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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繼續增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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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鏡湖醫學論壇”收到各類稿件103篇，其中投稿《鏡湖醫學》期刊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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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安排錄用，而病例報導類和綜

述類文章只能擇優錄取。

2016年“鏡湖醫學論壇”正在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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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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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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學與臨床

蕭浤* 唐靜

‧ 述 評 ‧

早在1000多年前中國傳統醫學就提出辨證施治、

同病異治、異病同治，強調個體化醫療。20世紀臨床醫

學最大的進步，是從以個人經驗及直覺為基礎的傳統個

體化治療，直到進化基於基礎及臨床研究資料的循證醫

學時代，才從根本上改變了臨床醫師的思維方法與實踐

模式。但是，基於對疾病模糊的診斷、分期、評估而

實施的臨床研究，有可能產生模糊的結論，偏離臨床

實際，有時會起到誤導作用。許多疾病治療指南的“半

衰期”僅有10年。學者們試圖以“改良”來彌補當今循

證醫學的先天不足，但效果甚微[1]。隨着人類基因組計

劃完成及二代測序技術興起，生物資訊學資料量得到了

急劇擴增。然而，在編譯、組織和處理這些資料的效

率，提取能真實反應生物過程的資料，通過資料洞察

人類健康和疾病等方面，並未能保持同步進展，導致

部份資訊閒置並不斷增加[2]。2011年，美國國家科學院

(NAS)出版的《Toward Precision Medicine: Building 

a Knowledge Network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a New Taxonomy of Disease》[2]提出，基因組學成果

促進整合生物醫學資訊學和臨床資訊學，從而邁向精

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的時代。2015年1月20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諮文中宣佈啟動“精準醫學計

劃”，掀起了全球精準醫學的熱潮，此舉可以視為醫

學新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3]。2015年3月和4月，中國國

家衛計委和科技部先後召開精準醫學戰略研討會，把

精準醫學列為“十三五”健康保障發展問題研究的重

大專項進行論證，這標誌着精準醫學時代已經到來。

一、精準醫學的概念

1�精準醫學的核心內涵

精準醫學，是以個體化醫療為基礎，隨着基因組測

序技術快速進步以及生物資訊與大資料科學的交叉應用而

發展起來的新型醫學概念，本質上是通過基因組、蛋白質

組等組學技術和醫學前沿技術，對於大樣本人群與特定疾

病類型進行生物標誌物的分析與鑒定、驗證與應用，從而

精確尋找到疾病產生原因和治療的靶點，並對一種疾病不

同狀態和過程進行精確亞分類，最終實現對於疾病和特定

患者進行個性化精確治療的目的，提高疾病預防與診治的

效益[4]。簡言之，精準醫學就是要根據每名患者的個人特

徵，量體裁衣式地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現有大多數藥物

都是為“一般患者”設計，用藥都是“一刀切”，出現了

對有些患者有效而對另一些人無效的結果。而精準醫學將

幫助醫生更好地瞭解患者病情的複雜成因，從而更準確地

找出最有效的用藥方案。隨着近年來生物資訊資料庫（人

類基因組序列）、患者個性化檢測技術（如蛋白質組學、

代謝組學、基因組學技術等）和大資料分析技術的迅速發

展，精準醫學的理念開始更加廣泛地應用。與以往醫學理

念相比，精準醫學進步之處是將人們對疾病機制的認識與

生物大資料和資訊科學相交叉，精確進行疾病分類及診

斷，為患者提供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的治療措施，既有生

物大資料的整合性，也有個體化疾病診治的針對性和即時

檢測的先進性[5]。

2�從循證醫學、轉化醫學到精準醫學

精準醫學是循證醫學的升級版，是轉化醫學的終

極版，所有疾病的最佳治療最終都將走向精準治療。精

準醫學將開啟以臨床為主導的新的研究模式[6]。

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循證醫學的概念，它將可獲

得的最好的基礎及臨床證據，與醫師的經驗、患者的價

值相結合，應用於臨床實踐，為患者制定、實施最佳的

治療。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發現，循證醫

學所推崇的最佳研究證據存在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很

多疾病的診斷存在問題，試驗入組的患者所患疾病的本

質不一致，導致研究結果不可靠。基於循證醫學所制定

的指南針對的是共性，而不是所有病人都適合採用指南

的推薦，這就需要精準醫學來解決。精準醫學將普遍性

和特殊性結合在一起尋找疾病的解決辦法，而循證醫學

只尋找一些共性的東西，拋棄了個性和特殊性。精準醫

學研究計劃涉及到臨床樣本和健康人群的資訊收集、臨

床資料分析和個體化醫療實施等方面，因此將引起一場

以臨床醫學為主導的醫學研究。要實現精準醫學要具備

“大協作、大資料庫、大（生物）標本庫、大樣本量、

新技術”這五大要素，這就要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以臨

床為主導的、多中心、多學科、大規模的合作[6]。

在臨床迫切需要對疾病深入認識的同時，大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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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研究成果卻被擱置。轉化醫學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基礎

