopy did not show residual tumor and 
recurrence.  Conclusion  Endoscopic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are safe with short-term 
efficacy, reliable, and complete resection of the lesion can be achieved with detailed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ithout serious procedure-related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 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Submuco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是胃腸道最常見的間葉源性腫瘤，在生物學

行為和臨床表現上可以從良性至惡性，免疫組化檢測

通常表達CD117，顯示卡哈爾細胞(Cajal cell)分化，

大多數病例具有c-kit或PDGFＲA活化突變。主要發生於

胃、小腸、結腸等部位；於1983年首次作為一類具有獨

立病理特徵的腫瘤被人們認識[1]，手術切除成為治療間

質瘤的主要手段，但手術創傷大，術後恢復慢，特別是

對於一些直徑較小的間質瘤(<2cm)，外科手術已漸漸失

去優勢。內鏡下切除術可以對病變進行整塊切除，具有

更高的根治切除率，而且能夠最小化切除部位，從而提

高患者的生活品質，目前越來越多被用於胃腸道早期腫

瘤的治療[2]。我們應用內鏡下切除術治療上消化道道黏

膜下隆起性病變，特別是胃腸道間質瘤，取得了較好的

療效，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收集2012年9月~2014年6月間本院經常規內鏡檢查

發現的黏膜下腫瘤患者共20例臨床資料。其中男6例，

女14例；年齡23~70（平均53.15±11.04）歲。所有患

者均行超聲內(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EUS)或

CT檢查，初步診斷為GIST的患者進行內鏡下切除術治

療。患者主要臨床症狀為上腹不適、隱痛（12例），打

嗝（1例），體檢發現7例。腫瘤直徑0.5~4.5c m（平均

1.15±0.99cm）。所有患者術前血常規、凝血常規、肝腎

功能、心電圖等無明顯異常，術前1週內未服用阿司匹林

及氯吡格雷等抗凝藥物。術前告知手術風險及收益，簽

署知情同意書。

二、手術器械

CV-260SL內鏡主機及EU-ME1超聲內鏡主機（奧林巴

斯公司，日本）GIF-H260J電子胃鏡、黏膜下注射針、

黏膜下剝離刀（KD-650LFlex刀、KD-620L Hook刀、KB-

611L IT刀）、D201系列透明帽、HX-610-090內鏡鈦夾及

凝血鉗FD-411UR（奧林巴斯公司，日本）；ICC350高頻

電切裝置及APC300氬氣發生器（ERBE公司，德國）。

三、內鏡下腫瘤切除術（包括ESE、EFR及STER）方法

1.一般處理患者的所有操作在手術室或內鏡中心進

行。靜脈注射丙泊酚誘導麻醉。上消化道手術患者常規

行氣管插管。

2.ESE及EFR主要步驟

①標記：在隆起病灶邊緣外約0.5c m處進行電凝

標記；②黏膜下注射：將3mL靛胭脂、1mL腎上腺素及

50mL Gelofusine配成的混合溶液於隆起病灶邊緣標記

點外側進行多點黏膜下注射，使得病灶充分隆起；③預

切開：沿病灶邊緣標記點預切開黏膜，以便充分顯示黏

膜下病變，利於進一步剝離腫瘤；④剝離病變：用Hook

刀切開黏膜下層，顯露固有肌層病變後，於病灶邊緣對

病變進行完整剝離，當發現腫瘤和漿膜層緊密相連，不

能分離時改雙腔胃鏡行EFR作全層完整腫瘤；⑤創面處

理：切除過程中及切除結束後，對創面顯露的小血管及

時應用氬離子血漿凝固術(argon plasm coagulation，

APC)進行預防性止血。對術中發生的穿孔或切除後病

變薄弱處採用鈦夾封閉（圖1~10，見封3）。⑥標本處

理：10%中性甲醛液浸泡送病理科檢查。同時做Actin、

CD34、CD117、DOG-1等免疫組化染色。

3.STER主要步驟

①標記：在隆起病灶以上約5cm處選擇建立長約2cm

縱型隧道開口；②黏膜下注射：將3mL靛胭脂、1mL腎上

腺素及50mL Gelofusine配成的混合溶液於黏膜下注射，

使得黏膜充分隆起；③用hook刀縱行切開上皮層直達黏

膜下層，切口長度1.5~2cm；④內鏡從切口進入黏膜下，

沿分離切口兩側的黏膜下組織於切口遠端黏膜下充分注

射，分離黏膜下組織，使含有透明帽的內鏡順利進入黏

膜下層，到達病灶後於邊緣進行完整剝離後取出標本；

⑤創面處理：切除過程中及切除結束後，對創面顯露的

小血管及時應用氬離子血漿凝固術(argon plasm coa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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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APC)進行預防性止血。從開口遠端用鈦架由遠

到近，依次關閉開口，每個鈦架間隔2~3mm，夾閉深度達

黏膜下層組織（圖11~16，見封3）。⑥標本處理：10%

中性甲醛液浸泡送病理科檢查。同時做Actin、CD34、

CD117、DOG-1等免疫組化染色。

4.術後處理術後第1天禁食禁飲，靜脈補充水、電

解質及能量，常規使用抗生素及止血藥物。觀察生命體

徵、消化道出血及腹痛、腹脹等情況。留置胃管者觀察

胃管引流液體量及顏色。如無異常，第2天可進食流質，

第3天進食軟食。術後1~3個月複查胃腸鏡瞭解創面癒合

情況。

結果

內鏡切除手術時間（自黏膜下注射至完全剝離病

變為止）為25~340分鐘，平均100.75±73.09分鐘。20個

瘤體，全部成功切除(100%)。瘤體均一次性完整剝離。

切除手術操作過程中，創面均有少量出血，平均出血量

不超過50mL，操作過程中見到出血及顯露的血管時，使

用切開刀電凝、APC或鈦夾止血，術後無持續活動性及

遲發性出血。7例(35%)EFR切除中出現主動穿孔，穿孔

大小約0.5~1.0cm，均應用多枚鈦夾及Loop荷包成功封

閉裂孔。術後給予胃腸減壓、半臥位、營養支持及防治

感染等治療，無須轉外科開腹手術。其餘術後併發症主

要表現為發熱1例、咽喉部不適10例、上腹部隱痛2例、

胸骨後痛1例。20例術前診斷為間質瘤的黏膜下病灶，

術後病理及免疫組化確定間質瘤診斷的為11例，其他診

斷為平滑肌瘤7例，顆粒細胞瘤1例，炎症性息肉1例。

11例間質瘤中（胃體2例，胃底9例），低風險間質瘤2

例（胃底），極低風險間質瘤9例。全組患者術後住院

時間2~11天，平均4.70±2.36天。術後隨訪期1~16月，

平均27.73±12.16月。1個月及3個月胃鏡檢查未提示腫

瘤殘留及復發。

討 論

胃腸道間質瘤起源於胃腸道Cajal間質細胞或其共

同幹細胞，年發病率約1/100000，無症狀間質瘤可能

更為普遍[3]。本組病例中，平時沒有症狀，因為體檢發

現的間質瘤佔到了35%(7/20)，提示一部份間質瘤並無

臨床症狀。間質瘤最常發生於胃(55%~60%)，其次小腸

(30%)，十二指腸(5%)，結直腸(5%)，食管、闌尾、膽

囊及胃腸外器官較罕見。普通消化內鏡能夠直接觀察凸

向腔內胃腸間質瘤的形態、表面、大小、腫瘤邊緣情

況，在胃腸間質瘤的診斷及隨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能

定期觀察較小胃腸間質瘤是否有長大的潛在可能性。而

超聲內鏡能夠直觀地觀察胃腸間質瘤起源於胃壁的哪一

層結構、腫瘤內部回聲結構。超聲內鏡下胃壁結構一般

分為5層：第1層為高回聲的表皮層；第2層為低回聲，

包括黏膜肌層；第3層為高回聲，為黏膜下層；第4層為

低回聲的固有肌層；第5層為高回聲，包括漿膜層或外

膜。間質瘤一般起源於胃壁的固有肌層，因此超聲內鏡

能夠對起源於黏膜下來源的腫瘤做出較準確的診斷。超

聲內鏡下胃腸間質瘤的特徵一般有黏膜潰瘍形成，形狀

不規則，腫瘤內部回聲不均勻，內部高回聲團塊，低回

聲團塊，無回聲團塊影等各種表現。當超聲顯示腫瘤邊

緣不規則，不均勻低回聲，點狀高回聲及內部囊性結構

提示腫瘤具有潛在惡性。

本組病例中，病理確診為間質瘤的11例皆發生在胃

部，佔到了55%(11/20)，符合GIST好發於胃的特點。但

是通常認為，不論大小及發生部位，GIST都具有潛在惡

性，因此對於直徑大於2cm的局限性的間質瘤，手術是

首選治療方案[4]。對於直徑小於2cm的黏膜下隆起性病

變，手術非首選，需要進一步確定是否是間質瘤[4]。間

質瘤一旦確診，即使病灶很小，也需要完整切除病變，

減少腫瘤生長及轉移的可能性，術後應進一步進行病理

分析評估危險分層。近年來隨着內鏡器械及內鏡技術的

進一步發展，在治療胃腸道黏膜下隆起性病變中逐漸得

到廣泛的應用，手術切除成功率可達90%[5]。內鏡下切除

術治療GIST的主要適應證：瘤體直徑小於5cm；輔助檢

查提示邊界清楚、質地均勻；無消化道外侵犯和腹腔轉

移徵象。目前內鏡下腫瘤切除術包括內鏡黏膜下剝離術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內鏡黏膜

下挖除術(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 ESE)、內

鏡全層切除術(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EFR)及內鏡經黏膜下隧道腫瘤切除術(submucoal tun-

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 STER)。2008年，上海復

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周平紅等[6]首先將應用內鏡黏膜下

剝離術(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器械

成功切除黏膜下腫瘤86例，並將該術式命名為內鏡黏膜

下挖除術(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 ESE)。

ESE術主要針對來源於固有肌層腫瘤，尤其是間質瘤，

但是大多數起源於固有肌層的GIST和漿膜層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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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分離，容易造成穿孔。高穿孔率限製了ESE治療GIST

的應用，2009年，周平紅[6,7]再次首創出內鏡下消化道

壁全層切除術(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EFR)治療固有肌層腫瘤，讓內鏡下完全根治性切除生長

在固有肌層的GIST成為可能。EFR是經自然腔道內鏡手術

(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NOTES)技術的初步應用，手術有兩個關鍵點，一是病變

部位的完整全層切除，二是對切除後缺損的修補。對於

和漿膜層緊密相連的GIST進行主動式穿孔以完整的全層

切除，切除後再對穿孔進行內鏡下縫合。且術中全程

採用CO2，穿孔造成的氣腹可很快吸收。對於術中腹腔

內遊離氣體過多，腹壓較高，影響呼吸者，可於上腹

部用18G穿刺針排氣減壓。本組病例有11例ESE(60%)，

7例EFR(35%)成功切除腫瘤，未發生明顯併發症，腫瘤

成功切除率為100%(20/20)，腫瘤一次性完整切除率為

100%(20/20)。手術時間平均平均100.75±73.09分鐘，主

要與腫瘤部位和腫瘤大小有關。一般位於胃底，特別是

靠近賁門的腫瘤手術難度較大，手術時間會延長。其他

手術難度較大的部位有胃體小彎側後壁、胃竇後壁及胃

角。本組研究有1例賁門部腫瘤，超聲內鏡及CT提示腫瘤

約2cm大小，考慮手術難度高，穿孔機率大，採取STER術

式切除腫瘤，術中發現腫瘤呈U型環繞賁門生長，耗時

3小時成功分離並切除腫瘤，術後發現腫瘤長達4.5cm。

STER是一項比較新的內鏡技術，它巧妙的在原有消化道

管腔內，在黏膜層和固有肌層之間建立一條人工隧道到

達腫瘤處並對之進行切除。原理主要是防止在進行消化

管腔固有肌層病變或固有肌層以外病變的內鏡手術時導

致的消化管腔與管腔外腔隙直接相通，避免消化管腔內

的氣體、液體直接進入消化管腔外組織間隙，以達到既

治療病變又防止穿孔的目的。內鏡切除術常規內鏡前端

置透明膜，操作過程中使用負壓吸引進行鈍性分離可使

操作更便利，另外對於創面顯露的小血管，即使無出

血，也要及時使用APC或電凝止血以防止術後遲發性出

血。手術結束時充分觀察創面，對薄弱創面使用鈦夾加

固[8]。常規內鏡活檢診斷GIST較為困難。超聲內鏡提示

來源於固有肌層的低回聲腫瘤有助於間質瘤的診斷，診

斷正確率可高達91.7%[9]。對比本組手術前後標本，超聲

內鏡診斷正確率僅為55%(11/20)，因此本院的超聲內鏡

水平還有待提高，故對完整切除標本進行病理學檢查，

對確定GIST的診斷顯得更為重要，並可以進行腫瘤惡性

生物學行為判斷。GIST切除術後，仍有潛在的復發轉移

可能，因此對術後患者，必須進行隨訪及複查。特別是

對腫瘤未能一次性完整剝離、創面有腫瘤殘留及病理檢

查提示惡性或潛在惡性的GIST隨訪複查可採用胃腸鏡及

超聲胃鏡檢查[10]。本組病例中，術後隨訪期1~16月，平

均27.73±12.16月。1個月及3個月胃鏡檢查未提示腫瘤

殘留及復發。綜上所述，內鏡下手術治療GIST近期療效

安全、可靠，病變可以被完整切除並提供詳細的病理學

診斷資料，無嚴重手術相關併發症[11]。但由於病例數較

少，隨訪期較短，其治療GIST的遠期療效需要進一步隨

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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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在上頜後牙區骨量不足病例使用微創液壓上頜竇內提升術植入種

植體的療效。  方法 對13例上頜後牙缺失患者（男8例，女5例）進行微創水壓上頜竇內提

升術，同期植入種植體，測量術前和術後3個月牙槽骨高度。  結果 一共植入17枚植體，剩

餘牙槽骨高度範圍在2.4~8.1mm，竇黏膜提升高度在3.3~11.0mm之間，全部病例未出現竇黏

膜穿孔，種植體成功率100%。  結論 液壓上頜竇內提升術是一種安全的微創手術方法，但

需要更多長期臨床研究來觀察。

【關鍵詞】 牙種植；微創；上頜竇提升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crestal sinus floor elevation with hydraulic 
pressure technique

LAO San Hon, ZHU Cheng Xiao Lu, GAO Jia Ye, CHEOK Ian, LIN Hua Lan, CHEN Zhao Yi, LIU Qin*
Oral & Maxillofacial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sult of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crestal sinus floor elevation 

with hydraulic pressure technique at posterior region of severe maxillary atrophy.  Methods  Transcrestal 
sinus floor elevation with hydraulic pressure and implant insertion simultaneously were carried out in 13 
patients (8 males, 5 females) with missing teeth in posterior maxillary region. A ridge bone height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3 months of surgery.   Results  17 implant were inserted, alveolar ridge height 
ranged from 2.4 to 8.1mm, distance sinus membrane lifted from 3.3 to 11.0mm.  Conclusion   Transcrestal 
sinus floor elevation with hydraulic pressure is minimally invasive and safe surgical technique, but further 
long term clinical studies are required.

[Key Words]  Dental implant; Minimally invasive; Sinus elevation

微創液壓上頜竇內提升術的臨床應用

劉臣漢 朱呈小露 高家業 卓恩 林華蘭 陳朝異 劉琴*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口腔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liuqin810910@163.com

種植牙已經廣泛地應用在牙列缺損和缺失上，但許

多病例因上頜後牙缺失，隨之出現牙槽骨吸收和上頜竇氣

化，骨的高度和寬度不足以植入種植體，這些導致了種

植難度增大和失敗率增高[1,2]。為了克服這個問題，Boyne

等[3]首次提出了通過上頜竇外側壁提升術進行骨增量，隨

後Tatum[4]進一步報導，接着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和報導

此類手術[5-9]。雖然此種方法可以顯著增加骨量，但手術

創傷較大、手術時間長[8]、術後併發症嚴重[9]。

Summer[10]在1994年提出了牙槽嵴頂入路的上頜竇

內提升術，術中主要採用骨擠壓原理，與傳統的上頜竇

外側壁入路相比較，其優點是不需要太複雜的程序，癒

合時間更短，因此被廣大醫生推崇。此外，骨擠壓技術

在提升上颌窦黏膜的同時，可以擠壓鬆質骨，改善骨質

量，提高種植體初期穩定性。但此技術基本靠醫生的經

驗和手感，容易出現竇黏膜穿孔問題。為了克服以上缺

點，各種方法和技術應運而生，其中液壓上頜竇提升術

近期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之一。

本文中，我們採用微創液壓上頜竇內提升術對上

頜後牙區骨量不足的患者進行骨增量，觀察患者術後反

應和成骨效應。

資料與方法

一、病例選擇

選擇2012年9月~2014年4月到本口腔中心就診的上頜

後牙缺失病例共13例（男8例，女5例），平均年齡是48.8

岁（範圍為26~78岁）。病例納入標準：病人身體健康並

要求種植缺失牙，能耐受牙種植手術，上頜後牙區骨量不

足以植入種植體，需要行上頜竇提升術。排除標準：夜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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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影響骨代谢的疾病，一般牙種植手術的禁忌症。

二、種植體和竇提升工具

Replace select種植體，瑞典Nobel biocare公司生

產；異種異體骨粉Bio-Oss，瑞士蓋瑞氏公司生產；液壓

上頜竇提升工具盒CAS Kit，韓國Osstem公司生產。

三、手術及修復過程

術前印模、取牙合關係，製作植牙導板，牙科CT

檢查（圖1）。

常規消毒鋪巾，阿替卡因局麻下，牙槽嵴頂切開，

分離黏骨膜瓣，修整骨面。植牙導板就位後，先鋒鑽定

位。使用 CAS Kitd 2.0mm 麻花鑽，連接比牙槽骨高度短

2mm的停止器，保證鑽頭尖端不碰及竇黏膜。隨後採用CAS

鑽配合停止器，根據擬植入種植體直徑，逐級增加鑽直

徑(800rpm鑽速)。在使用終末鑽之前，鑽子連接與剩餘牙

槽嵴高度相等的製動器，上頜竇黏膜被抬起。插入深度計

檢查上頜竇黏膜提升情況。在鑽孔中插入液壓提升器，用

3.0mL注射器緩慢注入生理鹽水1.5mL提升上頜竇黏膜，回

抽生理鹽水後用輸送器將骨粉推入窩洞內，接着使用填壓

器將骨粉壓入上頜竇內。最後根據Replace seclect的操

作指南將種植體植入上頜竇內，植入扭力大於35Ncm則連

接癒合基台穿齦式癒合，扭力小於35Ncm則採用覆蓋螺絲

埋植式癒合。術後即刻進行拍攝牙科CT檢查種植體位置方

向、黏膜提升情況和是否穿孔等（圖2）。

埋植式癒合的種植體，術後3個月行二期手術，接

上癒合基台。種植體取模後行貴金瓷牙修復（圖3）。

圖1.                  圖2.                圖3. 

2.