醫學與藥物研發、臨床醫學之間的固有屏障，建立彼此

的直接聯繫，縮短從實驗室到臨床的過程，把基礎研究

成果快速轉化為臨床治療方法。轉化醫學的模式是從基

礎到臨床(B to B)，是精準醫學的基礎，但它依然是以

試驗為主導的研究模式，依然是實驗室造出來的。

精準醫學模式是以臨床為主，從臨床到基礎到臨

床(B to B to B)。只有臨床醫生才知道要做什麼、要

解決什麼問題，一切以臨床為中心，以患者為中心。因

此，我們必須改變思維方式，重新思考疾病的本質，顛

覆以症狀、部位、器官為疾病診斷依據的體系，將基礎

研究的成果與臨床結合，找到疾病的驅動因素，將疾病

科學分類及診斷，從而實現對疾病精準的診斷、精準的

評估，以達到對疾病精準的預防及治療。

3�精準醫學的實施

精準醫學的精髓在於對疾病重新分類的基礎上對具

有相同病因、共同發病機制的患者亞群實現精準的診斷、

評估、預測、治療和預防，輔助患者恢復健康，實現患者

的價值最大化。為了促使精準醫學的實施，美國科學院設

計了一個“模型”：為基礎研究發現和醫學發現建立起一

個共同的生物學資訊資料庫或者說是網路，通過搜集每

例患者的基因組學、表觀基因學、蛋白組學、信號傳導

學、臨床症狀體征及臨床實驗室檢測資料，結合體內微

生物學、外環境暴露學、社會學等資訊，建立個體資訊

港（information common），通過大協作，建立疾病知識

共用平臺（knowledge network of diseases），在大資料

的框架下，尋找疾病的分子基礎及驅動因素（molecular 

driver），重新將疾病分類，實現精準的疾病分類及診

斷，在此基礎上，開展循證醫學研究，對有相同病因、共

同發病機制的患者亞群實現精準的評估、治療及預防，打

破2000多年來以症狀和部位來命名疾病的方式[1]。

二、精準醫學與臨床

1�精準醫學與腫瘤

精準腫瘤學是精準醫學的領頭羊。隨着癌症基因

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信號組學臨床標記物等研究，

找到具有共性的疾病驅動分子將癌症精準地分類，為精

準的治療創造了條件。腫瘤研究已從癌症基因組的系統

研究中獲益，這些研究揭示癌症基因影響細胞信號、染

色體、表觀調節以及代謝和譜系成熟[7]。

在美國提出的精準醫療計畫中，惡性腫瘤的精準

醫療是“重中之重”。在具體操作中，腫瘤精準醫療通

常可劃分為以下三部曲：基因檢測、大資料分析和用藥

指導。第一步，基因檢測是患者變異資訊的獲知過程，

如通過高通量測序方法獲得腫瘤單核苷酸有意義突變、

拷貝數變異、基因移位和融合基因等海量基因變異資

訊，該環節中相關檢測技術的精確性及所檢測物件（如

腫瘤組織標本）反映資訊的全面性是關鍵。第二步，大

資料分析是相關變異資訊的解碼與提煉過程，

即從海量的組學資料中抽絲剝繭、去粗存精，提

取有價值資訊，發揮前後兩個環節之間承上啟下的作

用，該過程中相應分析模型與分析方法的精確性是關

鍵。第三步，用藥指導是以大資料分析結果作為參考，

制定因人因病而異的治療方案的過程；而治療的結果也

可以回饋到第一個環節，通過新的環路保證治療能隨病

情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候選藥物可涵蓋所有類型

惡性腫瘤臨床用藥，甚至用於其他疾病治療的藥物。該

環節中，可供選擇的治療藥物的豐富度直接關係到實施

精準醫療治療的成敗[8]。

例如，內皮生長因數受體(E G F R)控制多種調節

細胞生長和增殖的關鍵信號通路。EGFR酪氨酸酶抑制

劑(EGFR-TKI)掀起了肺癌精準治療的新時代。第一代

EGFR-TKI吉非替尼和埃羅替尼已作為臨床EGFR突變的非

小細胞肺癌(NSCLC)靶向特異性治療藥物。TKI能有效提

高晚期EGFR突變的NSCLC無進展生存期（PFS）。其他靶

向特異性藥物，如HER2靶向製劑（拉帕替尼、帕妥珠單

抗）、ABL抑制劑（伊馬替尼、尼洛替尼）、MEK抑制劑

（曲美替尼）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抗細胞毒性T細胞

抗原-4(CTLA-4)單克隆抗體製劑易普利姆瑪）等均在癌

症精準醫療中顯現出巨大的優勢和潛力[9-10]。

如今，腫瘤的分類已根據驅動分子，超越了傳統

診斷，並針對此驅動分子實施精準的靶向治療。因此，

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不能將治療腫瘤的理念應用到其他

疾病的診斷及治療？

2�精準醫學與遺傳學

約7000種單基因遺傳疾病會嚴重影響人類健康，並

對病人家庭和社會醫療體系產生沉重負擔。例如染色體異

常，即染色體層面上的拷貝數變異，是流產及許多遺傳性

疾病如唐氏綜合症的主要致因。如果能夠提前發現這些不

好的基因變化，那麼將減少人們受到病痛折磨的機率。

醫學生物科技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各類遺傳病的

確診率。雖然我們還不能修復缺陷的基因或染色體異

常，但隨着胚胎植入前基因篩查和診斷技術的成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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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體外受精卵的檢測，只將不攜帶致病基因的受精

卵植入子宮發育成胎兒，從而避免了致病基因的遺傳而

使新生兒免於患病。這一技術已日益成熟並成功地應用

於當前的產科臨床實踐中[11]。

在人工輔助生殖領域，為了避免染色體異常和單

基因疾病的遺傳，多重退火迴圈擴增法(MALBAC)已經被

應用於胚胎植入前基因組篩查(PGS)和胚胎植入前遺傳

學診斷(PGD)。2014年，兩個“MALBAC嬰兒”的出生得

到了大量的關注和報導，並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反響。在

這兩個案例中，研究人員成功地利用了MALBAC來篩選健

康胚胎，使嬰兒基因組中避免帶有父母中一方所攜帶的

遺傳疾病基因。MALBAC極低的假陽性和假陰性率完美地

滿足了兩個嬰兒的父母希望後代不再攜帶嚴重的雜合致

病突變的要求。這為那些患有遺傳性疾病或攜帶遺傳疾

病基因的夫妻帶來了福音。類似的方法可以減少某些疾

病，如乳腺癌在下一代中的遺傳風險。在單細胞中進行

精確基因拷貝數的計數以及基因點突變的檢測現在不僅

已成為可能，而且正在成為日益重要的技術。這些手段

使得科學家們能夠在單個分子的層面上檢測、理解並改

善生命過程，也成為精準醫學的生動案例[12]。

3�精準醫學與風濕免疫病

2015年全國風濕病學學術年會的主題是“邁向精

準醫學新征程，實現風濕學科新跨越”。大會上，中國

風濕病學會主任委員曾小峰提出“風濕免疫性疾病最適

合走精準醫學之路”。

風濕免疫性疾病的治療，為什麼要走精準醫學之

路？首先，因為大多數的風濕免疫性疾病與遺傳因素相

關，這與腫瘤相似，可通過精準醫學尋找相關的基因。

其次，同一種風濕免疫性疾病的臨床表現各異，需要通

過精準醫學來尋找分型標誌物。最後，臨床表現不同的

同類患者，可能療效和預後均不相同，這更需要尋找治

療的新靶點，通過佇列研究、註冊研究和療效對比研究

驗證不同的治療方案[13]。

從風濕免疫病的臨床實踐來看，目前已經進行的

很多工作都體現了精準醫學的概念。例如，生物製劑的

靶向治療，這是精準醫學理念的一部份，做精準醫學

就是要找到精準的靶位；硫唑嘌呤(Imuran)是臨床常用

藥物，但部份存在TPMT（硫嘌呤甲基轉移酶）基因突變

（導致該酶活性低或失活）者易發生骨髓抑制現象，目

前在美國已經有了在使用硫唑嘌呤前進行該基因檢測

的項目；類似的情況還見於痛風治療藥物別嘌醇(Zylo-

ric)，體內存在HLA-B*5801基因突變者應用該藥發生剝

脫性皮炎的風險很大，因此在應用前檢測該基因可提高

別嘌醇的用藥安全性[6]。

精準醫學為風濕免疫病研究帶來新的思維方式和

研究領域，它不僅可以從分子和細胞水平來研究風濕免

疫病發病機制，而且能尋找用於風濕免疫病診斷和防治

的生物標誌物。

三、總結

近年從循證醫學、轉化醫學到精準醫學的快速發

展，使臨床醫學有了從量到質的改變和進步。精準醫學

是一種理念，是一種醫學研究模式，更是一種趨勢。逐

步實現精準診斷、精準分類、精準治療，最終建立精準

醫學體系，將為臨床醫學帶來了新的治療策略、藥物研

發和基因導向治療，最終為患者帶來快速、安全、有效

治療，最終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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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血症[1]是由致病菌引起血流感染的一種常見綜

合症，及時作出診斷是降低其病死率的關鍵。它主要

是因為消化道、呼吸道、傷口感染導致病原體進入血

液循環系統而造成[2-6]。根據本實驗室2010年~2014年

的數據，近五年從血液中分離的主要致病菌有大腸埃

希菌39�58%，金黃色葡萄球菌12�07%和肺炎克雷伯菌

9�03%、其中因大量使用抗生素而產生的甲氧西林抗性

【摘要】  目的 敗血症是由多種致病菌引起的綜合症，致病菌包括大腸埃希菌、肺炎

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及甲氧西林抗性金葡菌(MRSA)，因此探索建立本院多重PCR方