圖1.術前牙槽骨高度不足牙槽骨測量高度5.9mm

圖2.上頜竇提升術後同期植入種植體5.0×10mm

圖3.上頜提升術後3個月，永久修復，竇黏膜提升高度4.2mm

四、療效觀察

術後第1、3、6和12個月複診，以後每12個月複診

一次。檢查修復體螺丝是否鬆動，種植體的稳定性、牙

龈狀況、拍摄錐形束CT。

五、種植體成功標準

種植體無鬆動，X-線檢查種植體周圍無透射区，種

植後無持續的或不可逆的症狀及體徵，如疼痛、感染、

神經疾患、感覺異常及下颌管损傷。

六、上頜竇提升骨高度測量

術前採用錐形束CT測量上頜竇底植入位點近遠中的

牙槽骨高度，反覆測量3次取其平均值，獲得剩餘牙槽骨

高度的數值。上頜竇提升術後3個月，再次錐束CT檢查測

量植入位點近遠中牙槽骨高度，反覆測量3次取其平均

值，得到術後牙槽骨高度的數值。術後牙槽骨高度的數

值減去剩餘牙槽骨高度的數值得到竇黏膜提升高度數值

（上頜竇提升骨高度）。以上測量由同一醫生進行。

結 果

一共17個植牙位點進行的微創水壓上頜竇提升

術，剩餘牙槽骨高度範圍在2.4~8.1mm，竇黏膜提升高

度在3.3~11.0mm之間。1例患者在植入骨粉的過程中發

現黏膜輕度裂開，術後3個月觀察骨結合良好。所有上

頜竇提升的位點未發現黏膜穿孔。術後回訪患者，無一

腫脹，1例出現術後疼痛，服用Arcoxia 120mg後緩解。

種植體成功率100%。

討 論

上頜竇底提升是抬起上頜竇底的施耐德黏膜[10]，在

黏膜與竇底之間進行骨增量，以獲得足夠骨量來植入種

植體[11,12]。施耐德黏膜貼附在上頜竇骨邊界，是在骨膜

上覆蓋的一層薄薄假纖毛複層呼吸道上皮，它構成了上

頜竇腔重要的保護和防護屏障[13]。膜的完整性對保持上

頜竇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竇黏膜穿孔是上頜窦提升中無

法完全避免的一個共同問题。一般來說，竇提升中竇黏

膜穿孔發生率10%~35%[14-16]，有學者採用壓電超聲技術進

行骨切削可以將黏膜穿孔率降低7%[17]。本文的全部上頜

竇提升病例中，未發現上頜竇黏膜穿孔，主要有以下兩

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液壓提升系統採用的CAS鑽頭，其

中央部份凹陷及其圓弧型的設計，在各種形態的上頜竇

病例中使用都不易損傷施耐德黏膜；另一方面注入上頜

竇內的生理鹽水可以輕柔均衡地提升上頜竇黏膜，其應

用的是帕斯卡原理“施加在一個封闭不可壓缩流體的壓

力可以大小不變地傳送到流體每一部份和它接觸的表面

上。”因此，只要緩慢注射液壓提升器，就可以安全無

損地提升施耐德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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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側壁入路的上頜竇外提升術相比，上頜牙槽嵴

頂入路沖頂內提升術創傷更小，但只適用牙槽骨少量吸

收、剩餘骨高度大於或等於6mm病例，骨增量高度最多

在3~5mm之間[18,19]。因骨擠壓提升術敲擊上頜竇底剩餘

骨組織，可能會導致術後出現併發症良性阵發性位置性

眩晕[20,21]。與傳統牙槽嵴頂入路沖頂內提升術相比，微

創液壓提升系統提升施耐德黏膜範圍更大，隨後可以通

過牙槽嵴頂植入更多的骨替代材料，無需敲擊避免併發

症。同時植入更多的骨替代材料可以更好地保障種植體

長期的穩定性。本文中有10處種植位點的剩餘骨高度小

於6mm，提升骨高度範圍在3.3~11.0mm，可見微創液壓

上頜竇內提升術的適應症範圍更廣，提升高度更大，術

後並未有患者出現良性阵發性位置性眩晕。種植體植入

與剩餘牙槽嵴高度相關，傳統的上頜竇提升觀念認為，

牙槽嵴高度少於4.0mm建議採用側壁開窗外提升和種植

體延期植入，牙槽嵴高度4.0~6.0mm採用側壁開窗外提

升和種植體同期植入，牙槽嵴高度大於5.0~6.0mm採用

牙槽嵴頂入路[22]。我們認為只要剩餘牙槽嵴高度可以

滿足植入種植體的初期穩定性，就可以採用牙槽嵴頂入

路的微創液壓上頜竇內提升術同期植入種植體。剩餘

牙槽骨高度2~3mm均可以進行上頜竇提升同期植入種植

體，這個觀念與許多學者是一致的[23,24]。

本文中報導的17枚種植體成功率100%，K i m D Y

等[24]報導的結合壓電超聲預備植入窩洞微創液壓提升

上頜竇黏膜植入種植體的成功率亦達到100%；可能因為

病例數偏少和觀察年限偏小，成功率都相同地居高。因

此液壓上頜竇內提升術是一種安全的微創手術方法，但

需要更多長期臨床研究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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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超聲對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的診斷價值。  方法 運用超聲診

斷儀對35例新生兒嘔吐患者進行檢查，其中陽性患者9例，均經手術證實。  結果 9例陽性

患者均表現為典型的幽門肥厚，符合診斷標準，幽門肌壁厚度4.0mm~7.1mm，平均4.9mm；幽

門管長度16.5mm~21.9mm，平均18.7mm；幽門管直徑13.8mm~15.2mm，平均14.8mm。  結論 超

聲是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安全、簡便、可靠的診斷方法，可作為其首選影像學檢查方法。

【關鍵詞】 超聲檢查；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

Value of ultrasound in diagnosis of congenital hypertrophic pyloric stenosis

LI Jun*, LIANG Shu Min, LIN Ning, CAI Xiao Lin, YE Liu Hong, LIU Zi Yi, LAI Hai Rong
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ultrasound in diagnosis of congenital hypertrophic 

pyloric stenosis.  Methods   Study of Ultrasonography performed in 35 cases of neonatal vomiting patients 
including 9 cases of positive diagnosis and confirmed by operation.   Results    9 positive cases showed the 
typical hypertrophic pyloric imaging meeting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thickness of pyloric muscle was 
4.0mm-7.1mm,an average of 4.9mm; the length of canalus pyloricus was 6.5mm-2.19mm, an average of 
18.7mm; the diameter of canalus pyloricus was13.8mm-15.2mm, an  average of 14.8mm.  Conclusion  
Ultrasound is a safe, simple and reliable method in diagnosis of congenital hypertrophic pyloric stenosis ; 
and is preferred as first choice of imaging method.

[Key Words]  Ultrasound; Congenital; Hypertrophic pyloric stenosis

超聲對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的診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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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congenital hypertrophic 

pyloric stenosis, CHPS)是新生兒時期常見的腹部外

科疾病，佔新生兒胃腸道畸形的第3位[1]，其主要臨床

表現為出生後第2~4週出現持續性、進行性加重的噴射

性嘔吐，右上腹觸及橄欖樣腫塊。以往主要依靠腹部觸

診及X綫鋇餐檢查。但腫塊觸診率受臨床醫生的經驗和

手法及嬰幼兒自身因素（如肥胖、哭鬧等）影響而不

同，主觀性較強，X綫鋇餐檢查有輻射性及鋇劑誤吸的

危險，且不能直接顯示幽門的肥厚程度。超聲是一種安

全、簡便、可靠的診斷方法，逐漸成為新生兒嘔吐的首

選檢查方法。為進一步探討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的超

聲圖像特點及診斷價值，本文對9例經手術證實的病例

進行分析，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選擇2008年1月~2013年12月在本院因嘔吐接受超聲

檢查幽門的患兒35例，確診為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的

9例，均經手術病理證實，其中男性7例，女性2例，年

齡30~333天，平均77.2天。所有病例均有嘔吐、體重不

增、右上腹腫塊等臨床表現。

2.儀器與方法

所用儀器為美國GE公司LOGIQ 9型彩色多普勒超聲

診斷儀，探頭頻率為8~14MHz。預設條件新生兒腹部，

受檢者須禁飲奶水3小時，檢查前飲水100~150mL充盈胃

腔，患兒背部墊高，採用頭高脚低30~45度，取仰臥位

及右側斜臥位檢查，於劍突下及右肋緣下橫切面、縱切

面、斜切面連續掃查，顯示幽門短軸測定幽門直徑及幽

門肌壁厚度，顯示幽門長軸測定幽門管長徑，並同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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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觀察胃腔、胃蠕動及幽門管開放情況，動態觀察不少

於5分鐘，必要時複查[2,3]。

3.超聲診斷標準

超聲診斷標準：幽門肌壁厚度≥4m m，幽門管長度

≥16mm，幽門管直徑≥14mm[1]。

結 果

9例確診為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的患兒均有

典型的聲像圖表現：即在膽囊的左下方，胰頭右

側和右腎上方可見幽門的肌層增厚，幽門管延長，

幽門長軸切面呈橄欖狀實質性低回聲，呈“子宮

頸征”，中央黏膜及黏膜下層呈高回聲，幽門橫切

面呈“靶環征”（圖1、2）。本組9例患兒超聲測

值：幽門肌壁厚度4.0m m~7.1m m，平均4.9m m；幽門

管長度16.5m m~21.9m m，平均18.7m m；幽門管直徑

13.8mm~15.2mm，平均14.8mm。

圖1.肥厚性幽門狹窄聲像

圖2.肥厚性幽門狹窄聲像

討 論

先天性肥厚性幽門狹窄(congenital hypertrophic 

pyloric stenosis, CHPS)是新生兒時期常見的外科疾

病，是新生兒器質性嘔吐最常見的原因，它是由於幽

門環形肌層肥厚、增生，是幽門管狹窄而引起不完全

梗阻，發病率國外高達1.5‰~4‰，佔先天性胃腸畸形的

首位，內地居第3位，發病率為1/1000~1/3000，男性多

發，男女比約4~5:1，多見於第一胎足月兒[4]。目前對

CHPS的發病機制尚不十分清楚，但研究表明可能與多種

因素有關[5]。

CHPS主要的臨床症狀為進行性加重的嘔吐，若不

早期診斷及時手術，患兒極易出現營養不良及電解質紊

亂，甚至衰竭死亡，因此應及早手術治療，早期診斷是

治癒此病的前提。臨床診斷主要是根據噴射性嘔吐和上

腹部觸及腫塊的典型症狀和體徵，大多數病例可通過臨

床確診，但仍有部份患兒觸及不到包塊需要輔助檢查，

以區別有相似病史的其他疾病如幽門痙攣、胃食管反流

等。以往經典的輔助檢查為上消化道造影，確診的金指

標為幽門管長度變細變長，但其缺點是有X射綫輻射，

鼻飼鋇劑有誤吸的危險，不能直接顯示幽門的肥厚程

度。超聲具有無創傷、方便易行、可重複進行的優點，

可直接顯示幽門管的長度、直徑及幽門肌層的厚度，已

逐漸成為首選和主要的影像學方法。

患兒幽門部形態學改變是幽門壁肌組織肥厚增

大，超聲能直接顯示這種形態改變。其典型的聲像圖表

現為：幽門部胃壁呈全周性均勻性增厚，增厚的肌壁呈

低回聲；幽門管短軸切面呈“靶環征”，中心為高回

聲，四周為環狀低回聲，長軸切面呈“子宮頸征”，管

腔細窄。高頻超聲能精確測量幽門管的長度、肌層的厚

度以及幽門管的直徑。關於CHPS的超聲診斷標準，不同

的研究機構有着不同的報導，Blumhagen等曾製定幽門

肥厚的標準為幽門管長度≥20mm，幽門肌壁厚度≥4mm，

幽門管直徑≥15mm[6,7]。Rohrschneider等提出CHPS的超

聲診斷標準為幽門管長度≥15mm，幽門肌壁厚度≥3mm，

幽門管直徑≥11mm[8]。內地的一些研究認為：嬰幼兒正

常幽門肌層厚度<3mm，≥3mm可作為診斷CHPS的標準[9]。

嚴志龍等提出根據對幽門管直徑、長度和幽門肌層厚度

三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分的方法來診斷，有一定的合理

性[10]。我們在臨床工作中採用的是超聲醫學中的診斷

標準，即：幽門肌壁厚度≥4mm，幽門管長度≥16mm，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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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管直徑≥14mm[1]，同時筆者認為對CHPS的診斷，不應

以測值絕對分界，當幽門肌層厚度在臨界值時，應結合

觀察幽門整體形態和幽門功能狀態進行判斷，患兒明顯

而持續的嘔吐症狀，也具有診斷意義。

超聲診斷CHPS要注意與其他可能引起嬰幼兒幽門

梗阻的病變相鑒別，最常見的有幽門痙攣和幽門隔膜，

X綫鋇餐造影檢查有助於鑒別診斷。另外，還要注意非

梗阻性幽門肥厚，此種病例幽門肌層厚度達到診斷標

準，但不存在幽門梗阻機制，全學模[11]等報告132例幽

門肥厚患者中發現1例為非梗阻性幽門肥厚。對具有幽

門肥厚聲像但無典型臨床症狀者，應行超聲動態觀察幽

門開放情況和進行X綫鋇餐造影檢查，X綫鋇餐造影對判

斷幽門開放狀態效果肯定。

綜上所述，超聲和X綫鋇餐造影均可對先天性肥厚

性幽門狹窄作出診斷，基於超聲無創、便捷、重複性

好，可直接顯示幽門管的長度、直徑及幽門肌層的厚

度，我們認為超聲可作為診斷先天性幽門狹窄的首選影

像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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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血液透析患者中心靜脈導管相關感染的發生率和影響因素，為制

定防治對策、降低感染率提供參考。  方法 回顧性分析277例次中心靜脈置管行血液淨化治

療患者的年齡，性別，置管時間，置管方式和菌血症的關係及分析致病菌的構成比。  結果 

長期導管感染率為0.836/1000導管日，頸靜脈臨時管感染率為1.759/1000導管日，而股靜脈

臨時管感染率則為4.929/1000導管日。金黃色葡萄球菌(29.8%)是最常見致病菌，其次，白

葡萄球菌24.6%，洋蔥假單胞菌10.05%，大腸桿菌5.3%。  結論 導管相關性感染具有特異

性，洋蔥假單胞菌可能易致隧道感染，拔管是治療的主要措施，應個體化防治。

【關鍵詞】 血液透析；導管相關性感染；致病菌

Clinical analysis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related infec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PENG Hong Quan , XIAO Hong, TSAI Tsung Yang* , AO leng Chi Wa, PENG Li,  HUN Wai Chan, IONG Iok In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cidence, risk factors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related 

infec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and provide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the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related infection among total 277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our dialysis unit.   Results  Among the 277 cases with CVC, the incidence of the 
long term catheter is 0.836 episode per 1000 catheter days, jugular vein catheter is 1.759 episodes and 
femoral vein catheter is 4.929 episodes per1000 catheter days. As to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 Staphylococcus 
aureus,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 account for 29.8% ,followed by staphylococcus albus ( 24.6%), then 
Pseudomonas cepacia (10.05%), E.coli (5.3%),and the other pathogens.  Conclusion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related infection is specific, extubation is still the main measures to treat the infection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individualized.

[Key Words]  Hemodialysis;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related; Infection pathogenic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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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通路是血液透析病人的生命線，應用中心靜

脈導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是建立血液透析血

管通路的主要方法之一。而留置導管最常見的併發症是

導管相關性感染，會導致敗血症，甚至患者死亡。本文

分析了本中心近年來277例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CVC使用

情況，相關感染的發生率、菌群分佈及相關影響因素，

為CVC相關感染防治提供經驗。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10年~2011年期間，應用CVC進行血液透析患者

共277例，男性155例，女性122例，年齡15~94歲，平均

年齡63.76±10.1歲，≥65歲的高齡患者143例(51.78%)。

其中合併糖尿病85例(30.68%)，無合併糖尿病192例

(69.32%)。

二、CVC建立方法

長期導管：有Mahurkar cuffed catheter（美國

Kendall Healthcare）和Pourchez Retro Silicone 

Twin Lumen Chronic Hemodialysis Catheter（美國

SPIRE BIOMEDICAL）兩類。兩種導管均為矽膠材質。留

置過程在外科手術室進行，常規建立皮下隧道，術中床

邊行X線檢查確定位置。

臨時導管：Gamcath（瑞典Gambro）。導管穿刺留

置操作在血透中心手術室進行，利用Seldinger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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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按無菌操作規程行CVC置管。

三、診斷標準

導管感染分為導管出口處感染、隧道感染和導管

相關性血源性感染(catheter 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s, CRBSI)。

出口處感染：表現為局部滲出、紅、腫、硬，一

般無全身症狀、血培養陰性。

隧道感染：除局部滲出、紅、腫、熱、痛外，有

時有波動感，可伴隨全身症狀，血培養可呈陽性。

CRB S I：患者出現寒戰、高熱、血白細胞明顯升

高，大多在透析期間出現，導管血培養細菌陽性和

（或）拔除的導管細菌培養陽性。

四、統計學分析

採用SPS S.17 0統計軟體處理和分析資料，計量資

料以X±S表示，計數資料採用卡方檢驗，以P<0.05為差

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CVC使用基本情況

應用CVC用於透析治療者共277例次，其中長期導

管111例次（僅1例次股靜脈，其餘均是頸內靜脈），頸

靜脈臨時管95例次，股靜脈臨時管71例次。用內瘻透析

者多數先用臨時導管或長期導管過渡，用長期導管過渡

至內瘻者54例，而用臨時導管過渡至內瘻者47例，其間

內瘻和CVC同時存在者85例。

二、CVC感染情況

長期導管共留置27526導管日，平均248.00導管日，

感染23例，感染率20.7%（0.836/1000導管日），其中菌血

症8例，發生率7.2%（0.291/1000導管日），導管出口感

染15例，其中3例發展為隧道感染。頸靜脈臨時管共留置

9094導管日，平均95.73導管日，感染16例，感染率16.8%

（1.759/1000導管日），其中菌血症7例，發生率7.4%

（0.77/1000導管日），出口感染9例。股靜脈臨時管共

留置3449導管日，平均48.58導管日，感染17例，感染率

24%（4.929/1000導管日），其中菌血症5例，感染率7.0%

（1.450/1000導管日），出口感染12例。長期導管與股靜

脈臨時管感染率比較（X=5.123，P=<0.05）。在277例次

CVC中，其中糖尿病患者85例，28例感染，感染率32.9%，

而非糖尿病192例次，28例感染，感染率14.6%。糖尿病與

非糖尿病CVC感染比較（X=12.310，P=<0.01）。

三、致病菌分佈

57例次患者細菌培養陽性(其中1例出現兩種細菌

混合感染)：革蘭陽性菌42例，佔73.7%，其中金黃色

葡萄球菌17例，佔29.8%，而其中耐甲氧西林的金黃

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7例，佔12.3%，白葡萄球菌14例，佔

24.6%；革蘭陰性桿菌15例，佔26.3%，洋蔥假單胞菌6

例，佔10.05%，大腸桿菌3例，佔5.3%。其他不常見的

包括：溶血葡萄球菌2例，頭狀葡萄球菌2例，棒狀桿菌

2例，綠膿假單胞菌2例，緩慢葡萄球菌1例，沃氏葡萄

球菌1例，玫瑰庫克菌1例，糞腸球菌1例，無乳鏈球菌1

例，鮑曼氏不動桿菌1例，肺炎克雷伯氏桿菌1例，魯氏

不動桿菌1例，路鄧氏葡萄球菌1例。

討 論

CVC分為隧道式帶cuff長期留置透析雙向管(長期

導管)和非隧道式(臨時導管)兩種。導管失敗常見原

因就是導管相關性感染。K-DOQI指南推薦內瘻作為首

選血管通路，但特定情況下仍需使用CV C作為血管通

路[1]。長期導管仍是血液透析患者較為安全和維持時

間較長的血管通路[2]。此次入選的277病例，平均年齡

63.76±10.1歲。受高齡，糖尿病，血管硬化及鈣化等因

素影響，患者血管條件差，建立內瘻較困難，因此，

111例次(29.29%)曾使用長期導管透析，成為本中心血

管通路的重要組成部份。

感染是導管應用的常見問題，致病菌主要是革蘭

陽性細菌，尤其是金黃色葡萄球菌和白色葡萄球菌，

主要來源於皮膚表面[3]。國外文獻顯示：2/3革蘭陽性

菌主要是金黃色葡萄球菌和白色葡萄球菌[4]。本組革蘭

陽性菌佔73.7.%，金黃色葡萄球菌和白色葡萄球菌共佔

54.4.%，與上面文獻報導大致相符。需要警惕的是，近

年來MRSA感染增長速度很快，MRSA感染的死亡率較高，

尤其是老年患者。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破壞了皮膚黏

膜屏障完整性，由於其免疫功能缺陷，MRSA感染風險很

高[5]。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調查顯示，高達4.52%，

較正常人高很多倍[6]。而本組資料MRSA感染者7例，佔

1.85%，一旦確診為MRSA均拔除導管，同時給予萬古黴

素治療，谷濃度應維持在15~20mg/L，因透析可部份清

除萬古黴素，每次透析後追加500mg[7]。

若懷疑CRBSI，行血培養後立即行經驗性抗生素治

療，等待血培養結果再調整方案[8,9]。首先靜脈應用萬

古黴素治療革蘭氏陽性菌及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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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聯合應用氨基糖甙類和第三代頭孢治療革蘭氏

陰性菌感染[10]。本組病例CRBSI20例，其中臨時導管12

例，長期導管8例。臨時導管立即拔除，但由於選擇長

期導管患者多由於血管通路難以建立，均先予抗生素治

療，並根據血培養結果再調整用藥，若治療無效，再予

拔管。8例長期導管菌血症中，6例靜脈用藥無效，最終

拔管，2例靜脈用藥治癒。

研究發現洋蔥假單胞菌感染，容易進展成隧道感

染，其原因尚不詳。10例長期導管出口處感染，7例治

癒，但3例發展為隧道感染，均為洋蔥假單胞菌感染，

需拔除導管處理。其因果關係尚有待進一步擴大病例

數、延長觀察時間深入研究論證。

長期導管在皮下埋置滌綸套埋防止細菌感染及導管

移位脫位，易固定，區域皮膚菌落相對較低，感染率相

對低。頸靜脈臨時管不易固定，導管頭端易因頸部活動

而移動，對穿刺部位皮膚造成持續刺激，導致感染率相

對較高。在本組資料中，長期導管的感染率0.863/1000

導管日，低於頸靜脈臨時管感染率（1.759/1000導管

日），保留時間相對較長，本中心有1例長期導管使

用達5年以上。相關文獻報導，長期CRBSI的發病率為

2.5~5.5/1000導管日[11]。另有文獻報導，長期導管兩週

內發生CRBSI的發生率明顯低於臨時導管2.9vs12.8/1000

導管日[12]。而本組病例長期導管感染率為0.291/1000導

管日，明顯偏低於上述報導，可能與下述原因相關：(1)

本院置管在中央手術室進行，嚴格無菌操作[13]；(2)術

後傷口每日換藥，每次透析均嚴格按本院標準流程處

理；(3)肝素帽一次性使用，避免了消毒不嚴及減少接觸

機會；(4)血液透析過程為主要感染源，本院透析中心護

理人員相對固定，透析操作流程嚴格規範。

留置部位也是導管感染的主要相關因素，有

資料顯示感染發生率，頸靜脈導管比股靜脈導管低

（5.6vs7.6/1000導管日）[12]。本組病例頸靜脈臨時管

感染率（1.759/1000導管日）明顯低於股靜脈臨時管感

染率（4.929/1000導管日），其原因可能跟股靜脈臨近

會陰部，皮膚寄生菌群多，易受排泄物污染有關。

糖尿病也是導管相關感染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

本組糖尿病組的感染率(32.9%)明顯高於非糖尿病的感

染率(14.6%)(P<0.05)，可能與糖尿病患者營養免疫力

較低、營養狀況較差等原因有關。

其他引起C V C相關感染原因包括無菌操作不嚴

格、患者不注意衛生、不重視置管部位的觀察和護理

等[13,14]。因此，可考慮在血液透析後，每週使用一次重

組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rt-PA)封管，明顯減少導管

失功及感染[15]。醫護人員需要細心照護，作好患者及

家屬的宣傳教育，作好衛生防護。

（本文編輯：陳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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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慢性鼻竇炎鼻息肉(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外周血嗜酸

性粒細胞(eosinophils, Eos)表達及臨床意義。  方法 選擇2013年1月~2014年4月入院手術

的54例慢性鼻竇炎鼻息肉患者為觀察組，同期入院的鼻中隔患者43例為對照組，兩組患者均

抽取外周血進行Eos檢測，並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果 鼻竇炎鼻息肉組Eos外周血水平明顯

高於對照組，差異有顯著性(P<0.05)。  結論 CRS黏膜的炎症狀態與嗜酸細胞存在密切相關

性，外周血嗜酸細胞檢測簡便易行，對於鼻竇炎術後指導藥物治療和判斷預後有臨床意義。

【關鍵詞】 慢性鼻竇炎；鼻息肉；嗜酸性粒細胞

The clinical analysis and significance of blood eosinophil count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nd polyps

LUO Jun Ji, LIU Shui Ming*, ZHANG Quan Zhao, HE Zhuo Jun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gy-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blood eosinophil count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nd polyp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3 to April 2014, 54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we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same period deviated nasal 
septum admitted 43 patients were the control group. In both groups blood eosinophil count were taken for 
statistic analysis.   Results   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s group, the blood Eos was higher (P<0.05), ther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re is a correlationship between CRS mucosal inflammation and 
Eso level. Peripheral blood Eos level is simple and easy to detect. There i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medication 
guidance and prognosis determination of sinusitis postoperation.

[Key Words]  Sinusitis; Nasal polyps; Eosinophils

慢性鼻竇炎鼻息肉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分析及臨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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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竇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是

耳鼻咽喉科的常見病、多發病之一，常因疾病的遷延

不癒、反覆發作而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其發病機制

至今還未徹底清楚，許多組織病理研究證明CRS鼻竇黏

膜組織中大量慢性炎症細胞浸潤，其中嗜酸性粒細胞

(eosinophils, Eos)及其釋放的毒性顆粒蛋白及炎性介

質是引起鼻竇黏膜炎症發生、發展和遷延的重要原因之

一[1]，對Eos及其細胞因子的認識，成為研究CRS機制的

熱點之一。現通過回顧性分析本院CRS患者術前外周血

中Eos，探討Eos在CRS發病機制中的作用。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隨機抽取2013年1月~2014年4月，在本院耳鼻咽喉

頭頸外科擬接受鼻內鏡手術治療的慢性鼻竇炎鼻息肉

患者共54例，男37例，女17例，平均年齡40歲。對照組

為同一時期在本科接受鼻中隔矯正術的患者共43例，其

中男37例，女6例，平均年齡39歲。兩組患者均無全身

疾病、變態反應病史、真菌性鼻竇炎、上頜竇後鼻孔息

肉、鼻竇囊腫，既往有鼻竇手術史的患者均排除。

二、標本採集

所有患者均接受手術治療，於術前常規採集靜脈

血2~3mL，送檢驗科行全血計數，手術按照鼻竇CT掃描

提示病變範圍實施，分別統計兩組患者血嗜酸粒細胞比

例，將兩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

三、統計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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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SPSS17.0軟件進行分析，Eos的表達對比採用

t檢驗，P<0.01為顯著性差異。

結 果

慢性鼻竇炎鼻外周血Eos濃度在0.011~0.18 IU/L，

均數為0.05620IU/L，鼻中隔偏曲組外周血Eos濃度在

0.01~0.06IU/L，均數為0.02069IU/L。

表1.鼻內鏡手術組與鼻中隔手術組嗜酸細胞表達水平比較

組別 例數(例) 外周Eos含量(IU/L)

慢性鼻竇炎組 54 0.05620

鼻中隔偏曲組 43 0.02069

P<0.01     95%的置信區間為（0.033033, 0.052989）

討 論

炎症反應主要特徵是大量的炎性細胞從外周血循

環向炎症部位轉移，作為炎性細胞之一的Eos與慢性炎

症和變態反應有明顯關係，在組織中當Eos被激活時，

其黏附於血管內皮細胞，並開始穿過內皮轉移至組織

間隙，釋放大量的鹼性蛋白、白三烯和Eos陽離子等活

性物質及過氧化物酶等調節因子，這些物質對致病物或

寄生物發揮毒性作用的同時，也都對周圍組織產生破

壞作用，增加血管滲透性和超氧化物調節的組織破壞，

造成局部上皮組織損傷，因此，Eos是炎症過程的關鍵

因素[2]。Eos的浸潤常伴隨呼吸道上皮脫落、基底膜增

厚、黏液細胞增生和間質水腫[3]。

CRS是一類異質性疾病，無論是否伴有鼻息肉，均

以鼻黏膜的增殖性炎症為特徵，變應性因素的存在使

竇口鼻道複合體等部位及鼻竇黏膜處於高反應性狀態，

黏膜持續腫脹，滲出物增多，竇口縮窄、阻塞，造成

竇腔內缺氧環境，PH值降低，有利於病毒感染和細菌

增殖，使疾病遷延不癒[4]。參與其中炎症反應的Eos在

CRS臨床表現上有特殊性因而成為研究的熱點。在以往

的資料中，對Eos在鼻息肉中的表達[2,5]及鼻分泌物中的

表達[6,7]進行較多的研究，而對外周血Eos變化的研究較

少，本研究在排除了全身變應性疾病的條件下，對CRS

患者與鼻中隔偏曲患者是否伴有Eos浸潤進行對照性分

析。與鼻中隔偏曲患者相比較，慢性鼻竇炎鼻息肉患者

外周血Eos明顯高於鼻中隔偏曲組，具有統計學意義。

提示CRS黏膜的炎症狀態與Eos存在密切相關性，作者

認為非變應性的CRS中可能仍存在局部變態反應，變應

原刺激引起Eos浸潤，致外周血Eos升高，外周Eos的升

高，又通過Th2細胞因子的釋放、遷徙、移行到炎症反

應黏膜中，加重炎症的程度、延長炎症的時間，使疾病

呈惡性循環，遷延不癒。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Eos浸

潤在鼻息肉的發生、發展和復發過程中可能發揮作用，

王明婕等[8]認為外周血Eos比例可作為門診診斷評價CRS

的可行性指標，而筆者認為因外周血Eo s檢測簡便易

行，它的臨床意義更在於指導藥物治療和判斷預後，當

然，進一步研究還應對患者的預後與Eos浸潤程度的相

關性做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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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兒童面神經炎臨床分析。  方法 對本院2000年1月~2013年12月診斷的

45例兒童面神經炎病例進行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治療效果分析。  結果 45例兒童面神

經炎均為周圍性面神經炎，經過綜合治療絕大多數(96%)可治癒。  結論 兒童面神經炎在澳

門地區是兒童神經系統較常見的一種疾病，多有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先驅疾病，實驗室檢查

及影像學檢查多無異常發現，經過藥物、物理治療等可取得良好療效。

【關鍵詞】 兒童；面神經炎；臨床分析

Clinical analysis of 45 cases of pediatric facial nerve palsy

SONG Dong Qi*, VONG Kit Hing, JIE Jua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Clinical data analysis of children facial nerve palsy.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incl. clinical symptoms, laboratory data and clinical outcome) of 45 cases of children facial nerve 
palsy incurred, which were diagnosed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an 2000 to Dec 2013,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ll 45 cases of facial nerve palsy were peripheral type. Most of patients (96%) were 
recovered after treatment.  Conclusion  Facial nerve palsy (peripheral type), also called Bell’s palsy, is a 
common disorder of pediatr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in Macau. Upper respiratory viral infection was usually 
found before nerve palsy. The laboratory findings and image studies are usually normal. The prognosis for 
recovery in children is good after medication and physical therapy treatment.

[Key Words]  Children; Facial nerve palsy; Clin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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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神經炎是成人常見神經系統疾病，但在兒童發

病率不及成人。本文就兒童面神經炎45例進行臨床分

析。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院兒科自2000年1月~2013年12月共收治兒童面

神經炎45例，男20例，女25例，年齡：0~3歲13例，3~6

歲13例，6~9歲7例，9~13歲12例。

二、臨床表現

左側面神經炎29例，右側面神經炎26例。有上感

史30例，中耳炎1例，扁桃體炎2例，鼻竇炎3例，篩竇

炎1例。

三、輔助檢查

本組病例中30例做腦影像學檢查，其中25例做MRI

檢查，5例做腦CT檢查。結果發現：鼻竇炎3例，篩竇炎

1例，餘均正常。

四、診斷標準

所有病例均參照面神經炎診斷標準診斷[1]。

五、治療

均予腎上腺皮質激素，口服潑尼松1mg/kg/日或靜

滴地塞米松0.2~0.5mg/kg/日或甲基潑尼松龍1mg/kg/日

連用7~10日，輔以VitB6、VitB12、ATP等治療，全部給

予物理治療和功能訓練，約5/45（9%）給予針刺療法。

結 果

經過上述綜合治療：療程1~6月有35/45例(78%)痊

癒。療程6月~1年43/45病例痊癒(96%)，2例隨訪3年仍

有輕度面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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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兒童面神經炎又稱：特發性面神經炎、周圍性面

神經炎、周圍性面癱，是指兒童頭顱莖乳突內孔急性非

化膿性面神經炎，出現周圍性面神經麻痹的臨床表現。

該病病因未完全明確，據有關資料報導，可能同感染、

局部血管血供障礙、免疫、局部機械因素等有關，造

成局部面神經組織水腫，發生神經功能障礙，任何年

齡均可發病。但以20~50歲最多[1]，兒童發病率較成人

低[2]。男<女，均為單側，發病突然，癥狀1~2天內達高

峰，多表現為一側面部表情肌癱瘓，額紋消失，不能皺

眉，眼裂擴大，眼瞼不能閉合或閉合不全，病側鼻唇溝

變淺，口角下垂，口涎外流，露齒時口角歪向健側，因

損害病變部位不同，部份病人可出現味覺障礙，聽覺過

敏，Hunt綜合症等，部份病人患側淚液分泌減少和面部

出汗障礙等[2]。

本病診斷實驗室和影像學檢查無特殊異常，根據

突然起病，面神經周圍性癱瘓表現即可明確，但應與急

性感染性多發性神經根神經炎，後顱窩病變及腮腺頜後

區病變侵犯面神經引起周圍性面神經癱瘓相鑒別。

治療主要是改善局部血循環，促使局部水腫、炎

癥消退，幫助恢復面神經功能，採用藥物（皮質激素、

維生素B族、營養神經藥），物理治療，針刺療法，

功能訓練，高壓氧等治療[3]。一般發病2~3週後開始恢

復，1~2個月癥狀明顯好轉或消失，部份病人則需經數

月才能恢復，多數以上病人可能完全恢復，而較少數不

能完全恢復者可出現患側面肌痙攣或聯帶運動（鱷魚淚

征和耳顳綜合症），若發病2年不恢復，可考慮面-側

神經或面-膈神經吻合術[4]。

本組45例兒童面神經炎，發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

35例(35/45)，左側面癱>右側面癱（左29，右16），

女>男（女25，男20），全部實驗室檢查無特殊異常，

全部給予激素、維生素B族、ATP治療，部份給予理療

(30/45)，針刺療法(5/45)等治療，23例(23/45, 51%)2

個月完全恢復，40例(40/45, 89%)在6個月完全恢復，

43例(43/45，96%)在1年完全恢復，超過2年未完全

恢復者僅2例(2/45, 4%)。澳門兒童面神經炎臨床特

點：1.發病多與上呼吸道感染有關。2.女>男。3.兒童

面神經炎經治療後療效良好，絕大多數可完全恢復。

4.針刺療法對兒童面神經炎療效有待更多病例報導。

黃如訓, 梁秀齡, 劉焯霖. 神經病臨床.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6:200~201.

繆曉路, 葉穎. 特發性面神經麻痹伴不同類型眩暈. 中國實用神經

疾病雜誌, 2010; 15(7):107~108.

張香菊, 王強. 高壓氧綜合治療特發性面神經麻痹123例療效分析. 

重慶醫學, 2008; 37(9):903~904.

梁玉芳. 特發性面神經麻痹的臨床分析. 中國現代藥物應用, 2010; 

4(19)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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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脾臟的胰體尾切除1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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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圍手術期輸血量，死亡率，住院時間上無差別，

但聯合脾切除組的術後併發症發生率明顯升高，多因素

分析顯示脾切除是術後併發症發生率差異的唯一影響因

素。因此，盡力保留脾臟以保護胰腺腫瘤患者的免疫功

能，對加快術後恢復，推遲腫瘤復發，改善預後等方面

有重要意義。保留脾臟的胰體尾切除術應作為胰體尾腫

瘤的首選術式。

保留脾臟的胰體尾切除術不僅適合用於胰體尾良

性病變，如胰腺假性囊腫，胰島素瘤及胰腺外傷等，而

且適合用於脾臟及脾動靜脈未受侵襲的胰體癌。當胰腺

實性腫瘤直徑超過4cm後，腫瘤侵及周圍重要血管的概

率顯著增加，手術切除機會明顯降低，因此術前判定胰

體尾部腫瘤的大小及其與脾血管，脾實質之間關係是能

否施行保留脾臟手術的關鍵[4]。

目前，內地學者報導保留脾臟的胰體尾切除術大

多為開放性手術[5]，術中多採用自胰頭向胰尾分離的方

法。我們術中採取自胰體下緣至胰尾再到胰體上緣之逆時

針方向分離的方法，針對該手術最重要的步驟分離脾血

管。我們的方法可直視下手握胰體從前後兩個角度分離血

管並加以保留，其較單一角度分離血管之準確度高，從

而增加了保脾成功率，從本例之結果來看，是令人滿意

的。另因胰臟腫瘤之特殊性，需注意術中快速冰凍病理

檢查與術後石蜡病理檢查，可能出現之結果不同情況。

胰體尾+脾切除一直是治療胰體尾病變的經典術

式，由於脾臟同胰腺關係緊密，操作時易損傷，因此

保留脾臟的胰體尾切除難度大。本院收治1例胰體尾腫

瘤，行保留脾臟的胰體尾切除術。現報導如下。

患者 男性，33歲，因“左上腹痛4小時”入院，腹

部CT示胰腺體尾部見一類圓形稍低密度灶，邊緣欠清，範

圍約1.6cm×1.6cm，性質待定，腺瘤？查腫瘤指標：CEA、

AFP、CA-199等均在正常範圍之間。診斷為胰體尾腫瘤，

於2014年5月14日在全麻下行保留脾臟的胰體尾切除。

上腹部屋頂切口，探查腹腔，於胃網膜血管弓外

切開胃結腸韌帶，保護胃網膜左動脈。將胃翻向上方，

充分顯露胰體尾部。術中B超檢查於胰腺表面探查病變

部位及其周圍之血管關係，排除腫瘤侵襲脾臟及脾血

管。沿胰體下緣游離胰體至胰尾，分離胰體尾與脾血管

間隙至欲切除胰體尾部位，切斷脾動脈向胰體尾供血

分支，保留脾動靜脈。切除胰腺體尾部，關腹前再次觀

察脾臟色澤，確認脾臟無梗死征象，胰創面無滲液/血

後，關閉腹腔。

患者成功完成保留脾臟的胰體尾切除術，手術時

間為250分鐘，術中出血量為100mL，術後恢復好，病理

示：病變符合神經內分泌腫瘤。

討 論

胰腺腫瘤早期缺乏特異性的臨床表現，其早期診

斷是長期困擾普外科醫生的難題，對經常出現上腹部不

適，消瘦，尤其是出現腹部隱痛症狀者，應警惕胰腺腫

瘤的可能。綜合應用B超、CT、MRI可診斷直徑1cm以上

的胰腺腫瘤。必要時可行超聲內鏡下穿刺活檢。

傳統觀點對胰體尾腫瘤，尤其是胰體尾癌而言，

多採取胰體尾加脾切除術，原因主要是對脾臟功能認識

不足；擔心保脾手術範圍達不到根治性切除；保脾手術

操作複雜，易發生致命性出血等。據文獻報導，胰體尾

癌的切除率只有10%~20%[1]，而這其中適合行保脾臟的

胰體尾切除術的病例數更少。Carrere等[2]和Shoup等[3]

對保脾組和聯合切脾組進行對比分析顯示，兩組在手術

Brennan MF. Pancreatic cance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0;15:13-16.

Carrere N, Abid S, Julio CH, et al. Spleen-preserving distal 

ppancreatectomy with excision of splenic artery and vein; a 

case-matched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distal pancreatectomy 

with splenectomy. World J surg, 2007; 31(2):375-382.

Shoup M, Brennan MF, Mcwhite K, et al. The value of splenic 

preservation with distal pancreatectomy. Arch Surg, 2002; 

137(2):164-168.