法，快速檢測血液中上述常見致病菌，有利於败血症的及時治療。  方法 本實驗針對大腸

埃希菌phoA基因、肺炎克雷伯菌mdh基因、金黃色葡萄球菌femA基因和MRSA mecA基因進行

檢測，並用16S rDNA為致病菌感染對照。  結果 採用建立的多重PCR方法對15種致病菌的

20個菌株進行檢測，特異性100%，而檢測限為大腸埃希菌2�75×102CFU/mL，肺炎克雷伯菌

2�43×103CFU/mL，金黃色葡萄球菌3�13×102CFU/mL和MRSA3�03×102CFU/mL；用多重PCR方法和

傳統血培養方法對300個血標本進行檢測，傳統血培養方法有187個陽性，多重PCR方法有4個

為假陰性，未能被檢測。  結論 建立的多重PCR方法可簡便、及時的檢測血液感染中的大腸

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和MRSA。

【關鍵詞】多重PCR；敗血症；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x PCR method for the rapid detec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WU Xu Wen , LI Pei Zhang*, NI Jin Liang , JIAN Shi Ming , WANG Ming Ya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Septicemia is caused by a variety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cluding Escherichia
coli,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especially methicillin-resistant S.aureus, 

MRSA), thus to establish a multiplex PCR method for the rapid detection of common pathogenic bacteria in 
the blood, is favorable for treatment of septicemia without delay.  Methods   The target genes assay were phoA 
for E. coli, mdh for K. pneumoniae, femA for S. aureus and mecA for MRSA, and 16S rDNA as pathogen 
infection control.   Results  A perfect concordance (100%) was observed when the specificity was validated 
with 20 strains belonging to 15 species pathogens containing target strains and other clinical pathogens. The 
detection limits of the multiplex PCR method were 2.75×102CFU/ml for E. coli, 2.43×103CFU/ml for K. 
pneumoniae, 3.13×102CFU/ml for S. aureus and 3.03×102CFU/ml for MRSA. Multiplex PCR method 
wa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blood culture method (BCM) by a practical sample test assay with 300 
blood specimens. The multiplex PCR method provided nearly concordant results with BCM except a few 
false-negative results that 4 in total 187 BCM-positive samples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by PCR method.  
Conclusion  W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simple, timely multiplex PCR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E. coli, 
K. pneumoniae, S. aureus and MRSA in blood stream infection.

[Key Words]  Multiplex PCR; Blood stream infection; Escherichia coli;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血液中大腸菌、肺克菌、金葡菌及甲氧西林抗性金葡菌的多重PCR檢測方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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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色葡萄球菌佔金黃色葡萄球菌的52�34%。

目前，血液細菌培養是診斷敗血症的主要方法，

但培養和鑒定需5~7d才有結果，耗時過長影響了它的

應用價值，未能達到快速有效治療的目的。PCR技術是

一種簡單，快速和經濟的分子診斷方法[7]，通過核酸提

取、PCR擴增和分析，一般可在數小時內便得到結果，

有很大的潛在應用前景。而本研究希望通過建立多重

PCR方法，對EC、KP、SA和MRSA同時進行檢測，並用16S 

rDNA為陽性感染對照，從而提高準確性、降低成本和縮

短時間，實現一次性檢測出血液中主要的致病菌。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1�菌株  本研究的菌株包括大腸埃希菌(Escherich-

ia coli, EC)、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 

KP)、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SA)、

甲氧西林抗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表皮葡萄球菌(Staphy-

lococcus epidermidis, SE)、路鄧氏葡萄球菌(Staphy-

lococcus lugdunensis, SL)、鮑曼不動桿菌(Acineto-

bacter baumannii, AB)、銅綠假單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 PA)、普通變形桿菌(Proteus vulgaris, 

PV)、糞腸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 EF)、無乳鏈

球菌(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SAg)、創傷弧菌(Vib-

rio vulnificus, VV)、停乳鏈球菌(Streptococcus dys-

galactiae, SDy)、緩症鏈球菌(Streptococcus mitis, 

SMi)和頭狀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capitis, SC)，均

為本院臨床分離菌株。其他菌株包括大腸埃希菌(Esch-

erichia coli ATCC 25922)、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 ATCC 700603)、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

coccus aureus ATCC29213)、甲氧西

林抗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ATCC33591)和表皮葡萄球菌(Staph-

ylococcus epidermidis ATCC12228)

購自美國菌種保藏中心(A T C C)，

於-80℃保存；

2�培養基  Mueller-Hinton(M-

H)平板、血平板：購自法國生物梅

里埃公司；LB培養基自配。

3�試劑  2×Multiplex PCR 

Kit, QIAGEN公司；DL2000 DNA Marker、Lysis Buffer 

for Microorganism to Direct PCR Kit, TaKaRa公司；

DuRed核酸染料，泛博生化公司；其他化學試劑均為分

析純。

二、方法

1�引物設計  參考Thong, Galkiewicz[8-10]等設計

引物，包括細菌16S rDNA基因、EC phoA基因、KP mdh

基因、SA femA基因和MRSA mecA基因，詳細信息見表

1，引物由深圳華大基因有限公司合成。

2�細菌培養及基因組DNA提取  將分純的標準菌株

分別接種於LB肉湯，37℃培養過夜，取100μL壯菌液

離心(13000×g, 1min)，棄上清液後加入50μL Takara 

Lysis Buffer for Microorganism to Direct PCR 

Kit，並按照說明書操作提取DNA，直接用於PCR反應。

而血流感染的標本可置於血培養瓶37℃培養4h進行預

增菌，後取500μL於離心管離心(13000×g, 1min)，棄

上清後加入50μL Takara Lysis Buffer for Microor-

ganism to Direct PCR Kit，並按照說明書操作提取

DNA，直接用於PCR反應。

3�單一基因PCR擴增  根據所設計的引物，在相

同條件下以標準菌EC ATCC25922, KP ATCC700603, SA 

ATCC29213, MRSA ATCC33591的DNA為模板，分別對它

們進行16S rDNA、EC phoA、KP mdh、SA femA和MRSA 

mecA的單一基因PCR擴增。PCR反應體系（25μL）的組

成：2 × QIAGEN Multiplex PCR Master Mix 12�5μL、

引物濃度0�1μM、Template 1μL、補ddH2O至25μL。

經過預實驗獲得的PCR反應程式為：95℃預變性15min, 

94℃變性30s，58℃退火90s, 72℃延伸90s，進行35個

循環，72℃延伸10min, PCR產物於4℃保存，1�5%瓊脂

糖凝膠電泳觀察結果。

表1�引物序列和產物大小

細菌 目的基因 引物 序列 產物大小

原核生物 16S rDNA
16S-F 5’-AGAGTTTGATCCTGGCTGAG-3’

1500
16S-R 5’-GGTTACCTTGTTAGGACTT-3’

EC phoA
PhoA-F 5’-GTGACAAAAGCCCGGACACCATAAATGCCT-3’

903
PhoA-R 5’-TACACTGTCATTACGTTGCGGATTTGGCGT-3’

KP Mdh
Mdh-F 5’-GCGTGGCGGTAGATCTAAGTCATA-3’

364
Mdh-R 5’-TTCAGCTCCGCCACAAAGGTA-3’

SA femA
FemA-F 5’-AA AAAAGCACATAACAAGCG-3’

132
FemA-R 5’-GATAAAGAAGAAACCAGCAG-3’

MRSA mecA
MecA-F 5’-GTAGAAATGACTGAACGTCCGATAA-3’