Kimura W, Moriya T, Ma J, et al. Spleen-preserving distal 

pancreatectomy with conservation of the splenic artery and 

vein.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7; 13(10):1496-1499.

鮑世韵, 余小舫, 鄭錦鋒, 等. 保留脾臟腹腔鏡胰尾腫瘤切除術5

例報告. 中國實用外科雜誌, 2006; 26(8):61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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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性胸腺瘤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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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不同病例中變化很大。上皮細胞常常顯示鱗狀特

徵，胞漿嗜酸性，中等量。核卵圓形，空泡狀，核仁

小而明顯，核分裂非常低。梭形細胞束狀或席紋狀排

列，細胞形態温和。局部梭形細胞與上皮細胞逐漸融合

或以梭形細胞為主。免疫組化顯示上皮細胞CK和EMA陽

性，CD5陰性。梭形細胞CK和EMA局灶弱陽性或陰性，而

vimentin陽性，Actin表達不一致。Ki-67顯示細胞增生

指數<5%，腫瘤內淋巴細胞量很少，為成熟的T淋巴細胞

（Tdt陰性）[7]。應用對比基因組雜交未見腫瘤有遺傳

學改變[8]，提示這種腫瘤與A型或AB型胸腺瘤的關係比

與胸腺癌或B3型胸腺瘤的關係更密切。

化生性胸腺瘤國際疾病分類編碼(ICD-10 code)為

8580/1，定為交界性或生物學行為未定腫瘤[1]。腫瘤全

切後預後多很好。但Yoneda等隨訪的11名患者中，10名

患者生存良好，1名患者在14個月時局部復發，6年時死

亡[4]。化生性胸腺瘤至今報導的例數不多，預後情況還

有待積累更多的病例和長期隨訪。

患者 女性，60歲。因呼吸道感染症狀來本院就

診，CT示右前上縱隔腫瘤，胸腺瘤可能。體檢無重症肌

無力表現，。入院後在全麻下行右上縱隔腫瘤切除術。

送檢組織大小7.7×4.5×3.5c m，內見一灰黃灰白

色腫物，最大徑約5c m，有纖維性包膜。切面呈灰黃

灰白色，質中，局灶見小囊樣結構，最大的囊直徑約

1.5c m。顯微鏡下腫物邊界清楚，由相互吻合的卵圓

形或多角形上皮細胞島和束狀排列的梭形細胞構成，

這兩種成分相互纏繞，形成特殊的雙相性結構。上皮

細胞可見小核仁及嗜酸性胞漿，部份上皮細胞呈鱗狀

細胞樣，但細胞間無間橋，無角化珠。細胞核分裂少

(1/10HPF)，腫瘤未見分葉狀結構、未見豐富的淋巴成

份及明顯的腺管狀結構。免疫組織化學染色：腫瘤細胞

上皮細胞CK陽性，EMA局灶弱陽性，CD5陰性，CD117陰

性，Vimentin陰性，Calretinin陰性；梭形細胞Vimen-

tin陽性，CK局灶弱陽性，EMA局灶弱陽性，CD5陰性，

CD117陰性，Calretinin陰性。Ki-67呈低增生指數（約

2%），腫瘤內散在的淋巴細胞Tdt陰性。患者術後隨訪

至今已6個月，未見腫瘤復發。病理診斷：化生性胸腺

瘤(metaplastic thymoma)。

討 論

化生性胸腺瘤，非常罕見類型的胸腺上皮腫瘤，

具有獨特臨床病理特徵，這種類型的胸腺瘤先後有不同

的診斷名稱，如胸腺瘤伴假肉瘤樣間質、低級別化生性

癌、雙相分化胸腺瘤等，現被WHO(2003)正式命名為化

生性胸腺瘤[1]。患者多為成人，以男性為主。多數患者

無症狀，偶爾發現前縱隔包塊，一些患者伴有咳嗽、

胸痛或呼吸困難等非特異性症狀，偶有重症肌無力[2]。

腫瘤常處於早期（Ⅰ期75%，Ⅱ期17%，Ⅲ期8%）[3]，可

侵犯鄰近組織，可術後復發[4]。影像學PET/CT檢查顯示

腫瘤18F-FDG高攝取陽性[5]。金梅等人報導腫瘤最大徑

為6~16cm[6]。組織學上，腫瘤呈雙相性結構，表現為相

互吻合的卵圓形或多角形上皮細胞島和小樑與梭形細

胞束相互纏繞。這兩種成份的比例在同一腫瘤不同區

Chan JKC, Zettl A, Inoue M, et al. Metaplastic thymoma. In: Travis 

WD, Brambilla E, Muller-Hermelink HK, et al. (eds) Pathology 

and genetics. Tumors of the lung, pleura, thymus and heart.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 IARC Press, Lyon, 2004: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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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Korean J Pathol. 2012; 46(1):92-95.

Suster S, Moran CA, Chan JK. Thymoma with pseudosarcomatous 

stroma: report of an unusual histologic variant of thymic 

epithelial neoplasm that may simulate carcinosarcoma. Am J Surg 

Pathol 1997; 21:1316-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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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cinoma of the thymus. Histopathology 1999; 35: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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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反覆短陣室速發作，發作時心室率較前減慢，期間

再次發生除顫9次，經追加胺碘酮劑量(150mg)後，室速

發作逐漸減少，至次日淩晨後無室速再發，但仍有頻發

室性早搏，加用胺碘酮口服200mg tid及加大倍他樂克

緩釋片用量至100mg bid治療，同時逐漸將靜脈胺碘酮

減量停用。患者經多次電擊後轉為竇性心律，將起搏器

程控為DDDR房室順序雙心室同步起搏。。

討 論

擴張型心肌病患者心律失常發生率較高，以室性

心律失常、房顫、房室傳導阻滯及左束支傳導阻滯多

見，而室性心律失常為猝死的主要原因。

大部份研究表明，CRT有益於改善心臟的結構重構和

電重構，心力衰竭患者因左室收縮功能降低而產生的如神

經信號介質、鈣穩態、心肌缺血等致心律失常基質可因左

室結構、功能重構逆轉而改善[1]。然而，沒有直接電生理

指標能證實是由於降低複極離散所致的複極重構改善。

文獻報導室性心律失常多出現在開啟左室心外膜起

搏的數小時至數天內[2,3]，在缺血性心肌病患者中的發

生率為3.4%~4%，然而，在擴張型心肌病患者中尚未有所

報導。本例患者此次出現電風暴，發作時起搏器模式為

VVIR，雙心室起搏；室速形態與CRTD術前室速形態不一

致，最初考慮是否為雙心室起搏後心室TDR增加，引起室

性心律失常的發生及加重；但結合患者當時存在低鉀血

症、精神高度緊張、焦慮、恐懼，交感神經過度激活等因

素存在，且此前10個月停用胺碘酮，處理上仍先給予藥物

治療。胺碘酮可延長QT間期，但其很少導致尖端扭轉型室

速的出現，故對該例患者予以胺碘酮抗心律失常，同時積

極補鉀、加大β受體阻滯劑用量，加用鎮靜、抗抑鬱藥物

劑量等處理，使患者室性心律失常逐漸控制。

當CRT-D術後電風暴反覆發作，藥物療效不佳時可

選擇射頻消融治療，局灶性起源w折返機制均可能成為

誘發機制，並被臨床射頻消融術中的電生理檢查發現證

實[4]。起搏拖帶標測VT峽部和基質標測消融均可作為在

考慮範圍內的措施。

患者 男性，63歲，因“突發頭暈、乏力伴胸前電

擊感2小時於2012年10月8日20時就診入院。患者曾因反

覆多次氣促、浮腫住院治療，確診擴張型心肌病，心功

能不全(NYHA Ⅱ~Ⅲ級)，平時規律服藥治療。2010年1月

心臟彩超提示：LVDD67mm, LVDS56mm, LVEF 34%；心電圖

為竇性心律，陣發性房顫、房撲，多源性室早，短陣室

速，室內傳導阻滯。並於2010年1月置入CRT-D起搏器；

術後心電圖示：雙心室起搏；術後患者自覺症狀明顯

好轉，半年後心臟彩超示：LVDD66mm, LVDS44mm, LVEF 

50%。CRT-D手術後5個月，患者再次出現陣發性房顫、房

撲，起搏器表現頻繁的模式轉換，最多達30餘次/天，

曾用胺碘酮靜脈及口服轉複心律均未成功，患者拒絕

電轉複心律，但藥物治療後Holter檢查短陣室性心動過

速及室性早搏明顯減少，之後維持量胺碘酮200mg qd治

療，將起搏器設為VVIR模式，起搏器治療處方為：將心

室率141~180bpm設為VT區，大於181bpm設為VF區；落入

VT區的室性心律失常先給予3個序列的ATP治療，ATP上

限頻率為181bpm，如仍未轉複，將依次予以20J，36J及

36J×2的電擊複律。落入VF區的室性心律失常將直接依

次給予36J，36J及36J×4的直流電除顫。下限起搏頻率設

為60bpm。病情相對平穩，2011年12月因出現消瘦伴多汗

等檢查確診為甲亢，並停用胺碘酮服用抗甲狀腺藥物治

療。CRT-D起搏器術後34個月隨訪提示房顫心律，無惡性

室性心律失常發作，甲狀腺功能正常。

患者從初發症狀至入住CCU病房2小時內共出現45次

起搏器電擊，伴隨黑蒙但無暈厥，心電圖示：雙心室起

搏，頻發多源性室早，陣發性室速，室速形態與CRTD術

前室速形態不一致。起搏器程控記錄顯示為多源性室性

早搏（部份呈三聯律）伴反覆陣發性室性心動過速，室

速發作時最快心室率235次/分，因該患者CRT-D起搏器沒

有ATP during charge功能，在預充電過程中，全部室性

心動過速發作頻率均超過181bpm，超過ATP上限頻率的設

置，故起搏器頻繁放電除顫，每次除顫36J均能成功終止

室速。並予以胺碘酮負荷劑量推注(150mg×2)及靜脈維

持(1mg/min)治療，同時給予鎮靜、抗抑鬱治療，患者

（下轉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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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aneurysm, RAM)又稱獲得性視網膜大動脈瘤，

是在視網膜動脈上管壁呈紡錘狀或梭形血管瘤樣膨

脹。絶大多數動脈瘤位於顳側血管上，多見於視網膜

動脈的第三分支以前，偶可見於主幹上的小分支，

常位於動脈分叉處或動静脈交叉處[1]。於1973年首次

由Robertson[2]報導並命名。約70%發生於60~80歲婦

女[3,4]。約90%都是單眼發病[5]。64%~75%的患者伴有高

血壓病史及視網膜動脈硬化[3,5-7]，亦發現與高脂血症

相關[8]。高血壓導致血管壁纖維化伴玻璃樣變，自身張

力喪失，彈性下降，是導致視網膜大動脈瘤形成的因

素[9]。RAM的發病率並不清楚，大部份RAM患者無症狀，

當出現累及黃斑部的出血或滲出性併發症時，才被診

斷出來。

RAM缺乏有效的藥物治療，而且在各種治療上均存

在争議，大部份RAM的病情是可以自然消退的[6]，多數

患者祇需定期觀察而無需治療。對於有症狀及活動性

RAM治療指征包括[10]：1.黃斑水腫；2.黃斑滲出；3.黃

斑出血(視網膜前和視網膜下)；4.玻璃體出血。治療

方案多樣，視症狀而定，症狀輕者可行激光治療，症

狀重者可行玻璃體視網膜手術治療。

最常用的治療是激光光凝，直接或在血管瘤周圍

光凝，從而預防出血的發生及減少黃斑水腫[11]。有報

導示用532n m激光對動脈瘤體或其周圍進行光凝，促

使瘤體內血液的凝固及血管壁的機化，瘤體閉塞以減

少反覆出血，縮短病程，有利康復[12]。但亦有學者認

為直接光凝大動脈瘤有一定危險性，可引起瘤體破裂

而致大出血或可能造成瘤體遠端動脈閉塞，引起動脈

供養區視網膜缺血，如果是供養黃斑區的動脈閉塞，

其危害更為明顯，因此認為應行瘤體周圍視網膜光

凝[13]。

近年亦見有報告提出光動力學療法治療黃斑區

RAM[14]。PDT可以選擇性地作用於脈絡膜新生血管的血

管內皮細胞，使血管栓塞，而正常的視網膜、脈絡膜

組織以及正常的血管不受損傷。研究已證實了PDT治療

弧立型脈絡膜血管瘤是一種損傷小而療效確切的治療

方法。病理證實脈絡膜血管瘤血管壁由單層血管內皮

細胞組成[1]，與視網膜血管瘤血管壁的血管內皮細組成

患者 女性，65歲。因右眼突發視力下降5~6小時

於2014年1月26日來本院眼科就診。檢查：視力：右眼

0.02矯正0.05，左眼：1.0。眼壓：右眼18m m H g，左

眼19m m H g。雙眼結膜無充血，角膜透明，前房(-)，

雙眼瞳孔3x3m m，對光反應存在，晶體核性混濁(+)，

散瞳檢查眼底：雙眼玻璃體未見混濁，雙眼視乳頭邊

界清，顏色正常，杯盤比約0.3，A:V=2:3，動脈反光

強，右眼顳上視網膜動脈分支處可見約1/8PD黃白色病

灶，黃斑區見一約2X2P D大小視網膜類圓形出血（圖

1A，見封3）；左眼黃斑(-)。血壓：126/71mmHg，既

往有高血壓病史2年，於院外藥物治療，血壓控制平

稳。眼底熒光血管造影見：動脈期右眼視網膜顳上分

支動脈處見瘤樣強熒光團，黃斑區大片出血性類圓形

熒光遮蔽，隨後瘤樣熒光增強，晚期見熒光滲漏，黃

斑區呈低熒光，未見熒光滲漏（圖1B，見封3）。吲哚

青綠脈絡膜造影可見：視網膜動脈充盈時，顳上分支

動脈上有一局灶性瘤樣高熒光，見封3），與動脈壁相

連，晚期瘤體染色。光學相干斷層成像掃描示黃斑部

視網膜隆起，出血性暗區，視網膜內呈高反射，伴視

網膜神經上皮出血性及漿液性脫離（圖2，見封3）。

診斷：右眼視網膜大動脈瘤。治療：行右眼動脈瘤體

光動力學療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治療，方

法：根據患者體表面積，静脈注入6mg/m2劑量的維替泊

芬，10分鐘內注射完畢，開始注射藥物後15分鐘，用

輻照度為600mW/cm2，能量為50J/cm2的689nm半導體激

光照射視網膜大動脈瘤處83秒。治療後3個月視力：右

眼0.3，動脈瘤體大部份萎縮，黃斑區出血大部份吸

收，動脈瘤體周圍散在不規則小斑片狀脂質沉着（圖

3，見封3）。再行右眼動脈瘤體周圍視網膜532激光光

凝治療。PDT治療後6個月視力：右眼0.6矯正0.8，黃

斑區出血完全吸收，動脈瘤體萎縮，瘤體周圍殘留少

量小點狀脂質沉着（圖4，見封3）。

討 論

視網膜大動脈瘤( R e t i n a l  a r t e r i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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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手術標本中偶然被發現。標本的組織學切片可

觀察到前列腺腺泡及間質的典型組織學特徵。雙層細

胞（柱狀上皮細胞和基層細胞）是識別異位前列腺組

織的關鍵。此外，澱粉樣體的存在對於診斷非常有幫

助。當診斷出現困難時需要做免疫組化，前列腺特異

抗原(PSA)是首先被使用，對於前列腺來源的組織，這

是高度特異性和敏感性的標誌物。在PS A染色陰性的

情況下，前列腺特異性酸性磷酸酶(PSAP)、P501S可選

擇，到目前為止P501S僅在前列腺組織中被檢測到。如

果以上的標誌物均不能確定，基底細胞標記物如p63和

高分子量細胞角蛋白(HMWCK，34βE12)或PIN4雞尾酒

（P504S，p63蛋白，HMWCK）是建議用來證明基底細胞

和分泌性上皮細胞的存在。

在理論上，異位前列腺組織惡變是可能的。文獻中

有4例異位前列腺發現腺癌。其中，最早的是由Adams[2]

於1993年報導的。該例病人行前列腺根治術術中發現直

腸周圍一個3.2cm的結節。病理檢查發現結節內含良性前

列腺組織及前列腺腺癌組織，因而引起了對異位前列腺

癌變的認識。其後有3例異位前列腺癌的病例報導[3-5]。

在上述病例中，前列腺癌與異位前列腺同時發生，兩者

是否存在併發的關係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異位前列腺罕見，是指在前列腺正常部位以外發

現的前列腺組織。我們診治膀胱異位前列腺1例，現報

告如下。

患者 男性，69歲，因排尿困難1天門診就診。査

尿常規正常。行超聲檢查示：膀胱後壁見一向膀胱腔內

隆起的橢圓形等回聲結節，邊緣光滑，回聲不均，與前

列腺分界較清，考慮膀胱佔位病變。再行CT檢查示：膀

胱三角區一大小1.5×1.3×1.0c m類園形結節向腔內突

出，CT值約46HU，增強掃描後腫塊呈不均勻強化，延時

8分鐘後該結節區呈充盈缺損，顯示清楚，考慮膀胱內

佔位。於是入院行經尿道電切術。術中鏡下見膀胱三角

區一處隆起，大小與CT報告一樣，表面黏膜完整。術後

病理報告：送檢組織由前列腺腺體及平滑肌細胞構成，

個別腺上皮細胞見小核仁，基底細胞存在，符合局灶高

度前列腺上皮內瘤變PIN-2，部份表面被覆膀胱黏膜。

討 論

尿道以外的異位前列腺已報導大多是在包皮、睾

丸、精囊、附睾、膀胱、輸尿管遠端發現，而在泌尿生

殖系統以外，子宮、陰道、膀胱後的盆腔、直腸、肛

管、肺、脾臟更為罕見。膀胱異位前列腺的報導小於50

例，主要發生在膀胱頸、三角區或輸尿管間嵴。

膀胱異位前列腺的症狀主要是鏡下或肉眼的無痛

性血尿。由於異位前列腺組織表面常常有無蒂或有蒂的

息肉樣改變，故在膀胱鏡下很容易被誤診為惡性膀胱腫

瘤。Butterick(1971)[1]報告的一組68例尿道內前列腺

異位患者，96.5%有血尿，年輕的男性血尿病人必須考

慮該病的可能性，其次為尿頻和排尿困難，有時血塊堵

塞可導致急性尿瀦留。盆腔前列腺異位一般病史長，體

積大，多於壓迫膀胱或膀胱頸部引起排尿困難後發現。

大多數病例均在術後確診，甚至在沒有任何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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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PGHAN)修改如下，需符合以下條件：(1)不少於5次

發作，或6個月內發作超過3次。(2)發作性的噁心，嘔

吐持續1小時至10天，間歇期不少於1週。(3)每次發作

的模式和症狀相同。(4)發作時嘔吐不少於4次/小時，

不少於1小時。(5)發作期內可恢復到正常健康狀態。

(6)症狀不能歸因於其他疾病或異常情況[2]。CVS診斷必

須依據典型的臨床表現，若患兒嘔吐發作期可以進食和

能與人交流，基本可排除CVS[3]。

目前尚無特效治，以經驗性綜合治療為主[1]。主要

包括3方面:(1)避免觸發因素[4]；(2)急性發作期維持酸

鹼水電解質平衡，保證熱卡。文獻提示單純葡萄糖溶

液輸入，有效減少發作的嚴重程度，有效率達42%[5]。

可應用5-HT3受體拮抗劑(如ondansetron、granisetron

及phene r g a n止吐。鎮靜劑如chlorp r o m a z i n e、

lorazepam、Valium、diphenhydramine等應用可使患兒

安靜休息，緩解頑固噁心和鎮吐。聯合應用苯二氮卓類

或苯海拉明比單用5-HT3受體拮抗劑效果更好；(3)緩解

期預防性藥物治療。對頻繁發作（>1次/月）或重症患

兒（生長發育遲緩），應進行預防用藥[3,5]。目前常用

預防性藥物包括抗組胺藥(cyproheptadine)、三環類抗

抑郁藥TCAs(amitriptyline)、抗惊厥藥(topiramate, 

zonisamide)、β受體拮抗劑(propranolol)、鎮靜安

眠劑(lorazepam)、Erythromycin、sodium valproate

等。據NASPGHAN的指引，推薦5歲以下兒童以賽庚啶為

一線用藥，5歲以上的兒童及青少年推薦用阿咪替林為

一線用藥[5]。賽庚啶是一種強效的鈣通道阻滯劑，能鬆

弛平滑肌，抑制胃腸運動，興奮攝食中樞，增加食欲；

阿咪替林為抗胆鹼能藥，其副作用為鎮靜嗜睡，故宜睡

前應用，達至明顯的臨床效果需治療1個月以上。

一般認為，CVS、腹型偏頭痛(AM)、偏頭痛是同一

疾病的不同表型，臨床表現可逐漸進展轉化[5,6]。本例

患兒有腹痛表現，無頭痛發作，家族中也無偏頭痛病

史。但由於隨訪時間尚短，暫未能確定是否會進展轉化

為AM或偏頭痛。CVS的發病率並不低，但因症狀缺乏特

異性，無特異的診斷標準，臨床易漏診誤診。

患兒 男，於2013年9月20日首次因嘔吐到本院就

診並收住院治療。當時年齡3Y8M。首診至今共住院12

次。住院平均時間7天。平均每23天住院1次。患兒於

2013年3月由坦洲遷往澳門居住。家族中無相關病史。

嘔吐前無明顯觸發因素，均伴有腹痛，部份發作

可能與感染相關，其中4次伴發呼吸道感染。嘔吐突起

突發，吐劇，嘔吐發作時可於數小時內嘔吐數十次，

不能進食。發作時精神疲倦、煩躁、流涎。體查無陽

性體徵。第1、2天嘔吐最劇烈，大於10次/天。經治療

後多於第3天症狀好轉並漸可進食。發作間期精神活

力如常。曾多次行腹部X-RAY、超聲檢查，未見異常。

腹部及頭顱MRI，消化道造影檢查未見異常。胃鏡檢查

示慢性淺表-紅斑性胃炎，返流性食道炎。相關血化

驗未見陽性發現。診斷及治療經過：始時擬診急性胃

炎，予補液、制酸等治療，但仍有反覆發作。至第4

次發作(2013/11/18, 3Y10M)時考慮再發性嘔吐可能，

但因未能完善全麻下胃鏡等檢查，診斷無法確立。至

2013/02/14(4Y1M)，確診週期性嘔吐綜合徵。並予以

Cyproheptadine治療。目前仍繼續門診隨診調整藥物控

制發作。

討 論

週期性嘔吐綜合症(cyclic vomiting syndrome, 

CVS)，是一種以週期性反覆嘔吐為特徵的胃腸道功能性

疾病，其特點為反覆發作的劇烈噁心、嘔吐，發作可持

續數小時到數天，每次發作情況相若。發作間有長達數

週至數月的無症狀間歇期。患兒不存在任何代謝、神

經、消化等系統的異常。

發病機制尚未明確。60%~80%的病例存在觸發因

素，包括正面刺激、負面刺激、感染等[1]。本病例患兒

由內地遷往澳門居住，考慮生活環境改變可能為誘發因

素。另家屬表示其妹出生後患兒情緒波動大，易怒易

哭，也可能為部份誘因。

CV S的診斷主要根據羅馬Ⅲ診斷標準（2006年制

定）。經北美兒科胃腸病學會，肝臟病和營養學會

（下轉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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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性孤立性腸系膜上動脈夾層(spontaneous 

isolated of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dissection, 

S I S M A D )第一破口位置通常距離S M A起始部約

1.5~3cm[1]，該位置正好是SMA由固定段至活動段的部

位，更容易彎曲，受到血流衝擊力更大，容易造成內膜

的撕裂，從而形成夾層。本文報導的2例SISMAD破口位

置均位於該範圍之內。但發病原因上卻不同，第1例無

明顯誘因，而第2例為外傷因素。SISMAD的臨床症狀無

特異性，症狀與體徵不相符是其臨床特點之一，特別是

早期表現為症狀重、體徵輕，應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

確診SISMAD主要依靠影像學檢查，CTA作為首選影

像學檢查[2]，而DSA為診斷SISMAD的“金標準”。

SMA夾層的自然結局有以下幾個方面[3-6]：夾層假

腔內血栓形成；夾層進展危及到SM A的分支；夾層破

裂；夾層迅速擴張導致SMA真腔狹窄、閉塞。因此，針

對SISMAD的治療主要在於避免出現SMA真腔受壓導致遠

端血流受阻或者避免出現夾層動脈瘤的破裂[7]。

SISMAD的治療演變大致分為3個時期，在1972年之前

報導的SISMAD所有病人均死亡[8]。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到上

個世紀末，手術則作為SISMAD的常規治療方式，再是上世

紀末至今這階段以介入治療、保守治療作為主流。保守治

療包括禁食、腸外營養、降血壓、降血脂、擴血管、改

善微循環、抗凝、抗血小板等。對於治療上，本病例1在

行造影後後嘗試球囊擴張以置血管支架，但因擴張後血管

真腔擴大不明顯而放棄該治療方式。隨後採取保守治療

方式，患者病情穩定，症狀好轉。而第2例剖腹探查修補

小腸穿孔過程探查未見明顯腸缺血情況，故採取保守治

療，患者病情亦穩定。兩個案例均有採用抗凝治療。對於

SISMAD腸缺血情況除了與SMA狹窄程度及夾層撕裂範圍有

關之外，腸道的側支循環也十分重要，如第1例患者，雖

然CT上見SMA幾乎閉塞，但腸系膜上動脈遠端血流良好，

考慮與其側支循環良好有關，故保守治療效果好。SISMAD

保守治療病人病情仍可能出現變化，出院後需長期隨診，

若病情進展，出現腸道缺血情況則需介入改善血管狹窄或

搭橋手術，若出現腸壞死情況甚至需行腸切除。

患者1 男性，57歲，因“腹部持續性絞痛18小

時”入院，疼痛以臍上明顯，無他處放射痛，伴嘔吐1

次，腹部CT提示：腸系膜上動脈(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SMA)近段壁可疑血管內膜撕裂，SMA近段腔內

未見造影劑充盈，累及範圍約7cm，考慮動脈夾層或壁

內血腫所致，SNA遠端造影劑充盈可。次日行血管造影

檢查：SMA距起始部開口1cm右上壁半球狀突起，內似見

一透亮條帶狀影，SMA中遠段及部份空腸動脈關閉可見

淺弧形切跡，管腔略窄，中結腸動脈近段閉塞。迴腸動

脈及右結腸動脈分支顯影良好，腹腔干、胃十二指腸

動脈及各級分支顯影良好。造影後介入下導管腔內注射

papaverine 60mg及Verapamil 5mg，再次造影見SMA管腔

較前增寬，遠端分支增多，以6F引導管引導置入5×20mm

球囊擴張SMA近段狹窄。擴張後再次造影，狹窄部未見

明顯擴張。考慮夾層病變長，狹窄處介入治療困難，效

果欠佳，介入治療後以抗凝等保守治療為主。第3日天

複查腹部CT見SMA近段夾層伴壁內血腫範圍與前相似，

管腔狹窄程度較前減輕。住院觀察7天後出院。

患者2 男性，54歲，因“腹部撞傷後持續性隱痛2

天”入院，查腹盆CT提示：腹腔內散在游離氣體，腹盆

腔積液，提示消化道穿孔，腹膜增厚、脂肪間隙模糊不

清；SMA主幹段夾層形成，長約4.8cm，假腔較大，真腔

較小，空腸動脈發自真腔，相應空腸局限性淤張，腸壁

強化良好，SMA中遠段及其餘分支顯影良好；另見右腹

股溝疝。入院當日急診剖腹探查，術中見腹腔見渾濁糞

性膿液約400mL，大網膜腸系膜及小腸壁充血水腫，見

少量膿苔，距離迴盲部30cm迴腸經右側內環口疝出，拖

回腹腔，見迴腸系膜對側緣有1cm裂口，創面尚清潔，

其餘小腸及結腸未見穿孔，無明細腸管缺血表現。行迴

腸穿孔修補，右腹股溝斜疝內環縫紮術。因術中探查無

明顯腸缺血情況，故SISMAD予保守觀察，術後抗凝等對

症治療。患者術後恢復良好出院，無再發腹痛情況。

討 論

（下轉83頁）



79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4, Vol 14. No.2鏡湖醫學2014年12月第14卷第2期

ECMO在體外循環心血管手術後低心排綜合症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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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O是體外膜氧合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的英文簡稱。ECMO可以對呼吸功能衰

竭和心功能衰竭的患者進行有效的輔助支持。1972年

Hill等首先成功使用ECMO對創傷性呼吸衰竭病人進行

呼吸支持[1]，自此ECMO常用於新生兒及成人的心臟或呼

吸衰竭的支持，臨床應用達30餘年，但在我國仍處於

起步階段。本院自1993年開展心血管手術，亦引進了

體外循環及ECMO技術，大部份心血管手術均在體外循

環下完成，但部份病例在術後出現低心排綜合症。本

文旨在對ECMO在體外循環心臟手術後低心排綜合症的

臨床應用進行綜述。

一、低心排綜合症

低心排綜合症(L C O S)是心臟外科圍術期的一個

常見併發症。心臟直視手術經長時間的全身麻醉、低

溫體外循環及大量血漿、紅細胞、晶體及膠體液稀釋

後，體液重新分佈，缺血再灌注等等，機體各器官受

到重大打擊，心肌細胞受損水腫，對前、後負荷的變

化非常敏感，循環極不穩定，容易併發嚴重低心排綜

合症，使圍術期死亡率增高，應及時施行輔助循環治

療[2]。臨床上很多病情複雜的LCOS，使用了腎上腺素、

多巴胺等血管活性藥物作治療，這些高濃度的正性肌

力藥物使血管阻力增加，心肌血液灌注減少，氧耗量

增加，反而加重缺血心肌的損傷，使LCOS不能糾正，

甚至不能脫離體外循環。部份患者通過應用主動脈球

囊反搏(IABP)可脫離體外循環，但仍有約1%的患者由

於難以控製的心臟和肺臟功能障礙，需要較長時間的

ECMO來支持循環或呼吸功能[3]。

二、ECMO的原理及建立

1.原理 ECMO有VV-ECMO(靜脈-靜脈ECMO)和VA-

ECMO（靜脈-動脈ECMO）兩種轉流模式。VV-ECMO引流

病人靜脈血至體外，經氣體交換後再輸回靜脈，因此

只取代肺臟的氣體交換功能，對心臟的循環功能沒有

幫助，故一般只用於肺部疾病。VA-E C M O引流病人的

靜脈血，經氣體交換後，回到病人的動脈系統，因此

可同時支持心肺功能，可用於心臟衰竭或肺臟衰竭的

病人，因此治療心臟術後低心排綜合症的病人應使用

VA-ECMO。對心臟而言，ECMO可增加組織灌注，改善

循環，對已衰竭的心臟可減輕其工作量，減少血管活

性藥物的使用，讓心臟有休息恢復機會；ECMO引流部

份靜脈血至體外，減少了前負荷，也減少了心衰竭症

狀[4]。

2.建立 ECM O之組成包括血液驅動泵、氧合器、

氣體混合器、變溫器、有肝素塗層的ECMO套裝管道、

各種管道上的監視器以監視管道內各處壓力、血流速

度、血色素、血氧飽和度、血流溫度等，以及各型號

動靜脈導管等。成人患者一艘選擇股動靜脈插管，即

使是開胸手術不能脫離體外循環的病人，因手術創面

大容易併發感染和出血，故應盡可能縫合胸部術野改

行股動靜脈插管。兒童及嬰幼兒應經胸插管，保留術

中的體外循環插管，直接與ECMO管道連接。

三、心臟術後ECMO支持的優勢與併發症

1.優勢 心臟術後ECMO支持治療的最大優勢是為頓

抑的心臟提供條件或作為其他長期心臟輔助或心臟移

植的橋樑，在伴有多器官功能衰竭，尤其是肺功能障

礙的心源性休克，ECMO具有其他心臟輔助不可替代的

優勢[3]。根據國際衛生組織統計，成人、兒童和嬰幼

兒心臟支持的生存率分別為33%、43%和38%[5]，對心臟

術後心源性休克輔助生存率約為24%~36%[6,7]。Beiras 

Fernandez 等人[8]對1996~2006年間108病例進行分析，

手術種類包括先天性心臟病、心臟移植、冠狀動脈旁

路移植術及其他心血管手術，平均輔助時間為5.1+/-

5.6日，30天的生存率為40.2%，在不同術式中生存率

最高為先天性心臟病手術(65.7%)，最低為冠狀動脈旁

路移植術(15.2%)；死亡原因依次為多器官功能衰竭

(40.6%)，出血(23.2%)，持續低心排(21.7%)，血栓形

成(8.7%)。Gupta和McDonald等人[9]對20年間Arkansas

兒童醫院的951病例作統計，當中生存率為68%。而我

國近年積極發展ECMO技術並逐漸應用到心臟手術後，

多個具規模的醫療單位都對其輔助效果進行了回顧分

析統計。侯曉彤等[10]的分析結果脫機率為61.5%，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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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46.2%；姜海明等[11]對10病例進行分析，其脫機

率81.8%，生存率為60%；王旭等[12]對48例小兒心臟後

使用ECMO的臨床結果分析，脫機率為62.5%，生存率為

50%；賈明等[13]對117例成人相關病例的分析結果，脫

機率為74.4%，生存率為59%。我國的生存率似乎較國

外為高，可能與生存率的定義或統計方法有關。而這

幾組分析均顯示腎功能衰竭為死亡的主要原因。這些

數據都說明了ECMO可以有效地進行心臟術後心源性休

克的輔助。

2.併發症 ECM O支持時間較長，患者需要肝素抗

凝，因此常會發生各種併發症，這些併發症是限製

ECMO成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ECMO期間患者的併發症

有腎功能衰竭、感染、出血、下肢缺血、微栓、溶

血、肝功能障礙、淋巴漏等[14]。腎功能衰竭為最常

見，且明顯增加病死率[15]，可能與腎臟灌注不足、藥

物的腎毒性、血液破壞溶血堵塞腎小管等有關。感染

是多因素的，插管和靜脈留置管部位為最常見的病原

菌侵入血液的途徑。在ECMO管理期間，應盡力降低併

發症的發生率，以及及時發現併發症，積極治療。

四、總結

雖然目前E C M O輔助循環的存活率尚不樂觀，文

獻報導僅50%左右，在支持作用的同時也存在各種不

良反應，而且ECMO是一種有創的治療手段，費用相對

較高；但ECMO可改善氧供，阻止因缺血、低灌注導致

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發展，為心肺功能恢復或進一步

治療爭取了時間。對於難治性的心臟術後低心排綜合

症，ECMO仍然有其應用價值，一定的輔助效果，應盡

早在除心臟外重要臟器衰竭出現前及時建立，為臨床

治療創造機會。

Hill JD, O'Brien TG, Murray JJ, et al. Prolonged extracorporeal 

oxygenation for acute post-traumatic respiratory fail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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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持續肺動脈高壓病因及診治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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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持續肺動脈高壓(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f the newborn, PPHN)是指由於多種病

因引起新生兒出生後肺循環壓力和阻力持續性增高，

肺動脈壓力超過體循環動脈壓，引起心房和或動脈導

管水平血液的右向左分流，即胎兒循環過渡到正常成

人型循環發生障礙所致的一種新生兒持續缺氧和發紺

的病理狀態，又稱持續胎兒循環（persistent fetal 

circulation, PFC），臨床上出現嚴重低氧血癥等癥

狀，是新生兒常見的危重急癥[1]，發生率國外統計為

0.19%[2]，既往死亡率高達40%~50%。

一、病因

胎兒期，肺血管阻力較高，只有<10%的心輸出

量進入肺循環，出生後，隨着肺血管阻力下降，肺血

流增加8~10倍，介導肺血管阻力下降的因素目前尚未

被完全認識，至少包括肺的節律性擴張，氧的增加，

剪力的作用和一系列血管活性介質介導，包括一氧化

氮，前列腺素等的釋放。PPHN是由多種因素所致的臨

床綜合症，對不同病因及不同病理生理改變的PPHN，

臨床處理治療反應各有差異[2]。

二、PPHN發病的相關因素

1.肺血管發育不全：指氣道，肺泡及相關的動脈

數減少，血管面積減小，使肺血管阻力增加。可見於

先天性膈疝，肺發育不良等，其治療效果最差。

2.肺血管發育不良：肺泡內動脈平滑肌肥厚，管

腔減小，使血流受阻。慢性宮內缺氧致肺血管重塑和

中層肌肥厚，母親應用Aspirin, Indomethacine等引

起宮內胎兒動脈導管早期關閉可繼發肺血管增生，治

療效果也較差。

3.肺血管適應不良：指肺血管阻力在生後不能迅

速下降，肺小動脈數量及肌層的解剖結構正常。常由

於圍產期應激如酸中毒，低溫，低氧，胎糞吸入，高

碳酸血癥等，此類病人佔PPHN的大多數，其肺血管阻

力增高是可逆的，對藥物治療常有反應[3]。

4.宮內慢性缺氧或圍產期窒息致eNOS及Ca2+敏感

鉀通道基因表達降低，阻礙肺血管擴張。

5.肺實質性疾病如RDS, MAS等引起肺血管阻力持

續升高。

6.肺發育不良如先天性膈疝使肺動脈可溶性鳥苷

酸環化酶sGC活性降低，使血管反應性下降[4]。

7.心功能不全如圍產期窒息，代謝紊亂，母親產

前接受非類固醇類消炎藥使宮內動脈導管關閉均可致

肺動脈肌化，肺血管阻力增高引起PPHN的發生[5]。

8.肺炎或敗血癥：由於細菌，病毒，內毒素等引

起的心臟收縮功能抑製，肺微血管血栓，血液黏滯度

增高，肺血管痙攣等[6]。

9.PPHN發生的相關因素還有胎齡，出生體質量，

娩出方式等[7]。

男性，剖腹產，MAS, RDS在任何胎齡組均為PPHN

的高危因素，早產兒PPHN中男性，伴有RDS，出生窒息

者死亡率最高[8]。母親高BMI，糖尿病，使用血清素重

吸收抑製劑均為PPHN的高危因素[9]。

三、治療進展

1.常規處理包括：人工呼吸機高通氣治療，使

PaO2>10.7KPa, PCO2 4.00~4.67KPa。如氧合改善不

理想，可試用高頻呼吸機治療。糾正酸中毒及鹼化血

液，使PH達7.45~7.55。維持正常血壓，擴容或應用正

性肌力藥物如dopamine, dobutamine。

2.NO吸入治療：NO是目前唯一高度選擇性的肺血

管擴張劑，在20世紀90年代初，Roborts 和Kinsella

首次報導將NO應用於PPHN。通過前瞻性大樣本隨機控

製對照試驗證實對足月和近足月兒（胎齡>34週）的

PPHN有良好治療效果，可明顯降低病死率和體外膜肺

的使用[10]。內地研究顯示N O吸入能顯著改善患兒的

氧合狀態，而成熟兒較早產兒的反應更好，對早產兒

應用NO應密切觀察，注意出血傾向[11-13]。NO起始濃度

10~20ppm，用1~4小時，維持濃度5~10ppm，用6小時至

3天，長期維持2~5ppm,可>7天。NO吸入治療平均療程

2~4天，根據病情需要漸減低濃度至1~2ppm後停用，應

同時監測吸入氣NO，NO2濃度及MetHb水平[2]。當用常頻

呼吸機+吸入NO或單用HFOV通氣失敗者，聯合HFOV通氣

+NO吸入後療效顯著提高，尤其對嚴重肺實質疾病所致

的PPH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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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硫酸鎂：能拮抗Ca2+進入平滑肌細胞，影響前