310
MecA-R 5’-CCAATTCCACATTGTTTCGGTCTA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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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重PCR條件優化  為了建立起快速同時檢测多

个目标病原體的多重PCR方法，把所有引物加到同一個

反應裏面，PCR反應體系仍為25μL，對EC ATCC25922, 

KP ATCC700603, SA ATCC29213, MRSA ATCC33591的DNA

模板進行多重PCR擴增。優化反應條件及體系並進行正

交試驗，包括調整引物濃度範圍0�01μM~0�2μM，以

0�02μM遞增；和根據設計的引物退火溫度，以56℃為

基礎，以2℃遞加，直至62℃，時間90s，進行35個循

環，72℃延伸10min, PCR產物於4℃保存，1�5%瓊脂糖

凝膠電泳觀察結果。

5�多重PCR方法特異性  採用Takara Lysis Buffer 

for Microorganism to Direct PCR Kit提取試驗菌株

的基因組DNA，利用所建立的多重PCR方法進行擴增，驗

證本方法的特異性。

6�多重PCR方法的敏感性  測定EC ATCC25922, 

KP ATCC700603, SA ATCC29213, MRSA ATCC33591的菌

液濃度並進行10倍梯度稀釋，其濃度依次2�75×106至

2�75×100CFU/mL, 2�43×106至2�43×100CFU/mL, 3�13×106 

至3�13×100CFU/mL, 3�03×107至2�43×101CFU/mL，各個

稀釋度經裂解後取1μL基因組DNA，分別進行多重PCR擴

增，以確定其檢測限。

7�驗證試驗  將建立的多重PCR檢測方法與傳統血

培養方法對300個血培養樣本進行比較，驗證該方法的

可靠性。血培養方法為抽取血液標本於血培養瓶，放於

BACTEC 9240血培養儀37℃培養直至儀器提示陽性後，

轉種血平板過夜，後挑取單菌落到Vitek 2 Compact微

生物鑒定分析儀作藥敏和鑒定試驗，如儀器培養5天無

提示陽性則視為陰性。

結 果

一、單一基因PCR結果

以EC ATCC25922, KP ATCC700603, SA ATCC29213, 

MRSA ATCC33591為模板，使用16S-F/16S-R引物經擴

增後PCR產物在1500bp有16S rDNA條帶；使用PhoA-

F/PhoA-R引物擴增EC ATCC25922, PCR產物為903bp；

使用Mdh-F/Mdh-R引物擴增KP ATCC700603310 PCR產物

為364bp；使用MecA-F/MecA-R引物擴增MRSA ATCC33591 

P C R產物為310b p；使用Fem A-F/F e m A-R引物擴增SA 

ATCC29213 PCR產物為132bp，所有目的擴增條帶均清

晰。在該反應體系下的PCR產物經瓊脂糖凝膠電泳，結

果見圖1，單一基因片段大小與預期結果相符。

 

圖1�EC、KP、MRSA、SA單一基因PCR電泳結果

M: DNA Marker DL2000; N: negative control; 1: EC ATCC25922; 

2: KP ATCC700603; 3: MRSA ATCC33591; 4: SA ATCC29213; 5: 

EC ATCC25922; 6: KP ATCC700603; 7: MRSA ATCC33591; 8: SA 

ATCC29213

 

圖2�EC、KP、SA、MRSA多重PCR電泳結果
M: DNA Marker DL2000; 1:EC ATCC25922; 2:KP ATCC700603; 3:SA 

ATCC29213; 4:MRSA ATCC33591; 5: EC ATCC25922, KP ATCC700603, 

SA ATCC29213和MRSA ATCC33591�

二、多重PCR條件優化

在單一PCR反應體系擴增的基礎上，優化了多重PCR

反應體系及條件，最佳反應體系(25μL)為：2× QIA-

GEN Multiplex PCR Master Mix 12�5μL，引物終濃

度16S-F/16S-R為0�06μM(0�15μL)、PhoA-F/PhoA-R為

0�01μM(0�25μL)、Mdh-F/Mdh-R為0�02μM(0�5μL)、

MecA-F/MecA-R為0�1μM(0�25μL)和FemA-F/FemA-R為

0�12μM(0�3μL)，Template 1μL、ddH2O 7�5μL。而

在56℃~62℃的退火溫度實驗試驗中，60℃擴增效果

較好，確定它為最終退火溫度。反應條件為：95℃

預變性15mi n後，按94℃ 30s、60℃ 1�5m i n、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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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 i n，進行35個循環，然後72℃延伸10m i n, 4℃

保存。EC ATCC25922的PCR產物於1500和903bp有條

帶，KP ATCC700603的PCR產物於1500和364bp有條帶，

SA ATCC29213的PCR產物於1500和132bp有條帶，MRSA 

ATCC33591的PCR產物於1500、310和132bp有條帶，其多

重PCR擴增產物瓊脂糖凝膠電泳，結果見圖2。

三、多重PCR特異性試驗

在優化的五重PCR擴增反應條件下，對20個菌株的

特異性檢測結果顯示，EC在16S rDNA和phoA位置有陽

性條帶、KP在16S rDNA和mdh位置有陽性條帶、SA在16S 

rDNA和femA位置有陽性條帶、MRSA在16S rDNA、mecA和

femA位置有陽性條帶、其他菌株只有在16S rDNA位置出

現陽性條帶。上述結果說明本研究所建立的多重PCR方

法具有高度特異性，沒有發現假陽性和假陰性的結果，

特異性為100%，結果見表2。

四、多重PCR的敏感性

根據平板計數，將已知濃度的4種致病菌進行10倍

梯度稀釋，在上述優化的多重PCR條件下檢測提取基因

組DNA進行檢測，結果顯示EC ATCC25922的phoA基因檢

測限為2�75×102CFU/mL、KP ATCC700603的mdh基因檢測

限為2�43×103CFU/mL、SA ATCC29213的femA基因檢測限

為3�13×102CFU/mL和MRSA ATCC33591的mecA基因檢測限

為3�03×102CFU/mL，而16S rDNA的檢測限EC ATCC25922

為2�75×101CFU/mL、KP ATCC700603為2�43×102CFU/mL、

SA ATCC29213為3�13×102CFU/mL和MRSA ATCC33591為

3�03×103CFU/mL，結果見圖3 A和B。

 五、驗證試驗

在驗證階段共抽取血培養標本300份，分別使用多

重PCR方法和傳統血培養方法進行檢測，結果顯示300份

血標本中，傳統血培養方法測定陽性標本187份，其中EC

為116份，KP為24份，SA（不包括MRSA）為4份，MRSA為

6份，其他血液致病菌感染為37份。相比傳統血培養方

法檢出187份陽性樣本，採用多重PCR方法檢出16S rDNA

陽性標本為183份，其中phoA陽性114份，mdh陽性22份，

femA陽性10份，mecA陽性6份，相對傳統血培養方法檢測

表2�多重PCR特異性結果

菌株
目的基因

16S rDNA PhoA Mdh FemA MecA

Escherichia coli ATCC25922 + + - - -

Escherichia coli EC1 + + - - -

Klebsiella pneumoniae ATCC700603 + - + - -

Klebsiella pneumoniae KP1 + - + - -

Staphylococcus aureus ATCC29213 + - - + -

Staphylococcus aureus SA1 + - - + -

MRSA ATCC33591 + - - + +

MRSA R1 + - - + +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ATCC12228 + - - - -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SE1 + - - - -