列腺素的代謝，抑製兒茶酚胺的釋放，降低平滑肌對

縮血管藥物的反應，可連續應用1~3天。動物試驗發

現MgSO4滴注在降低肺動脈壓力和阻力的同時等比例降

低體循環的壓力和阻力，故Mg S O4是一種非選擇性的

肺血管擴張劑[14]，使用時需監測血鎂，血鈣及血壓。

負荷量為200mg/kg,20min靜脈滴入，維持量20~150mg/

kg.hr，有效血鎂濃度為3.5~5.5mmmol/l。

4.前列腺素與前列環素：P P H N病人在前毛細血

管存在前列環素PGI2合成酶缺乏，PGI2能增加牽張引

起的肺表面活性物質的分泌，在低氧時可降低肺血管

阻力，靜脈應用治療兒童重癥肺動脈高壓取得良好療

效[15]。PGI2開始劑量為0.02ug/kg.min，在4~12hr內

逐漸增加到0.06ug/kg.min並維持，可用3~4天[2]，也

可氣管內應用，能選擇性降低肺血管阻力。PGE1可選

擇性地對肺動脈平滑肌進行舒張，降低血流阻力，阻

止血小板凝集，降低血液黏度等以改善肺血管內的血

液流變，最終達到擴張血管的目的，PGE1常用維持量

0.01~0.4ug/kg.min。擬前列環素藥物如iloprost和

epoprostenol對原發性肺動脈高壓及小兒先天性心臟

病併發肺動脈高壓均有顯著的作用。

5.磷酸二酯酶5(P D E5)抑製劑：通過阻止環磷鳥

苷降解，提高NO在肺組織中的含量，促進血管平滑肌

舒張，降低肺血管阻力，增加心排出量。與PGI2和NO

吸入有協同作用，可預防反跳性肺血管痙攣[16]。臨床

應用最廣泛的是西地那非，嬰兒及兒童的推薦劑量每

4~8hr0.25~0.5mg/kg，重癥可用至每4hr 2mg/kg，新

生兒臨床資料相對不足。動物試驗霧化吸入可選擇性

作用於肺血管而緩解肺動脈高壓[17]。臨床應用發現西

地那非比Mg S O4起效更迅速，且具有高度肺血管選擇

性，對體循環收縮壓沒有影響[18]。

6.磷酸二酯酶3(PDE3)抑製劑：以米力農為代表，

通過增加細胞內環磷酸腺甘，降低肺動脈壓力和阻

力，減少左心後負荷，增加心排除量。研究報導，米

力農與iNO有協同作用[19]。但是米力農治療PPHN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尚有待臨床隨機對照試驗進一步驗證。

靜脈應用米力農的主要不良反應是低血壓。霧化吸入

同樣可降低肺動脈壓力，並且不會導致低血壓，近年

來受到關注[20]。

7.肺表面活性物質：能使肺泡均一擴張，肺血管

阻力下降而顯示其療效。PPHN伴胎糞吸入性肺炎時肺

表面活性物質被滅活使缺氧和肺動脈高壓加重，應用

肺表面活性物質可有效增加肺順應性，減少嚴重呼吸

衰竭及體外膜肺的應用[1]。

8.內皮素受體拮抗劑：內皮素促進血管收縮，細

胞增殖及血管重建，波生坦可阻斷內皮素，隨機對照

試驗顯示該藥治療成人肺動脈高壓取得療效[21]。兒科

繼發於先天性心臟病，先天性膈疝，支氣管肺發育不

良等繼發性肺動脈高壓及原發性肺動脈高壓中，波生

坦可改善血流動力學和長期的心肺功能狀態，不良反

應較少見[22]。

9.抗氧化劑研究顯示，PPHN的發生與肺動脈內皮

細胞還原型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活性增

加導致過多的活性氧自由基產生有關。吸入純氧30min 

即可降低肺對內源性和外源性NO的反應。PPHN的動物

模型接受單劑重組人超氧化物岐化酶治療，氧合即可

明顯改善，臨床效果等同於iN O，並可阻止過亞硝酸

鹽等氧化物形成[23]。Farrow等發現重組人超氧化物岐

化酶治療有助於恢復內皮細胞NO合成酶信號耦聯，降

低氧化應激損傷，刺激NO產生[24]。抗氧化治療可能通

過多方面發揮作用：清除超氧化物，減輕氧化應激損

傷，使內源性和外源性NO發揮血管擴張作用。

P P H N的治療已取得一定突破，包括靜脈或霧化

吸入西地那非，米力農，靜脈應用P G E1，霧化吸入

PGI2，口服波生坦，抗氧化劑的使用為PPHN的治療帶

來新的希望，但由於這些藥物在新生兒學科領域應用

例數尚少，藥物的有效劑量範圍，最佳劑量，聯合用

藥時的劑量調整，確切療效以及安全性，仍有待多中

心，大樣本的臨床實驗進一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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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神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 

N E N)是一組起源於肽能神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的異質

性腫瘤，可發生在廣泛分佈於人體多處器官和組織的

神經內分泌細胞，包括胃腸道、胰腺、膽管和肝、支

氣管和肺、腎上腺皮髓質、副神經節、甲狀腺、甲狀

旁腺以及其他部位的神經內分泌細胞，其中胃腸道神

經內分泌系統 (Gastrointestinal Neuroendocrine 

System, GNES)，是人體內最大的且最複雜的內分泌器

官[1-3]，所以胃腸道也是神經內分泌腫瘤最常發生的部

位，約佔所有神經內分泌腫瘤的55%~70%[4]。Ellis等[5]

通過研究10324例胃腸道神經內分泌腫瘤後發現，胃腸

道神經內分泌腫瘤的發病率由1971~1978年間的0.44%

上升到2000~2006年間的1.74%，發病率有明顯上升趨

勢，這些年來對神經內分泌腫瘤的研究進展相當多，

但NEN的命名，分類、分級的定義複雜，操作困難，且

不規範。本文就歐洲神經內分泌腫瘤學會(European 

Neuroendocrine Tumor Society, ENETS) 於2009年發

佈的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的診斷標準和病理報告要

求[6]，2010年第4版的《世界衛生組織消化系統腫瘤分

類(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the diagestive system)》修訂了NEN

的命名、分類及分級[7]；以及2011年4月《中國胃腸胰

神經內分泌腫瘤病理學診斷共識意見》[8]。對消化道

NEN的病理診斷名稱、分類及分級，規範NEN的病理診

斷報告及最近研究進展進行介紹。

二、術語

1907年，"類癌"(c a r c i n o i d)一詞的發明者

Oberndorfer[9]描述胃腸道有一種形態上較為單一的

上皮性腫瘤，認為是類似癌的良性腫瘤而命名為類癌

(carcionid)，"類癌"一詞包含了一個源於各種神經內

分泌細胞的廣泛腫瘤譜系，被臨床醫師及病理學家們

使用至今。隨着具有內分泌功能的胃腸道、嗜銀細胞

以及肺透明細胞的發現，逐漸形成彌漫性神經內分泌

系統的概念。進一步研究發現，彌漫性神經內分泌系

統的細胞都具有攝取胺前體和脫羥基(amine precur-

sor uptake and decarboxylation，APUD)的功能，

故把這些細胞統稱為APUD細胞，形成的腫瘤稱為APUD

瘤[10]。隨着研究的深入，發現了這類腫瘤具有從惰性

的緩慢生長、低度惡性，直至高度惡性等的一系列生

物行為。然而，無論是“類癌”或“APUD瘤”都不能

反映NEN的生物學行為。因此採用了具有描述性意義的

神經內分泌腫瘤，然後依據腫瘤分化程度給予分級。

長期以來，NEN在命名和分類上統一，給臨床醫生及病

理學家們帶來很多困擾。2010年第4版《WHO消化系統

腫瘤分類》將所有源自神經內分泌細胞的腫瘤稱為神

經內分泌腫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NEN)。根

據不同分化程度將神經內分泌腫瘤(NEN)分為高分化內

分泌腫瘤，命名為神經內分泌瘤(neuroendocrine tu-

mor, NET)和低分化神經內分泌腫瘤命名為神經內分泌

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NEC)。所有神經內分

泌腫瘤都有轉移潜能，均為惡性[7]。

三、分類

1980年版的W H O分類將神經內分泌腫瘤分為三

類：類癌(carcinoid)、黏液類癌(Mucocarcinoid)及混合

類癌及腺癌(Mixed form carcinoid–adenocarcinoma)[11]。

2000年版的和2004年版的WHO分類大同小異依據不同的

生物學行為將神經內分泌腫瘤分為四類，其中將1980

年版的類癌分成三個基本類型：高分化內分泌腫瘤

(Well-differentiated endocrine tumor, WDET)，

高分化內分泌癌 (Well-differentiated endocrine 

c a r c i n o m a, W D E C)和分化差的內分泌癌/小細胞癌

(poorly-differentiated endocrine carcinoma/small 

cell carcinoma, PDEC)，再加上和混合外分泌-內

分泌癌(Mixed exocrine-endocrine carcinoma, 

M E E C)[12]。此分類法每一種都有清楚而複雜的定義，

把腫瘤的大小及侵襲的範圍（或深度）視為一項重要

的參考指標，這種分類法既有分期的概念，同時有惡

性度等級的提示，似乎很周詳，但使用起來很困難，

因為病理學家們在發出病理報告時還未能得到有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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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訊息。2010年第4版《WHO消化系統腫瘤分類》摒

弃了2000年版的和2004年版兼顧分級、分期的的分類

複雜體系，將病理分級和臨床分期分開，形成了較為

容易掌握的新分類和分級系統。2010年第4版《世界衛

生組織消化系統腫瘤分類》神經內分泌腫瘤(NEN)分類

為：神經內分泌腫瘤第一級（類癌）(Neuroendocrine 

tumor, NET grade 1; NET, G1 (carcinoid))及神經

內分泌瘤第二級(Neuroendocrine tumor, NET grade 

2; N E T, G2)，神經內分泌癌（大細胞或小細胞型）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NEC, Large cell or 

Small cell type)和混合腺神經內分泌癌(Mixed 

adenoneurooendocrine carcinoma, MANEC)，2000年

版的和2004年版的內分泌瘤中有相當一部份為良性腫

瘤，該分類建議≦1cm的神經內分泌腫瘤為良性病變，

但有報導直徑為0.3cm的胃腫瘤已有區域淋巴結轉移[13]

及直腸≦1cm腫瘤已發生轉移[14]，有文獻報導小腸腫瘤

中62%~80%的患者腫瘤直徑≦1cm，非常小的腫瘤肉眼

檢查常容易漏掉，但將近半數已有淋巴結轉移，轉移

瘤常比原發瘤大[15,16]。2010年版的觀點認為除了胰腺

的神經內分泌微瘤（小於0.5cm）[17]、小腸的神經節細

胞副神經節瘤(gangliocytic paraganglioma)[18]為良

性和闌尾的管狀類(tubular carcinoid)[19]為交界性

或惡性潛能未定外，所有神經內分泌腫瘤都為惡性。

2010年版本的WHO分類中最大的修正是去除了腫瘤分期

的概念，所以NET G1不等於舊分類的WDET；NET G2不

等於WDEC，但NEC等於之前所謂的PDEC。

四、分級

2010年第4版《WHO消化系統腫瘤分類》的神經內

分泌腫瘤惡性度分級以細胞增殖活性行為(prolifera-

tion activity)為依據，推薦採用核分裂數和（或）

Ki-67指數(Ki-67 index)兩項指標來評估，核分裂數的

算法是在細胞核分裂最旺盛的區域至少計算50個高倍

視野(high power field, HPFs)中的核分裂數總和除

於5，再以每10個HPFs(10HPF=2mm2)中的核分裂數來作

區分，數字<2者為低度惡性(low grade, G1)，2至20者

為中等惡性度(intermediate grade, G2)，數字>20者

為高度惡性(high grade, G3)；Ki-67指數的算法是在

陽性核最密處數500個至2000個細胞。百分比≦2%者為

G1，3-20%者為G2，>20%者為G3。有研究表明，核分裂

數與Ki-67指數呈正相關，可以互相替代。少數情況下

兩者可能出現不一致，此時應採用分級較高的結果。

G1和G2組成了所謂的神經內分泌腫瘤(NET)。G3則為神

經內分泌癌(NEC)。

五、免疫組織化學標誌物

過去鑒定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的親銀和嗜銀染

色（主要針對腸嗜鉻細胞和腸嗜鉻樣細胞）不能從生

物學和臨床行為上鑒別不同類型的該類腫瘤，現已由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取代。

1.神經內分泌標誌物：突觸素(synaptophysin, 

Syn)和嗜鉻粒素A(chromogranin A, CgA)免疫組織化學

染色可以確定神經內分泌腫瘤的神經內分泌分化[20]。

突觸素(Syn)存在於所有正常和腫瘤性神經內分泌細胞

中，廣泛表達於神經內分泌腫瘤細胞的胞質中，呈彌

漫性陽性。CgA在神經內分泌腫瘤細胞的胞質中表達不

一致，甚至不表達。直腸和闌尾神經內分泌腫瘤起自L

細胞及十二指腸的生長抑素瘤，缺乏該分泌顆粒，一

般不表達CgA。然而，突觸素(Syn)的特異性不如CgA

高，因此，在用於神經內分泌腫瘤診斷時，需同時檢

測突觸素(Syn)和CgA。高分化神經內分泌腫瘤(NET)中

的瘤細胞胞質通常彌漫性強表達突觸素和CgA；低分化

神經內分泌腫瘤(NEC)中的瘤細胞胞質則常弱表達突觸

素和CgA。其他神經內分泌標誌物如CD56、NSE等因為

特異性不高，不能作為NE N獨立的診斷依據突觸素和

CgA。

2.增殖活性標誌物：確定腫瘤為神經內分泌來源

後，依據腫瘤增殖活性進一步分類和分級，免疫組織

化學方法檢測Ki-67陽性指數是診斷NEN必不可少的步

驟，Ki-67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常用MIB-1抗體，陽性反

應定位於細胞核上，在計數時不僅避免計數非腫瘤細

胞，也不應計數顯示細胞膜陽性的腫瘤細胞。Ki-67陽

性指數應在核標記最強的區域計數500~2000個細胞，

再計算出陽性百分比[7，21]。

3.其他標誌物：低分化神經內分泌腫瘤有時不

易與一些非上皮性惡性腫瘤鑒別，廣譜角蛋白(A E l/

AE3)、CK7和CK20有助於證實神經內分泌腫瘤的上皮性

質。原發部位不明的轉移性神經內分泌腫瘤還可用CK7

和CK20區分腫瘤可能起自前腸(CK7+、CK20-)或起自中

腸和後腸(CK7-、CK20+)。此外，轉移性結直腸神經內

分泌腫瘤常表達CDX2。對於懷疑有脈管侵犯的神經內

分泌腫瘤，可以用CD31和ERG等內皮標誌物予以證實。

六、病理報告

根據歐洲神經內分泌腫瘤學會(European 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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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ndocrine Tumor Society, ENETS)[6]、2010年版的 

WHO[7]及中國胃腸胰神經內分泌腫瘤病理學診斷共識意

見[8]，病理報告中必須包括以下信息：

標本類型包括活檢、局部切除和根治標本等。根

治標本應具體註明，如胃次全切除標本、右半結腸切

除標本、胰腺Whipple切除標本等；腫瘤部位；腫瘤大

小和數目；腫瘤浸潤深度和範圍；脈管和神經周累及

情況；核分裂象數(/10HPF)和（或）Ki-67陽性指數；

神經內分泌標誌物：突觸素(synaptophysin, Syn)和

CgA；切緣情況，當腫瘤接近切緣<0.5cm時，應具體測

量距切緣的距離；淋巴結轉移情況及其他有關的改變

以及診斷。診斷依據2010年第4版WHO分類標準予以命

名（神經內分泌瘤(NET)或神經內分泌癌(NEC)和分級

(G1,G2或G3)。病理診斷中一般不需要包括腫瘤的功能

狀態，對於有特殊臨床綜合症並過渡產生引起相關症

狀的激素時才可用激素後加“瘤(oma)”命名，如胃泌

素瘤、生長抑素瘤等。如果只有免疫組織化學證實瘤

細胞存在某種激素而無臨床症狀時，則診斷為NET，免

疫組織化學證實有胃泌素（生長抑素）產物。如有多

個腫瘤而分類和分級不同時，應分別予以診斷[7]。

七、小結

神經內分泌腫瘤最新進展：2014年第4版《WHO消

化系統腫瘤分類》定義：除了胰腺的神經內分泌微瘤

（小於0.5c m)、小腸的神經節細胞副神經節瘤(ga n-

gliocytic paraganglioma)和闌尾的管狀神經內分泌瘤

(tubular NET)外，所有神經內分泌瘤都有惡性潛能。

1.神經內分泌瘤(neu r o e n d o c r i n e t u m o r。

NET)：是高分化神經內分泌腫瘤，由相似於相應正常內

分泌細胞特徵的細胞所組成，表達神經內分泌分化的一

般標誌物（通常彌漫強陽性表達CgA和突觸素）和部位

相關的激素（常強表達但不一定彌漫），核異型性輕至

中度，核分裂象數低(≦20/10HPF)；按增殖活性和組織

學分為1級(Ki-67≦2%)和2級(Ki-67 3%~20%)。

2.神經內分泌癌(neuroedocrine carcinoma，

NEC)：是低分化高度惡性腫瘤，由小細胞或大至中細

胞組成，有時具有類似神經內分泌瘤的器官樣結構，

彌漫性表達神經內分泌分化的一般性標誌物（彌漫表

達突觸素，弱或局灶性表達CgA)，有顯著核異型性，

多灶性壞死和核分裂象數高(>20/10HPF)；按增殖活性

和組織學定為3級。

3.混合性腺神經內分泌癌(mixed adenoneuroen-

docrine carcinoma，MANEC)：MANEC是一種形態學上能

形成可識別的腺上皮和神經內分泌細胞兩種成分的惡

性腫瘤，故命名為癌，應分級。鱗狀細胞癌的成分罕

見。兩種成分的任何一種至少佔30%。用免疫組織化學

證實腺癌中有散在的神經內分泌細胞不能歸入此類。

由於2010年第4版《WHO消化系統腫瘤分類》NEN分

類將病理分級和臨床分期分開，而同部位的臨床分期

存在差異。因此，NEN的病理診斷報告中必須包含臨床

分期所需要的各種必要信息：腫瘤名稱、標本類型、

腫瘤部位、腫瘤大小及數量、分類、分級、核分裂

數/10HPF、Ki-67指數、深部浸潤情況，脈管和神經侵

犯情況，有無淋巴結轉移，有無遠處轉移，切緣情況

及神經內分泌標誌：Syn和CgA表達情況。 

由於神經內分泌細胞廣泛存在於人體各器官、組

織，腫瘤的分期和原發部位的不同而不同，隨着分子病

理學的發展相信對消化系統的NEN認識的將不斷深入，尤

其分子靶向藥物在臨床的治療應用增加，未來為提高NEN

的診斷及治療效果，病理診斷仍面臨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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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過病歷檢查結果的分析，探討提高病歷書寫品質的對策。  方法 隨

機抽查各臨床專科2014年1月份歸檔病歷213份，2014年5月住院病人運行病歷55份，合計268

份。按本院終末病歷評分表和運行病歷評分表進行量化評分，並對缺陷進行歸類總結。  結

果 甲級病歷206份，佔76.9%；乙級病歷52份，佔19.4%；丙級病歷10份，佔3.7%，病歷書寫

缺陷共347條。  結論 本院甲級病歷比例偏低，病歷完成的時限性和內涵質量亟待提高。建

議通過全面的質控管理提高病歷書寫質量。

【關鍵詞】病歷；內涵品質；質控管理

Analysis and improving countermeasures of quality of medical records

ZHAO Wen Wei, WONG Un Ha, XU De Li, CHEN Yan, HO Cheok Kuan, ZHU Xue Yin, Zhu Qian, KAM Lai Hou
Medical record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analysis of evaluation results of medical record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quality of medical records.  Methods   Hospitalization medical records in January and 
May 2014 are randomly selected , which were examined according to quality control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defects were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Medical records of class A were 206  accounting 76.9%, 
class B were 52 accounting 19.4% and class C were 10 accounting 3.7%. There were total of 347 medical 
record defects.  Conclusion   Low proportion of class A medical records found, the time limit completion 
of medical records and content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medical records 
through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is recommeded.

[Key Words]  Medical records; Connotation quality;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病歷書寫質量分析和提高對策

趙文為* 黃婉霞 徐德利 陳彥 何卓君 朱雪茵 朱茜 甘麗好

‧醫院管理‧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病案管理委員會

*通訊作者  E-mail:dr.zhaowenwei@163.com

為提升病案質量，本院自2010年成立病案管理委

員會，定期開展終末病歷與運行病歷檢查。4年來本院

的病案質量有了長足的進步，亦有亟待改進的問題。現

將2014年上半年病歷書寫質量檢查結果分析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

隨機抽查各臨床專科2014年1月份歸檔病歷共213

份，2014年5月住院病人運行病歷共55份，合計268份。

二、方法

根據《病歷書寫基本規範》（中國醫院協會病案專

業委員會2010年2月版），按鏡湖醫院《終末病歷評分

表（2013年6月版）》、《運行病歷評分表（2014年5月

版）》進行量化評分。病歷品質評分90分以上者為甲級

病歷，89至75分為乙級病歷，74分以下為丙級病歷。對

所有書寫缺陷註明扣分理由，並進行分類。

結 果

268份病歷中，甲級病歷206份，佔76.9%；乙級病

歷52份，佔19.4%；丙級病歷10份，佔3.7%，其中丙級

病歷均出現在運行病歷檢查中（表1）。共檢查出347條

書寫缺陷，缺陷分類（表2）。

表1.病歷評定等級

終末病歷檢查 運行病歷檢查 合計

甲級病歷 181(85.0%) 25(45.5%) 76.9%

乙級病歷 32(15.0%) 20(36.4%) 19.4%

丙級病歷 0 10(18.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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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病歷書寫缺陷分類

書寫缺陷 缺陷條數 比例%

無簽名或無本院醫生簽名 64 18.4%

無頁碼 57 16.4%

病程記錄缺陷 47 13.5%

範本錯誤 33 10.7%

空白処未註明“以下空白” 21 6.0%

主訴或現病史描述缺陷 20 5.8%

錯別字、漏字、標點符號錯 19 5.5%

體格檢查書寫缺陷 17 4.9%

既往史、個人史描述缺陷 14 4.0%

知情同意書缺項 14 4.0%

首頁缺陷 10 2.9%

診斷及分析書寫缺陷 9 2.6%

無朮前小結或朮前討論 6 1.7%

缺日期或時間 5 1.4%

手術記錄缺項 5 1.4%

醫囑未及時重整 4 1.2%

基本資訊缺項 2 0.6%

合計 347 100%

討 論

通過檢查顯示，目前本院甲級病歷比例偏低，運

行病歷質量較差，臨床醫生對病程記錄的時限性完成不

重視，病歷內涵質量亟待提高。

一、病歷書寫普遍存在的缺陷

1.電子病歷範本錯誤：目前本院入院錄、首次病

程錄基本使用Microsoft Office Word書寫列印，並有

規定的格式，在院內網上可下載相關範本。但仍然有不

少病歷使用了不同的字體、行距、格式。

2.病歷書寫形式上規范，內容空泛：普遍存在套

用“範本”、過渡使用複製、黏帖功能，不能體現每份

病歷的特點，甚至出現嚴重的複製錯誤。

3.病歷書寫重表面，輕內涵主訴、現病史不能準

確導出第一診斷；診療計劃不具體，針對性不強；診斷

與分析缺少必要的鑒別，未能體現臨床思維；化驗、檢

查、用藥、特殊治療的目的、必要性缺乏明確的闡述；

病程記錄不能很好地反映病程演變過程。

4.術前評估不足：術前小結和術前討論缺乏針對

性，無手術風險評估或對風險評估不足，無手術意外或

併發症、合併症處理預案。

5.知情同意書不規範：知情同意書缺簽名、缺項

情況較為突出，甚至有隨意修改知情同意書內容等不規

範行為。

二、病歷書寫缺陷的原因分析

1.病歷書寫者對病歷書寫規範認識不足：本院的

臨床醫護人員來自五湖四海，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差異

大，這是造成病歷書寫規範性差的一個客觀原因。但更

主要的原因是書寫病歷只是為了完成任務，機械地套用

範本，忽視了病歷的根本作用。事實上病歷書寫不是簡

單文字描述、數據堆積的過程，而是臨床醫生對病情認

識程度提高和自我整理臨床思維的過程，是理論與實踐

相結合的過程，是臨床醫生得到鍛煉和業務水平提高的

過程[1]。

2.上級醫生管理和教學意識不足：上級醫生對住

院醫生的病歷管理不足，經常只簽名不審核，忽略了病

歷質量[2]。上級醫生教學意識不足，這在三級查房記錄

中體現最明顯。

3.病案質控人員專業知識不足：目前病案質控人

員大部份為臨床醫護人員，質控方面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不足；同時受專業知識所限，對不同專科病歷內涵質量

的評價有一定困難。

4.質控管理需提高：目前本院執行的質控標準主

要針對病歷書寫的規範，對內涵質量的量化評分較困

難；病歷質控工作中科室、臨床醫生主動參與度不高。

5.法律意識不強：醫護人員書寫的病歷是醫療訴

訟中最重要的證據之一，知情同意的目的是保障病人合

法權利、保護醫護人員的自身利益。澳門醫患關係較融

洽，本地長期以來無“醫療事故法”，因此醫護人員在

這方面的法律意識不強。

三、提高病歷書寫質量的對策

1.加強病歷書寫規範性建設：充分利用院內網，

建立病案管理專區，展示規範的病歷格式和範例。讓臨

床醫護人員隨時可以查閱、下載。

2.加強培訓：住院醫生是病歷書寫的主力軍，因

此對住院醫生，特別是新入職的醫生、培訓醫生加強病

歷書寫規範的培訓尤為重要。澳門“醫療事故法”即將

實施，廣大醫護人員應強化法律意識，通過學習法律

檔，規範日常醫療行為和病歷書寫，保護醫患雙方的合

法權益。定期舉辦全院病歷書寫講座，結合病歷書寫中

存在的問題進行針對性講解。

3.運行病歷實時監控：針對本院運行病歷書寫缺

陷較多的情況，將時限要求、主觀病歷質量和知情同意

書作為審核重點，對病歷質量進行追蹤檢查。實時將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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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缺陷資訊反饋經治醫生，定期按科室統計病歷質量，

結果反饋至科主任，由科室進行持續性改進。

4.健全科室三級病歷質控：要求各臨床科室建立

住院醫生—主治醫生（含高級職稱）—科主任三級病歷

質控科級管理體係。及時發現問題，把缺陷彌補在檔案

形成的過程中[3]。

5.提高終末病歷質控效率：終末質控作為環節質

控效果的評價，要加大力度，更要提高效率。建議將終

末病歷檢查由隨機抽查改為重點檢查，抽取死亡病例、

搶救病例、疑難病例或長時間住院病例的病歷檢查[4]。

6.嚴格三級查房制度：三級查房記錄的重點在於

內容。主治醫生查房內容應包括對病情演變的分析，明

確診療措施，評價診療效果；副主任以上醫生查房記錄

應有對病情的進一步分析和對診療的意見，應有教學意

識，並體現出國內外醫學發展的新水平。

7.提高三大病例討論實效：嚴格朮前病例討論、

疑難病例討論和死亡病例討論制度。不定期下科室檢查

手術病例、危重疑難病例及死亡病例討論落實情況，對

討論形式和內容進行認真登記，然後對照住院病歷檢查

記錄情況是否一致。

8.改進病案質控管理：(1)將過去終末質量控制短

時間完成的習慣變為經常性過程質量控制模式。(2)建

立病案質量資訊反饋制度[5]，強調資訊反饋的針對性、

劉愛民. 醫院管理. 病案管理分冊.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

黃嘉璿, 鄭鈞, 夏偉. “以點帶面”逐步提高病案內涵質量. 中國

實用醫藥, 2011; 6(5):274-275.

李偉明. 加強運行病歷監管, 促進病歷檔案品質提高. 中國醫藥導

報, 2010; 1(1):153.

趙增虎, 范水準, 李永申. 病案終末監控的新模式. 中國病案

2006; 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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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學管理雜誌, 2011; 19(2):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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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實施臨床路徑管理的意義和挑戰

符丹* 陳子傑 李衛平

‧醫院管理‧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fudan12345@yahoo.com.hk

自己從住院到出院的全過程有了一個大體的瞭解，適時

獲取相關醫學資訊，不斷提高對疾病的認識層次和理解

能力，從而能夠積極配合醫務人員的工作，促進本院醫

患溝通的整體水平，使醫療、護理品質不斷提高。

4.提高醫院管理水平，促進醫院內涵建設

臨床路徑可以作為醫療水平評價的工具，醫院管

理者可通過臨床路徑識別和清除過渡或無效的醫療行

為，引導醫師依據合理的過程開展醫療工作，促進醫務

人員醫療行為的規範化，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患者就醫

費用；同時也可以增強多專業的合作意識，培養團隊精

神，提高凝聚力，促進醫院管理工作有效地進行。

三、臨床路徑的制定

由於臨床路徑要整合相關檢查、診斷、治療、護理，

形成多方位、團隊式診療方案，涉及科室多、人員多，無

論制定還是實施，都需要進行複雜的組織協調工作。

1.病種/病例選擇

雖然實施臨床路徑有很多優點，但不是對所有疾

病都適合。首先要選擇那些發病率高、費用多、變異小

的病種，如普外科的闌尾切除、甲狀腺切除、腹腔鏡膽

囊切除術，泌尿科的前列腺切除，骨科的全膝關節置換

術、全髖關節置換術，椎間盤鏡下椎間盤摘除術，關節

鏡下半月板部份切除術，眼科的晶體囊內外摘除術及人

工晶體植入術，內科的經皮冠狀動脈擴張術，婦產科

的子宮全切、次全切術、子宮肌瘤摘除術及自然產、剖

腹產等等。隨着經驗的積累，可制定更多的臨床路徑。

除此之外，要特別關注醫療保險機構的要求（這個在本

院暫時還沒遇到）。醫療保險機構列入按病種收費的專

案，要優先制定臨床路徑。

2.制定臨床路徑的方法

(1)由院方組織，選定負責醫師，由醫師、護士、

行政人員和相關科室人員組成小組，進行學習研討，並

做出文獻報告，必要時請專家指導。

(2)選定臨床路徑執行的病種時一定要結合本院的

實際情況，從病歷記錄及日常醫療經驗中選出基本且重

要的醫療專案，以及相關資料如住院日、費用及是否容

易執行等，結合文獻分析，確定基本標準，制定臨床路

臨床路徑近幾年在鄰近地區的醫院管理方面是個很

熱門的話題，但在澳門醫護人員中真正瞭解的人並不多。

結合本院的實際情況談談臨床路徑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臨床路徑的概念和背景

臨床路徑(clinical pathway, CP)是一組人員共同

針對某一病種的治療，護理，康復，檢測等所制定的一

個最適當的，能夠被大部份患者所接受的照護計劃[1]。

臨床路徑源於1950年代工業界對生產線上關鍵階段的

管理，1970年代Shoemaker提出醫療照護標準化可促進

服務的完整性並可評估病人的病程和治療的結果[2]。

1980~1993年美國多個醫療團體制定1500多個診斷和治

療的臨床指南[3]。1990年代台灣部份醫院引入並實施臨

床路徑。2000年後內地部份醫院開始引進和實施臨床路

徑，2009年12月衛生部開展臨床路徑試點工作。

二、實施臨床路徑的意義

1.實施標準化管理，提高醫療品質

臨床路徑本身是一個多專業合作的、進行醫療服

務的標準化流程管理。本院醫護人員結構複雜，專業水

平參差，對同一疾病不同醫護人員認識差別較大，通過

採用醫院專家共同研究制定的最佳處理方式，減少患者

住院時的各種變異情況，避免醫療處置失當，增加患者

診療的一致性，從而提高醫療品質。

2.控制醫療成本，降低醫療費用

臨床路徑規範了醫生的行為，醫務人員依據預先

制定的最佳方式開展診療活動，減少了醫療行為的隨意

性，控制病人的就醫成本，減少浪費。同時通過 臨床

路徑的實施，發現病人就醫診療過程的瓶頸，及時對醫

療服務過程加以改進，提高工作效率，實施成本效益核

算，控制醫療成本。本院部份自費或由政府資助的病人

同樣需要控制醫療成本，改善本院在澳門市民心中“謀

財”的形象。

3.促進溝通，提高病人滿意度 澳門患者知情權意

識較強，實施中，通過對患者及其家屬講解患者版臨床

路徑，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權，使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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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草案，提供科室討論(可能時也收集同行制定的臨床

路徑及保險機構的相關資料作參考)。

(3)召開研討會，徵詢專業小組以外的相關醫療科

室和非醫療人員的意見，修改臨床路徑草案。

(4)舉行臨床路徑說明會，向臨床路徑實際工作相

關科室人員說明臨床路徑的內容及執行中應注意的事

項，進一步修定、完善臨床路徑並達成共識。

(5)成立宣講小組，對相關的一線人員進行培訓，

包括記錄的方法、變異的處置等。然後開始試行，並在

試行中收集變異、分析變異，不斷改進臨床路徑。

四、本院實施臨床路徑面臨的挑戰和對策

本院2013年8月在骨科試行椎間盤鏡下椎間盤摘除

術和關節鏡下半月板部份切除術的臨床路徑，面臨挑戰

主要有以下幾點：

1.澳門地區暫時沒有按病種收費和總額預算的緊

迫性—缺乏動力。從臨床指南到臨床路徑，最初都是

為了保證和改進醫療品質，雖然被認可，但沒有被推

廣。其原因是醫院和醫師缺乏積極性。在美國是由於

DRGS(疾病診斷相關組)的推行，在我國臺灣省是由於健

保機構由“論量計酬制”改而推行“論病例計酬制”，

臨床路徑才得到醫療提供者的廣泛關注和實施。本院作

為一家私立醫院應當預見到，為了真正實現以比較低廉

的費用提供比較優質的服務，改革對醫院的支付方式勢

在必行，提前研究和制定臨床路徑，定會在面臨的改革

中取得主動。

2.轉變醫護人員的服務理念是推行臨床路徑的關

鍵：臨床路徑的起始階段，是護理人員把針對固定的同

一病種的醫囑整理起來，寫成一個表，當醫師下醫囑

時，根據這個表逐項查對，如有遺漏，就徵詢醫師的意

見，是否把遺漏的專案加進去，即所謂由護理人員發起

的管理式醫療方法。本院電子系統還沒有臨床路徑管理

項目，實施初期明顯增加醫護人員的文書量，故一線工

作人員有一定的抵觸情緒。當然病人的病情因人、因時

而異，醫師治療病人也應因人因時而異，不應用一個固

定的表格來限制醫師的醫療行為，這是多年來形成的醫

師的思維定式。必須明確，臨床路徑並不限制醫師加開

醫囑，只是超出路徑的部份，應說明理由，這是負責的

態度，也是不斷修正和完善臨床路徑的依據。

3.目前，本院在醫院及科室層面都沒有一個相關

機構來協調和組織臨床路徑的實施。臨床路徑要整合檢

查、檢驗、診斷、治療和護理等各種處置措施，並按

天、按時依序排列，任何一個環節受阻或延誤，都會影

響臨床路徑的實施。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個臨床路徑都

是一個系統工程。要動員、組織、協調、甚至嚴令相關

科室和相關人員，按臨床路徑的要求，按時、保質完成

該完成的工作。

4.澳門地區人口較少，每個單病種數量比較少，

故實施臨床路徑有一定困難，比如本院去年8月至今椎

間盤鏡下椎間盤摘除術還不到10例。另外，一些特殊病

人與臨床路徑管理的矛盾，如有保險或經濟條件比較好

的病人，往往很難實施臨床路徑。接受政府資助的患者

大多年紀比較大合併有很多其他疾病，變異率高，離開

臨床路徑率高。

5.臨床路徑管理團隊的培訓，本院去年5月派出兩位

護士一位醫生去外院學習臨床路徑管理，回來後醫院建議

在骨科實施臨床路徑試點，科室乃至醫院大部份醫護人員

對臨床路徑並不熟悉或根本沒有接觸過，在實施的硬件和

軟件上還不成熟，所以實施過程面臨較大挑戰。 

6.面對上述種種困難我們有何良策？(1)完善本院

臨床路徑管理系統將助力臨床路徑的推廣。(2) 加強臨

床路徑管理團隊的培訓。(3)改善本院臨床路徑的資訊

系統。(4)臨床路徑的全面推廣需要政策做支撐。

總之，臨床路徑管理需徹底改變目前的服務方

式、服務流程，真正實現以病人為中心，提高工作效

率。鑒於實施臨床路徑的複雜性，必須有醫院高層管

理者的重視和協調，必須有相關職能科室的參與，必

須有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保證。還應強調的是，雖然對

醫院支付方式的改革是推行臨床路徑的動力，但絕不

應當不恰當地過分強調臨床路徑對控制費用的功能，

而淡化甚至忘掉了臨床路徑在保證和持續改進醫療品

質方面的功能。否則，就會走偏，就會影響臨床路徑

的生命力。

（本文編輯：王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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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 lwp9554@hotmail.com

我醫學生涯的啓蒙老師—莫世耀，矮矮的個子，

一個很普通的醫生，就像他的名片一樣普通：“廣州市

第一人民醫院骨科 莫世耀醫生”，在百度和Google搜

尋引擎中也只有幾條條目提到他。他有主任的頭銜，

有大學教銜，是廣州市的人大代表，也被人稱為骨科

專家，他最喜歡的稱謂是醫生，但我們還是按習俗稱他

為“莫主任”。他常說：“無論我在大學講課稱教授，

在外科管理叫主任，我其實就是一個醫生，醫生是我的

職業，也是我的稱呼。”他甘於寂寞，不喜歡寫滿頭銜

的名片，在同行同輩和我們晚輩中是很受尊重的，其謙

虛好學令人敬佩，而嚴厲時令人懼怕。我們對老師的敬

畏，不是來自他的脾氣，而是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敬業

精神和治學態度。

在黃榕增前輩（上世紀四十年代任廣州中山大學

醫學院院長兼外科教授，曾受聘澳門鏡湖醫院任外科主

任，五十年代任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外科主任，是國內

有名的外科學家）的主導下，老師參與了創建廣州市第

一人民醫院的骨科專業並將其培育壯大，老師的一生都

撲在骨科的發展上，我們都感覺到這個骨科就是他的

“家”。老師是中華醫學會廣州市骨科學會的前身—廣

州骨科小組的成員，當時的成員有鄺公道、陳之白、麥

鼎銘等骨科前輩，他被同輩稱為廣東骨科學界時下不多

的孜孜不倦的讀書人之一。他不上手術的時候，大部份

時間是在讀書、翻閱資料，書桌上的燈是常亮的。

他大學讀書時學的是德語，英語是畢業後自學

的，同輩中像他能够流暢閱讀和翻譯英文的人不多，常

有同輩請他幫忙翻譯資料。他經常鼓勵我們多讀英文原

著和外文期刊，多做閱讀和翻譯訓練。他告訴我們，你

只要願意動筆翻譯外文，他就樂意無償幫你修改校對。

記得當年為了練習，翻譯了一篇在《世界骨科雜誌》

（World Journal of Orthopedics）上的踝扭傷治療的

綜述類文章，他作了大篇幅的訂正的同時，不會說“水

準太低了，要努力趕上啊”之類教訓人的話，而是語重

心長地告訴我：“要從權威雜誌上找文章閱讀，如美國

版和英國版的《骨與關節外科雜誌》（The 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JBJS），這樣才會事半功倍。