Staphylococcus lugdunensis SL1 + - - - -

Staphylococcus capitis SC1 + - - - -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B1 + - - - -

Enterococcus faecalis EF1 + - - - -

Pseudomonas aeruginosa PA1 + - - - -

Proteus vulgaris PV1 + - - - -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SAg1 + - - - -

Streptococcus dysgalactiae  SDy1 + - - - -

Streptococcus mitis SMi1 + - - - -

Vibrio vulnificus VV1 + - - - -

+:陽性  -:陰性

 

圖3A

圖3B

圖3 多重PCR的敏感性檢測

A: M: DNA Marker DL2000; 1~7:EC ATCC25922濃度依次為2�75×106, 

2�75×105, 2�75×104, 2�75×103, 2�75×102, 2�75×101, 2�75×100CFU/

mL; 8~14:SA ATCC29213濃度依次為3�13×106, 3�13×105, 3�13×104, 

3�13×103, 3�13×102，3�13×101, 3�13×100CFU/mL�

B: M: DNA Marker DL2000; 1~7:MRSA ATCC33591濃度依次為3�03×107, 

3�03×106, 3�03×105, 3�03×104, 3�03×103, 3�03×102, 3�03×101CFU/

mL; 8~14:KP ATCC700603濃度依次為2�43×106, 2�43×105, 2�43×104, 

2�43×103, 2�43×102, 2�43×101, 2�43×100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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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血症感染，其準確率為97�9%(183/187)，雖然多重PCR

方法出現部份假陰性，但超過95%血液感染可在約8h檢測

到，是一種快速檢測敗血症的方法，結果見表3。

六、多重PCR方法和傳統血培養方法檢測時間比較

比較兩種方法從檢測所需要的時間，多重PCR方法

約8�3h可以得到結果，而傳統血培養方法則需要等待血

培養儀器提示陽性後，再進行轉種培養和生化鑒定等過

程，總時間約60h可得到陽性鑒定結果，培養陰性結果

則需要5d才可以確定為陰性，結果比較見表4。

而我們希望透過建立一個

可同時檢測EC, KP, SA和MRSA

的多重PC R方法，縮短被感染

血液所需的檢測時間，以達到

盡快查找病因和診治的目的。

引物是影響PC R擴增成功的重

要一環，因此選取合適的基因

或序列作為目的基因設計引

物很重要，從相關文獻[2,11,16]

可知，E C的檢測常會使用到

bfp, eae, stx和inv目的基

因來分類不同的大腸埃希菌

群，亦有研究[8,17]報導phoA基

因可作為EC通用的分子標記。

Haeggman等[18]報導了KP管家基因mdh編碼蘋果酸脫氫酶

和gyrA基因編碼旋轉酶亞單位A，用於評價該菌的遺傳

多樣性，其後有人[8,19]使用mdh作為目的基因對KP進行

PCR檢測。而對於SA的檢測，常用nuc, sodA和femA作

為[1,20]種特異性目的基因設計引物。而隨着臨床上抗

生素的普及使用和濫用，SA產生抗藥性菌株漸多，其

中產生的MRSA除對甲氧西林耐藥外，對氨基糖甙類、

大環內酯類等常用抗生素有多重的耐藥性，可用PCR方

法檢測SA的甲氧西林抗性mecA基因，以確定該SA是否

MRSA[20,21]。本研究中，我們選取了Thong等[8]文獻報導

的phoA、mdh、femA和mecA為目的基因，研究建立可同

時檢測血流感染中幾種常見致病菌，包括EC、KP、SA

和MRS A的多重PCR方法。另除上述目標菌外，我們在

多重PCR體系中，同時加入了針對原核生物保守區16S 

rDNA序列[22]的引物8F/1492R[9]，檢測其他細菌引起的

敗血症感染，對EC、KP、SA和MRSA以外的細菌感染作

出陽性提示，避免漏檢。

血液具有各種複雜的成份，選取合適的DNA提取方

法對血流感染標本進行DNA提取，是PCR檢測成功與否的

另一因素。Banada等[1]用白細胞、血漿和全血去檢測SA

引起之敗血症感染，發現對不同組份的血液標本中細菌

DNA提取的結果有差異，其中全血標本的檢測陽性率最

高。因此，我們亦選擇了用全血標本對血液感染中的細

菌DNA進行收集提取，另外細菌因其種類不同，提取方法

差異也會影響獲得細菌DNA的量，我們選取Takara Lysis 

Buffer for Microorganism to Direct PCR Kit同時對血

中各類細菌進行DNA提取，獲得足夠PCR試驗的DNA量。

表4�多重PCR方法和傳統血培養方法檢測時間比較

步驟 多重PCR方法
傳統血培養方法

陽性 陰性

預培養 4h 12h 5d

培養及生化鑒定 - 48h- -

核酸提取 0�5h - -

擴增及電泳 3�8h - -

總時間 8�3h 60h 5d

h：小時；d：天

表3�多重PCR方法與血培養方法的檢測結果

菌株 血培养陽性
多重PCR陽性

兩方法陽性
16S rDNA phoA mdh femA mecA

Escherichia� coli 116 114 114 - - - 114

Klebsiella� pneumoniae 24 22 - 22 - - 22

Staphylococcus� aureus (不包括MRSA) 4 4 - - 4 - 4

MRSA 6 6 - - 6 6 6

S� epidermidis 7 7 - - - - 7

S� lugdunensis 2 2 - - - - 2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6 6 - - - - 6

Enterococcus faecalis 3 3 - - - - 3

Proteus vulgaris 6 6 - - - - 6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 4 - - - - 4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4 4 - - - - 4

Vibrio vulnificus 5 5 - - - - 5

合共 187 183 114 22 10 6 183

討 論

PCR是簡單實用的分子生物學技術[7]，它通過把核

酸變性、退火和擴增三個步驟來對DNA模板進行複製。

該檢測技術比常規培養分離細菌的方法具有快速和經

濟的優點，在臨床檢驗方面有良好的應用前景，目前

已開發了許多應用於檢驗臨床致病菌的PCR技術[12]，如

檢測大腸埃希菌[2,11]，肺炎克雷伯菌[12]，金黃色葡萄球

菌[1,8]，沙門氏菌[13,14]和志賀氏菌[14,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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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不同程度的血流感染，其體內的細菌數量

會有差異，低程度的感染其血液中的細菌濃度較低而未

能被提取足夠的DNA量，從而影響PCR的檢測結果顯示為

假陰性。在驗證的實驗中，EC在116份血流感染標本中

有2份、KP在24份血流感染標本中分別有2份未能被PCR

方法檢測顯示為假陰性結果，據文獻[23]報導一般血流

感染的成年人，其血液中細菌濃度為<1~10 CFU/mL，所

以我們認為假陰性結果與標本中細菌的濃度較低有關，

在抽取病人標本後先作預培養以提高細菌濃度，再進

行PCR檢測有利於把假陰性發生的比率降低。在本研究

中，95%以上傳統血培養方法陽性的標本與建立的多重

PCR方法比較，可獲得一致的結果，對血標本先進行4h

的預培養可獲得PCR方法需要的檢測量，而延長預培養

的時間亦有利於提高準確率。

總括而言，我們研發了一種可診斷敗血症感染的

多重PCR方法，可同時對EC、KP、SA和MRSA四種目標致

病菌進行檢測。與傳統血培養方法相比，多重PCR方法

的特異性為100%，準確率為97�9%(183/187)，而檢測所

需時間，多重PCR方法為8�3h，傳統血培養方法陽性為

60h，陰性為5d。相對傳統培養方法，本研究提供了一

種高準確率、快速和簡單的血液敗血症感染檢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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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前瞻性研究胱抑素C（c y s t a t i n C, C y s C）在心血管介入