只是讀書無用，要讀對書才行，讀書要讀權威的書”。

當年在醫院圖書館查閱資料時，每每看到整個書架的

JBJS時，總覺得是老師早早為我們這些後來者安排好

的，特意留給我們的。

30多年前，中文骨科書籍不多，參考資料陳舊，

內地外文原著奇缺，醫生普遍不能流暢閱讀英文原文。

為了儘快提高大家的專業理論水平，老師經常根據臨床

遇到的問題，分門別類地翻譯原著，工工整整地譽寫在

活頁紙上，把原文圖表複印後附上，作為骨科學習資

料發給我們定期閱讀，讓大家有明確統一的規範。1983

年，Denis提出了脊柱的“三柱理論學說”，為了讓我

們瞭解脊柱外科的最新進展，老師托人到香港大學圖書

館複印原刊，翻譯後發給我們學習。至今翻看這些保留

下來的手抄本資料，總被老師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所感

動。前輩們在無數的“運動”中劫後餘生，依然在清貧

中做實實在在的學問。令人唏噓的是，前有古人，後無

來者，俱往矣，這樣的學者群在浮躁功利的社會中是無

法誕生和生存的。

“唯器與人，不可以假人”。老師很不耻幫下

級醫生修改文章要署自己的名或改自己為第一作者的

學術剽竊行為，也謝絕在作者欄署上他的名字以通過

“名人效應”擴大影響，更不會讓下級醫生代筆幫他

寫文章。他著述不多，但鼓勵我們多寫多看，他一再

聲明：“我幫你們改文章，但不用署我的名”。他會

整段整段地幫你改寫，提供更權威的參考資料給你。

經過老師修改的文章，文字更貼切，表達更準確，自

己看了也覺得恰當，往往投稿後都能順利發表。

老師身體力行，不尚空談。為了提高我們書寫病

歷的水平，在病房找了一個脊柱骨折脊髓損傷的病例

（各種體檢的細節特別多），自己採集病史和做體格

檢查，寫出一份標準病歷範本，內有傷者受傷的具體

情况（時間、地點、受傷的暴力程度和機制），詳細

記錄各組肌肉的肌力，各個關節的主被動活動範圍，

各種感覺的平面等等，讓我們傳閱學習，明確告訴我

師恩重如山—懷念老師莫世耀醫生

李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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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清楚病歷是怎麼寫的！”。他要求所有骨折

病人的病歷上必須附有X光片的手繪圖，看懂了片子

你就能把骨折綫繪下來，看不懂時就繪不出來。他看

你繪出來的圖就知道你是否瞭解骨折的類型和細節。

開始的幾年，經常為描好骨折綫圖發愁。通常，把

空白的病例紙放在X光膠片上臨摹，往往看得不太清

晰。如果觀片燈箱的光綫不够，可以使用他辦公室裏

的玻璃板和强光燈。老師查房時，發現病歷描寫不符

或不準確，當場質疑追查，會令你難堪。所以，查房

前大家都會很緊張，反覆檢查病歷和各種檢查結果。

他特別反對不必要的檢查和不實描述，如有人在病歷

上隨意寫了骨折部位有“骨擦感”，馬上會厲聲追

問：“誰寫的？看到了畸形還檢查有沒有骨擦感？什

麼意思？你骨折讓我試試！你忍心做嗎？有沒有用腦

想過？”在那種氣氛中，誰也不敢回應。一次，一個

進修醫生戰戰兢兢地招認是自己寫的，老師馬上改了

語氣：“誰是上面的主治醫生？”大家知道，在他手

下當住院醫生不怎麽害怕，他從不“罵”小醫生的，

當主治醫生就緊張很多了。不管他怎麽“罵人”，大

家都不得不服氣：上班他比我們早，有時值班醫生還

沒起床呢；下班他比我們遲，甚至晚上不回家；病情

他比我們瞭解，他的辦公室就對着病房，發生什麼事

很難瞞着他；我們有理由敢不服氣嗎？！在他的近乎

苛刻的教導下，我們的團隊形成了良好的工作習慣，

自己的能力也上了一個臺階。當年，在廣州市檔案局

的檔案展覽上代表衛生系統的展品—病歷，就是從本

人書寫的病歷中抽調出來的。

老師兢兢業業，不計個人得失，長期在大劑量的X

光透視下工作，無情的X 綫輻射損害了老師的健康，暴

露在射綫下的的雙手患上了放射性皮炎，手指皮膚反覆

潰瘍。我們這些晚輩給他做過多次植皮手術，在感慨老

師的奉獻精神時也使我們意識到加強防護的重要性。他

深感培養一個專科醫生不容易，從不贊成我們涉險，聽

說有同事要駕駛摩托車就曾令他十分不悅。事因當年一

位骨科前輩駕駛摩托車受傷截癱而失去工作能力，老師

認為社會和當事人的代價太大。知道他的看法後，我一

直不敢讓他看見我手中的頭盔，摩托車也遠遠停放在他

看不到的地方。

老師對病人很誠實，當有回答不了的問題時，他

會坦誠告訴病人他也不懂，但他會查閱資料找答案後再

回復。當時我們不理解他為什麼不用“常規”的應答方

式---用病人難以理解的艱澀的含糊的醫學名詞輕鬆應

對，以保持專家深不可測的形象。老師不屑作假，其人

格魅力，在世風日下之時，依然影響着我們，不要用謊

言掩蓋無知，也不要用無知支撐無畏。“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說的正是這種虛懷若谷的

大智慧。

當年，覺得老師有時很保守，有些手術不允許

我們嘗試。曾經在專業期刊上看到一種手術方式，其

介紹效果不錯，有嘗試的衝動，除了好奇還有“少人

做的術式好寫文章”的心態。我們的試圖被老師斷然

制止：“這種手術我曾做過，實際效果不好，你們就

不要再去做了。王婆賣瓜的事多着呢。”為此，很不

服氣了一段時間，心想：“你做過不等於我做過，經

驗是你的而不是我的，何况這些術式已刊登在雜誌上

了，難道會假嗎？！”多年以後，更多的報告證實此

種手術利弊相當，才理解老師的一片苦心。挫折的經

歷多了，明白的事情也多了，既然社會有假煙假酒，

學術也有造假和不端。老師很強調師承：“經驗不一

定是要自己親身經歷過了才可獲得的，也可以通過別

人的傳授來獲得的，聰明的人可以從前人的錯誤中受

到教益。”他不允許我們這樣做，既是要保護病人，

也是告誡我們不能為了“嘗試”逾越醫生“有利無

害”的道德底線。他經常教導我們：“外科醫生是用

病人的血養大的，不能輕言交學費，這些學費就是病

人的生命。”時至今日，每當有人輕鬆地說交學費而

已時，老師的話又會在耳邊響起。

“視徒如子，愧我無才，空負雨露；尊師若父，

枉自有心，奈何風霜。”國學大家歐陽中石對其恩師奚

嘯伯的挽聯，道出了我們後輩對老師的追憶之情。入行

之初，幸遇恩師，乃人生之機緣；受教良多，欲報師

恩，愧力弱難傳薪火。對上空負雨露，對下愧對後人。

唯可告慰恩師的是，時過境遷，學生依然是一個平實的

醫生，始終在臨床的第一綫，守着老師的信念，用老師

傳授的技術，脚踏實地地治病救人，服務社會。

（本文編輯：王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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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

一路走來，我從醫已有三十年，每次回憶到剛踏

入醫學領域師從王老師的情景，雖然老師言語不多，但

對我以後的行醫生涯影響如此深遠，那份感激，那份溫

暖，依然如舊。

在我畢業留校華西醫大附一院任內科住院醫生頭

兩年，老師正在法國巴黎留學，雖沒見到人，王曾禮教

授的大名早就如雷貫耳，內科已流傳着不少他的傳奇故

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擁有一大批粉絲。待我輪到呼吸

科做住院醫生時，老師已任該科教授兼大內科主任了，

沒多久發現老師只要上病房總願意和我多聊兩句，於是

乎受到小住院醫生們的羡慕，自己也有幾分小小的得

意。不過很快就發現做王老師的學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

甚至讓人抓狂的事情。

剛剛入門，萬事懵懵懂懂，渴望能夠得到名師的

耳提面命，大家特別珍惜每週一次教授查房，當我滿懷

憧憬準備了一堆問題打算在查房中請教老師時，才發現

他不會像其他老師那樣循循善誘苦口婆心，從來不正面

解答問題，他的思維奔逸如天馬行空，語言看似漫不經

心實則暗藏禪機，你必須打起十二分精神，捕捉那一閃

的靈感，才可能有舉一反三的收穫。同時，老師又是教

學生有方、敢於負責任的上級醫生。呼吸科病種裏胸水

和氣胸的穿刺操作較多，記得在我做住院總醫生期間，

一次有個肺氣腫老伯突發氣促、很快就出現了神志不

清，當時判斷為自發性張力性氣胸，而主治醫生又不在

場，我不敢穿刺又怕負責任，跑步去一樓辦公室請示，

老師說：記住平時教你的操作關鍵點，大膽地去搶救，

我支持你，如果有意外我負全責。於是，我返回病房，

在向家屬作了簡單的溝通後，考慮到老伯已昏迷，當機

立斷不施麻藥、直接用手術刀插入胸腔放氣、再插管，

直至老伯轉危為安。自此後，我的自信心和臨床應急能

力有了大大的提高。

從法國巴黎留學回來老師任職大內科主任，立即

在大內科開始了每週一次的疑難病例討論，全科醫生護

士三百多人參加，要求討論前準備、討論中各舉論據爭

辯或隨時提問，場面是好不熱鬧，那時我們這些小住院

醫生下夜班也不放過如此難得的學習機會。而每週一次

住院醫生的晨間讀書報告更是精彩。為了培養年輕醫生

講課教學及自學提高能力，老師要求所有住院醫生自設

題目輪流上臺在大內科講課。上臺醫生面對台下全內科

醫護人員、包括一些全國著名教授自然是十分緊張，然

而如果講課內容空泛言之無物，老師會立馬糾正一點情

面也不留；如果背對台下聽眾、照讀幻燈片，老師則毫

不客氣地當場指出：如果再有如此講課的就請不要再參

加晨間讀書報告了。我以為，但凡真有大學問的人，絕

不肯唯唯諾諾人雲亦雲，從不掩飾自己的好惡，從不隱

瞞自己的觀點，這也是老師的傲氣。

老師平時特別強調“要做一名好的內科醫生，其

知識的積累，主要來源於床旁實踐獲取直接經驗，同時

借鑒間接經驗，沒有捷徑可走。年輕醫生一定不要人雲

亦雲，盲目追隨所謂權威。看病沒有什麼權威，各人有

各人的經驗。

老師為了督促我們多看書學習，同時方便查房時

隨時攜帶，組織我們十七位年輕醫生編寫了本書《簡明

內科診療指南》。在編寫過程中老師親自面授、校對，

過程本身就讓我們重溫指南、規範診治，收穫頗豐。

老師有極高的語言天賦，英文功底本來就好，

八十年代為了留學法國，靠一本中法字典練就嫺熟的法

語，以至成為那個時代醫學界少有的法語專家；憑藉出

色的英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老師成為美國和平隊的醫

學顧問，和美國領事館多有來往。當年辦簽證比登天還

難，老師的一紙便條幫助包括我幾個同學在內的不少青

年醫生順利地拿到了簽證，這也是當年華西醫大的一樁

美談。

老師先後從事傳染病和呼吸內科，遇到的都是臨

床上的常見病、多發病、危重病、疑難病，積累了非常

紮實的內科基礎。作為臨床醫生他也有自己特殊的風

格。以我的體會，王老師的臨床思維從不為紛繁蕪雜的

細節所迷惑，總是在最短的時間用最直接的方式最精煉

的語言抓住病例的本質，一如他的文章和講課。因此聽

他的查房，對高年資醫生是一種享受，而年輕醫生就常

吾敬吾師、吾惜吾緣—回憶老師王曾禮礼

蕭浤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xiaoyx123@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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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雲裏霧裏了。所以做老師的學生不易，而一旦頓悟，

則別有洞天。我今天的臨床思維與王老師這種獨特的教

育方式應當有很大的關係。

老師最討厭過渡醫療，最反對濫用抗生素，最反

感大包圍大處方，我曾經也被他當着病人的面毫不客氣

地訓斥。他是一位好醫生，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治療大

師，短短幾句話“不要着急”、“注意營養”、“不要

輕易輸液”、“慎用抗生素”，就能夠讓病人得到極大

的安慰。

老師喜歡新鮮事物稀奇玩意，前年回成都和老師見

面，近八十歲的他說已開博客發表博文數百篇……。在

對待微博的態度上，老人也曾直言不諱地表現：“我寫

微博，主要把我在日常看病過程中從病人或其他同行們

收集到的各種資訊，我的感想或不同看法發送給人們，

希望我們互動討論，從我醫生的角度談醫生的觀點”。

年初驚悉老師因病去世，甚是悲痛。然而老師的言

行舉止和行醫態度已經在學生身上得以延續，老師的影響

是深遠的，這就是老師的人格魅力。吾愛吾師，愛其一生

助人無數，是忠厚長者。吾敬吾師，不溢其美，不掩其

惡。老師是一位大學問家，堪稱學生心中的道德楷模。

（本文編輯：李麗瓊）

‧我的老師‧

2003年9月，我來到中山大學腫瘤中心報到，成為

一名腫瘤科研究生，導師是林桐榆教授。當時林教授也

是剛從著名的美國MDAnderson癌症中心學習回來，我和

另外2名同學成為他的第一屆學生。

剛從美國最好的腫瘤中心回來，他自然要效仿那

裏的先進經驗，並且用那裏的標準來要求我們。早上查

房，要用英語交流，而且要簡明扼要。這可苦了我們幾

個，每天晚上要在科裡加班到很晚，把自己負責的幾個

患者的臨床資料用英文準備好，很多不熟悉的英文單詞

要查字典，還去查怎麼發音。光是這些已經夠折騰了，

可是這還不夠。英文匯報病歷之後，教授還要提問，

有關這個患者的治療經過、療效，還有臨床檢查的陽性

體徵等，都要熟悉掌握，如果自己偷懶，那就答不出問

題了，檢查如果沒有做到位，漏了陽性體徵，當面訓斥

是毫不留情地。記得有一次，一位淋巴瘤患者在化療後

白細胞降低並引起發熱，後來經過治療，白細胞已經回

升，但是體溫仍未降下來。如果按照一般的常理，進行

血培養或胸片檢查沒有陽性體徵之後，就很少進行其他

的檢查。可是這個患者發熱的情況很像感染，就是找不

到感染灶。林教授讓我分析並且做體檢，雙肺呼吸音是

乾淨的，口腔沒有膿腫，皮下軟組織沒有問題，我想當

然的認為肛檢不用做了，那裏甚少出現問題，只好說找

不到原因，林教授親身示範，並且進行肛門指檢，結果

發現就是肛周膿腫！我一下子面紅耳赤，為自己的大意

感到臉紅，同時也深刻的認識到，全面體檢的重要性。

如果這些還是體力活，就是多花點時間或用心思就能做

到的話，接下來的臨床思維可就是非常考驗人了。就每

一個患者，林教授都會問我們，這個患者的主要特徵是

什麼，以前的治療有沒有什麼不到位的地方，接下來該

如何治療，副作用該怎麼處理？這些問題，就要我們花

很多時間在網上查資料，查最新的進展，要把自己當作

患者的主治醫生一樣，要給患者下一步的治療制定一個

方案，當然，還要說出選這個方案的理由。因此，在臨

床學習階段，林教授很重視發揮每個人的獨立思維，採

用提問式的方法，來促進我們獨立思考，改變了以前那

種老師講，學生記憶的低效率學習方法。一個是主動，

我的老師—回憶林桐榆教授二三事礼

曹亞兵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腫瘤科 

*通訊作者  E-mail:sumscaoyabi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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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被動，兩種方法的優劣性可想而知。通過這樣殘

酷性的鍛煉，我們的臨床能力提高很快，當知道其他組

輪科的時候，我們的臨床處理能力都得到其他教授主任

的認可。當然，我們“犧牲”的是工作之餘的休息時

間。現在看來，這樣嚴格的臨床訓練對我們以後能夠在

臨床上獨當一面，是非常重要的訓練！ 

林教授經常告誡我們，要做事，先做人。當時我

和其他同門一起在林教授的病區，各自分管6~7張病

床，相互之間要合作。因為林教授要求高，所以我們每

天都要為自己所管的患者忙個不停，很難再顧得上別的

患者。有一次星期六上午，是休息時間，我因為其他原

因晚點到醫院查房，另外一個同門已經查完了，林教授

剛好經過醫院，就上病房看看，發現有個患者正在腹

痛，就問另外一個同學怎麼回事，她處理完自己的工作

坐在辦公室裡，隨口說了一句：這是曹醫生管的，我沒

有查這個患者。結果林教授很不滿意，首先去解決了患

者痛苦之後，回來嚴厲的批評了那個女同學，說我們都

是一個整體，不能說是不是自己的患者，就看着患者在

那裏一直痛着而不去處理，不管是誰的患者，都要以人

為本，首先幫助患者。一個團隊要有協作精神和態度。

我和同門跟隨着林教授的時候，每天都從一點一滴的事

情中學習這種干預擔當的態度，不能推卸責任，並且能

夠感受到潛移默化的力量。至今，我們都以高度的責任

心面對患者，不要辜負患者和家人對我們的期望。

林教授是全國著名的淋巴瘤專家，每天有很多患

者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找他看病。再加上繁重的會診工

作，和其他雜事，他的時間每分每秒都顯得那麼寶貴。

這種情況下，他每天早上查房的時候，還能說出最新的

進展，有些甚至是剛剛報導的最新消息。後來我們才知

道他怎麼做到的，原來他每天晚上都要熬夜到很晚，臨

睡前還要上網檢索資料，保持更新的狀態，再加上他強

大的記憶力，簡直是過目不忘，所以才記得那麼多，那

麼準。當然，這與他事事爭先和積極主動的態度是分不

開的。記得06年那年要畢業了，我的課題里還有一些標

本沒有收集到。我又想當然的認為再也找不到有價值的

病例了，他說不行，你再去找找，結果一大早就奔赴深

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寶安區人民醫院和佛山市第一醫院

等幾家醫院，又找到10來例寶貴的資源。後來課題順利

的進行，並且發表了文章。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把

不可能變成可能。正是這種堅持到底的態度，讓他在很

多次看似不太可能的情況下創造了奇蹟，我也深刻領會

到這種精神的珍貴。

他的門診時間是星期二上午，我們幾個學生要

跟他一起出門診，先把患者的基本情況過濾一下，然

後把做好的記錄拿給他看，並且簡要提出下一步的處

理意見。每逢星期二，前來就診患者都基本上超過60

個，最多的有70多個，因此，我們常常要連續工作到

下午3點多，才能看完這些患者。經常都已經錯過了

午飯時間，還要保持精神的高度緊張，不能出任何的

錯誤。之後，林教授會把當天門診的所有患者再講一

遍，特別是一些少見病例，會做一個系統分析。累是

極累，但同時也是我們收穫最大的時候。所以，我們

常開玩笑說，這真是痛並快樂着。所有的學生幾年來

都是這樣培訓出來的。

林教授喜歡挑戰，遇到疑難病例，會激起他巨大

的興趣。所以，別的教授難以處理的棘手病例，有很多

都轉介到他這裏來。我們跟着管患者，雖然辛苦，但確

確實實學到真本領。他也在臨床工作中發現問題，並且

總結臨床經驗。2013年，林教授的課題組有兩個報告在

美國ASCO（美國臨床腫瘤學年會）上宣讀論文。這是全

世界最高水平的學術會議，在這上面做報告的中國學者

屈指可數，而且去年亞洲一共只有3人，有2人就是他的

課題組。所以他的臨床水平確實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去

年，他主持編寫的淋巴瘤論著也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

版，我本人和鏡湖醫院也作為作者單位參與編寫，鏡湖

醫院和內地其他大型腫瘤中心同時出現在編寫單位，為

本院贏得了聲譽。今年，他主持的另外兩本著作還在緊

張進行中。

隨着同學們逐年畢業，我和同學門也都離開中山

大學腫瘤醫院，在各地的醫院工作。雖然如此，我們還

和林教授保持密切的關係，定期回到他的身邊，請教一

些各自遇到的疑難病例，我們都繼續從他那裏獲得知識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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