（percutaneous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 PCI）術後造影劑腎病（contrast 

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CIAKI）診斷中的價值。  方法 選擇本院行PCI的患者

為研究對象，分別於術前、術後24h和48h檢測患者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 SCr）

和CysC水平，CysC檢測採用顆粒增強透射免疫比濁法（PETIA）。用ROC曲綫下AUC方法，

尋找CysC的最佳診斷界點，同時分別針對術後24h、48h C y s C升高超過基值10%、15%和

25%來進行診斷效能分析。  結果 301例患者中47例發生CIAKI, CIAKI發病率為15�6%。

術後24h C y s C與術前基值的絕對值變化、變化差值以及變化比值對應的AUC分別為0�57

（95%CI 0�447~0�668, P=0�13）、0�671（95% CI 0�585~0�757, P<0�001）和0�663（95% 

CI 0�575~0�751, P<0�001），術後48h CysC對應的AUC分別為0�598（95%CI 0�501~0�695, 

P=0�036）、0�722（95% CI 0�641~0�802, P<0�001）和0�723（95% CI 0�643~0�802, 

P<0�001），優於24hCysC的AUC值。術後24h和48h CysC的敏感性在10�64%~51�06%之間，特

異性在77�95%~96�44%之間,陰性預測值在87�96%~92�89%之間。48h CysC升高≧15%的敏感性

為46�81%，特異性為89�76%，Youden指數為0�3657（P<0�001）。  結論 用CysC相對基值的

變化值診斷CIAKI的效能較高，術後48hCysC診斷效能優於24h, 48h CysC升高≧15%的綜合診

斷效能較好，CysC在診斷CIAKI時有較高的排除診斷價值。

【關鍵詞】造影劑腎病；胱抑素C；診斷；前瞻性研究

A Prospective study of cystatin c in contrast-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diagnosis after 
percutaneous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

PENG Li *, HUN Wai Chun , TAM Kun Chong , CHIO Song Leong , XIAO Ho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Prospective study the of cystatin C (CysC) value in diagnosis of contrast 

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CIAKI) among patient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ardiovascular ntervention 
(PCI) procedures.  Methods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CI procedures were enrolled. Serum creatinine 
(SCr) and CysC were measured at baseline before PCI, 24h and 48h after procedure, respectively. CysC 
were examined by particle-enhanced turbidimetric immunoassay (PETIA) method. ROC was used to find 
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CysC. Also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ysC in different increment 
percentage at 24h and 48h post procedure were compared.   Results  Among total 301 patients, 47 patients 
developed CIAKI according to the SCr criteria. The prevalence of CIAKI was 15.6%.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24h post procedures including absolute increment value, relative increment value 
and relative increment percentage were estimated with the following results of 0.57(95%CI 0.447-0.668, 
P=0.13), 0.671(95% CI 0.585-0.757, P<0.001) and 0.663(95% CI 0.575-0.751, P<0.001)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the 48h AUC value were 0.598(95%CI 0.501-0.695, P=0.036), 0.722(95% CI 0.64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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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着心血管介入治療學的迅速發展，造

影劑廣泛大量的使用對腎臟造成的損傷引起了極大關

注。造影劑腎損害（contrast 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CIAKI）是指使用造影劑後48小時內發生的，

無其它原因可解釋的急性腎損傷[1]。CIAKI已成為醫院

獲得性急性腎損傷的第三位主要原因[2]。目前CI A K I

診斷標準仍然採用傳統的血清肌酐(serum creati-

nine, scr)，但由於SCr受性別、年齡、肌肉含量、血

容量等諸多因素影響，其診斷價值受到質疑。胱抑素

C(Cystatin C, CysC)是近年來早期腎損害生物學標誌

物的研究熱點之一，有關CysC在CIKAI診斷中的價值研

究不多，結果也不一致，本研究擬進一步論證和探討

CysC在PCI術後CIKAI診斷中的價值。

研究對象及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12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在本院行PCI的

患者，同意參加研究並簽署知情同意書。研究剔除標

準：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5期

（GFR<15 mL·min-11�73m-2）患者；合併心源性休克或

感染性休克者；已明確由其它原因導致的AKI患者。

二、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使用同一種等滲非離子型造影劑

（Visipaque/Iodixanol, Santa Cruz Biotechnol-

o g y I n c, U S A）。採用自行設計的表格收集患者的

臨床資料，包括姓名、年齡、身高、體重、吸煙

史、基礎疾病，藥物使用情況、術前血脂水平，

造影劑使用劑量、C I A K I風險評分。所有患者術前

均常規進行水化，術前靜脈輸注0�9%氯化鈉溶液

500~1000ml，速度為1ml/kg/hr，持續至造影劑用後。

三、實驗室指標檢測

所有患者分別於PCI術前0h、術後24h和48h抽靜脈血

3~4ml，分離血清進行SCr、CysC的檢測。SCr採用苦味酸法

檢測，參考值：60~120μmol/L；CysC採用顆粒增強透射

免疫比濁法檢測。上述檢驗均在Beckmen Coulter UniCel 

DxC 800, Syschron Clinical System全自動生化分析儀上

進行。CysC試劑盒由美國Beckman Coulter Inc公司生產，

Cys C的參考值：男性0�63~1�25mg/L；女性0�54~1�25mg/L。

四、診斷標準

CIAKI診斷標準採用2012年國際腎臟病學會改善全

球腎臟病預後組織(KDIGO)指南定義[3]：在血管內使用造

影劑48h內出現SCr升高≧0�5mg/dl(44�2μmol/L)或較基

綫值升高25%以上，同時排除心力衰竭、嚴重心律失常、

休克等其他原因導致的AKI。CIAKI風險評分採用Mehran 

PCI術後CIAKI風險評估模型[4]。腎小球濾過率分別採用

簡化的腎臟病飲食改良(MDRD)公式和2009年慢性腎臟病

流行病學協作組(CKD-EPI)的肌酐公式進行計算。MDRD

公式：eGFR(mL·min-11�73m-2)=186×SCr(mg/dl)-1�154×年齡

(歲)-0�203×(0�742女性)[5]。CKD-EPI公式：eGFR=a×(SCr•

b-1)c×(0�993)年齡；a：白人及其他人種女性為144，男性

為141；b：女性為0�7，男性為0�9；c：根據年齡與SCr值

的大小採用如下數值：女性SCr≦0�7mg/dl(61�88μmol/L)

為-0�329，SCr>0�7mg/dl(61�88μmol/L為-1�209；男

性SCr≦0�9mg/dl(79�56μmol/L)為-0�411，SCr>0�9mg/

dl(79�56μmol/L)為-1�209[6]。

五、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均數的比較

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相關性分析採

用雙變量Pearson相關分析法，相關係數絕對值越接近

於1，相關度越強，雙側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01)and 0.723(95% CI 0.643-0.802, P<0.001), respectively. The AUC value of 48h CysC showed a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at of 24h CysC.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ies of CysC post PCI were between 4.26% 
to 46.81%. However, the diagnostic specificities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of CysC were rather high, 
which were between 77.95%-96.44% and 87.96%-92.89%, respectively. The 15% elevation of 48h CysC 
yielded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46.81%, specificity of 89.76%, and Youden index of 0.3657(P<0.001).  
Conclusion   A relative increment or increment percentage of CysC from the baseline after PCI offer a 
better diagnostic strength than absolute increment of CysC. The AUC value of 48h CysC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24h CysC. ve value in diagnosis of CIAKI. A 15% increment of 48h CysC achieved relatively the 
best diagnostic value. High specificit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might make CysC a useful tool to 
exclude CIAKI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Contrast 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  Cystatin C;  Diagnosis;  Prospec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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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ROC曲綫及AUC對CysC診斷CIAKI的準確性、敏感性

和特異性進行評價。AUC值越接近1表示其靈敏性和特異

性越高。應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

結 果

1�C I A K I發病率及預後：所有患者的一般資料見

表1，基礎腎功能達CKD3期及以上者(eGFR<60mL·min-

11�73m-2)，MDRD公式計算有84例(27�9%)，CKD-EPI計算有

98例(32�5%)。47例達到CIAKI診斷標準，CIAKI發生率為

15�6%。年齡≧75歲組和<75歲組CIAKI的發病率分別為

19�17%和13�26%(P=0�122)，但未達統計學差異。糖尿病組

和非糖尿病CIAKI發病率分別為21�65%和14�61%(P=0�047)。

患者行PC I術後3個月的隨訪中，CI A K I組中有3例死

亡，其中2例住院期間曾行腎臟替代治療，CIAKI組死

亡率為6�4%(3/47)，非CIAKI組死亡率為2�0%(5/254)。

2�胱抑素C與肌酐、eGFR相關性分析：術前、術後

24h或48h三個不同時間點，SCr與MDRD-eGFR的Pearson

相關係數分別為：-0�800, -0�789, -0�795, 與CKD-

EPI-eGFR的相關係數為：-0�829, -0�791, -0�796。

CysC與SCr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597, 0�588和0�594, 

CysC與MDRD-eGFR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732, -0�715, 

-0�722，與CKD-EPI-eGFR的相關係數分別為：-0�758, 

-0�715, -0�720, CysC與eGFR的相關性明顯優於和SCr絕

對值的相關性，相關係數值接近SCr與eGFR的相關性。

3�胱抑素C和肌酐在PCI術前後的動態變化：具體數值

詳見表2，與術前基值相比，CIAKI組術後24h和48h的CysC

和SCr均呈現出有統計學差異的動態改變，其中48h的變

化值大於24h變化值。在非CIAKI組則沒有見到上述變化。

4�胱抑素C診斷CIAKI的效能分析：詳見表3, 48h 

CysC升高≥10%的敏感性相對較高；24h和48h CysC升高≥25%

的特異性都很高；CysC的陰性預測值均超過85%, 48h CysC

的Youden指數優於24h。從ROC曲綫可看出（見圖1-3和表

4），CysC相對增加值和增加比值均優於絕對值增加。

討 論

CIAKI在正常人群中的發生率大約為2%-5%[7]。本

研究人群平均年齡70�6歲，合併高血壓、糖尿病的比

例高，約1/3患者基礎eGFR<60mL·min-11�73m-2。文獻

報導，eGFR<60mL·min-11�73m-2人群CIAKI發病率在11-

44%之間[2]。本研究結果與國外文獻報導基本一致[7-9]。

本組患者的Mehran風險評分為6�37分，屬中危級別，

CIAKI的發病率與該評分模型的預測值14%非常接近，

進一步證實Mehran風險評分模型對PCI術後CIAKI的風

險評估有較好的臨床預測作用。多項研究提示：糖尿

病是CIAKI重要獨立的危險因素[1,10,11]，本次研究也證

實糖尿病患者發生CIAKI的風險加倍。Toprak等[11]研究

發現，即使是糖尿病前期（Glu 5�55-6�94mmol/L），

CIAKI發生率也攀升至11�4%，如果合併糖尿病，發病率

表1�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表（n=301）

年齡（岁）x^-±s 70�6 ± 11�2

例數（男/女） 301（194/107）

吸煙者 110（36�5）

體重指數（kg/m2）x^-±s 24�1 ± 3�7

基础疾病

高血壓病 227（75�4）

糖尿病 97（32�2）

eGFR-MDRD(mL·min-11�73 m-2) 75�6 ± 26�9

≥90 80（26�6）

60~89 137（45�5）

30~59 71（23�6）

15~29 13（4�3）

eGFR-EPI(mL·min-11�73 m-2) 70�2 ± 22�7

≥90 56（18�6）

60~89 147（48�8）

30~59 79（26�2）

15~29 19（6�3）

基础用藥情況（例）

使用ACEI/ARB 209（69�4）

使用钙离子拮抗劑 117（38�9）

使用β受體阻滞劑 200（66�4）

使用他汀类降脂藥 238（79�1）

造影劑劑量（mL）x^-±s 123�7 ± 72�2

≤100 147(48�8)

100-200 124(41�2)

≥200 30(10�0)

造影劑肾病風險評分(分) x^-±s 6�4 ± 4�5

≤5(低危) 150（49�8）

6~10（中危） 99（32�9）

11~16（中高危） 45（14�9）

≥16（極高危） 7（2�3）

表2�CIAKI組和非CIAKI組PCI術前後24h和48h血肌酐和胱抑素C的動態變化

肌酐标準診斷CIAKI （n=301例）
P值*

非CIAKI組 CIAKI組

CysC-24h減CysC-0h -0�048 ± 0�147 0�057 ± 0�174 <0�001

CysC-48h減CysC-0h -0�035 ± 0�176 0�164 ± 0�356 <0�001

P值# 0�114 0�032

Cr-24H減Cr-0H -4�198 ± 13�78 19�60 ± 16�23 <0�001

Cr-48H減Cr-0H -4�522 ± 15�34 30�33 ± 30�97 <0�001

P值& 0�634 0�022

*CIAKI組和非CIAKI組之間，CysC或Scr的變化比較
#CIAKI組或非CIAKI組，CysC-48h和CysC-24h與基础值的變化比較
&CIAKI組或非CIAKI組，SCr-48h和SCr-24h與基础值的變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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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顯著上升至20%。

目前無論是AKI還是CIAKI的國際診斷標準仍然採

用SCr值，但近年來不斷受到專家學者的質疑，焦點在

於SCr本身並不是腎臟損傷的標誌物，只不過是評估腎

臟濾過功能的指標。比如，腎前性的氮質血症狀態，

SCr的檢測值升高看起來象急性腎小管壞死，但實際上

並不是急性腎損傷；而在另外一些腎臟疾病狀態，腎臟

病理已明確提示腎臟實質受到嚴重損害，但如果其濾過

功能保持正常，SCr檢測值可以正常，幾乎不能反映腎

臟損傷。在腎臟病領域迫切地需要尋找一個類似肌鈣蛋

白T一樣能直接反映心肌損傷的標誌物[12]。CysC是近年

來研究較多的一種新的腎病標誌物，它是人體有核細胞

表達的一種非糖基化鹼性蛋白

質，在體內產生速率恒定，無

組織學特異性，不受年齡、性

別、飲食、肌肉容積等因素的

影響，也不受炎症和腫瘤的影

響，腎臟是清除CysC的唯一臟

器，腎小管上皮細胞本身也不

分泌，這些特性一定程度上彌

補了SC r某些缺陷。有大量研

究將CysC與51Cr-EDTA及菊粉等

“金標準”方法測定的GF R進

行比較，提示CysC與GFR有很

好的或至少不差於SCr與GFR的

相關性[13]。還有學者在多種腎

小球疾病[14]、腎移植術後腎功

能監測[15,16]、糖尿病腎病[17]以

及各種不同的AKI人群中[18]，

用CysC來評價腎功能，結果令

人鼓舞。本研究發現：CysC與

兩種不同公式計算的eGFR均有

良好的相關性，其相關係數接

近SCr與eGFR的數值，再次證

實CysC是一個很好的評估腎功

能的指標。

有關CysC對PCI術後CIAKI

診斷價值的研究報導結果不

一致。日本Yuki等[19]對100例

eGFR<90mL·min 1�73m-2患者的

研究提示，CysC>1�18mg/L作

為CIAKI診斷界值時，敏感性和特異性都很高，分別達

81�8%、90�9%。國內鄭瑛瑛等[20]報導CysC在PCI術後

24h診斷CIAKI的敏感性為96�77%，特異性為95�92%，優

於48h CysC的敏感性（91�18%）和特異性（95�43%）。

Briguori等[21]對410例CKD患者的研究提示，術後24h 

CysC升高≥10%是早期預測CIAKI的最佳界值。國內賀

建勛等[22]最新報導，在eGFR在30-90mL·min-11�73m-2之

間的患者中，PCI術後24h CysC上升≥25%的敏感性為

76�9%，特異性為81�2%。本研究發現CysC絕對值的升

高對CIAKI的診斷效能不如CysC較基值的變化差值或比

值。最近意大利Flavio等[23]研究報導也發現，PCI術後

12h、24h以及48h CysC絕對值均未達能到統計學差異，

圖1�CysC絕對值增加ROC曲綫    圖2�CysC相對值增加ROC曲綫   圖3�CysC增加百分比值ROC曲綫

表3�PCI術後胱抑素C診斷CIAKI的效能分析

診斷
标準

例
數

敏感
性%

特異
性%

假阳
性率% 

假阴
性率% 

阳性預
测值%

阴性預
测值% 

Youden
指數 

P值 

術後24h CysC變化

>10% 50 38�30 87�35 12�65 61�7 36�00 88�40 0�2565 <0�001 

>15% 31 27�66 92�89 7�11 72�34 27�66 92�89 0�2054 <0�001 

>25% 14 10�64 96�44 3�56 89�36 35�71 85�31 0�0708 =0�035 

術後48h CysC變化

>10% 80 51�06 77�95 22�05 48�94 30�00 89�59 0�2902 <0�001 

>15% 48 46�81 89�76 10�24 53�19 45�83 90�12 0�3657 <0�001 

>25% 27 29�79 94�88 5�12 70�21 51�85 87�96 0�2467 <0�001 

表4�用ROC曲綫下AUC評價24h和48hCysC診斷CIAKI的效能

判斷标準 AUC CI25 CI75 標準誤 P值

以CysC絕對值判斷
CysC-24h 0�571 0�477 0�668 0�48 0�13

CysC-48h 0�598 0�501 0�695 0�049 0�036

以CysC增加差值來判斷
CysC-24h 0�671 0�585 0�757 0�044 <0�001

CysC-48h 0�722 0�641 0�802 0�041 <0�001

以CysC增加比值來判斷
CysC-24h 0�663 0�575 0�751 0�045 0�001

CysC-48h 0�723 0�643 0�802 0�0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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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用與基值的變化值來診斷CIAKI。另外，本研究

發現CysC診斷CIAKI的敏感性不高。最近Liu等[24]研究

結果也發現，單獨測定NAGL或CysC對CIAKI早期診斷的

敏感性和特異性均比較差，建議聯合檢測NAGL和CysC的

動態變化，將有助於提高診斷效能。Flavio的研究結果

還認為[23]，PCI術後12hSCr的變化率對CIAKI的預測性

最強，CysC並未表現比出SCr更好的診斷價值。作者分

析其研究結果與衆不同的原因可能與各項研究分析檢

驗數據的方法不一，以及CysC和SCr兩種檢測指標的個

體生物變異性明顯不同有關[23,25]。本研究認為，由於

SCr本身易受血容量變化的影響，用其作為CIAKI診斷的

“金”標準時存在局限性，尤其是CIAKI與其他AKI狀態

相比有其特殊性，使用造影劑前後進行的預防性水化對

SCr或CysC檢測值是否產生影響，目前未見文獻報導。

作者認為，CIKAI研究中不同的水化方法和劑量，基礎

抽血時間點在水化開始前還是水化開始後，以及CysC實

驗室檢測方法的不同，對CIAKI診斷價值的研究結果均

有可能造成影響，希望有相關的指南進行指引和規範。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發現CysC診斷CIAKI的特異性、

陰性預測值很高，與所有文獻[19-23]報導的結果相一致，

提示CysC可以用於CIAKI的排除診斷。

致謝：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資助所有研究費用，本院

心內科和檢驗科同事對本次研究的大力支持和配合。華中科

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統計系的姚嵐老師和項莉老師大力協助進

行數據的統計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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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γ-干扰素释放试驗(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IGRAs)與

結核菌素试驗(tuberculin skin test, TST)對活動性肺結核病及結核性胸膜炎的診斷價值及兩

種檢測方法的診斷相關性。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12年1月~2013年12月鏡湖醫院呼吸科確診及

初診疑似肺結核或結核性胸膜炎的住院病人的臨床資料，對比分析IGRAs、TST及結核菌涂片和

培養結果。  結果 當TST≥10mm時，敏感度及準确度較取值≥5mm、≥15mm、≥20mm高(χ2=26�75, 

P<0�05及χ2=18�24, P<0�05)，特異度各不同硬結直徑無統計學差異(χ2=4�24, P>0�05)。

IGRAs與TST、培養法的敏感度均無統計學差異(χ2=2�29, P>0�05；χ2=1�50, P>0�05)；IGRAs

與涂片的敏感度有統計學差異(χ2=11�53, P<0�05)。特異度除TST與培養法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外(χ2=6�89, P<0�05)；餘兩兩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IGRAs與TSTχ2=1�54, P>0�05；IGRAs與

培養法χ2=3�26, P>0�05；IGRAs與涂片χ2=0�28, P>0�05)。比較IGRAs與TST的診斷結果，一

致率為89%, Kappa=0�61，提示两種檢测方法具有高度一致性。  結論 IGRAs與TST在活動性肺

結核及結核性胸膜炎的診斷效能相當。取TST≥10mm為陽性的診斷價值較高。

【關鍵詞】結核；肺；胸膜；γ-干扰素释放试驗；結核菌素试驗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and tuberculin skin test for the diagnosis of lung tuberculosis 
and pleura tuberculosis

ZHANG Xiao Zhan 1, TUNG Yee Hung 1*, IEONG O 1,  HUANG Zhi Min 1, NI Jing Liang 2

1.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and relevance of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IGRAs) and tuberculin skin test (TST) in lung tuberculosis and pleural tuberculosi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3, 28 patients with lung tuberculosis, 10 with pleural tuberculosis 
and 44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or non-tuberculosis pleurisy in 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were enrolled and categorized as tuberculosis group and non-tuberculosis group. Patients with uncertain 
diagnosi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IGRAs, TST result and bacterial results were studied.   Results  
When TST cutoff point of ≥10mm, its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5mm, ≥15mm, 
≥20mm(χ2=26.75, P<0.05;χ2=18.24,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pecificity among 
different cutoff points of TST(χ2=4.24, P>0.05). The sensitivity of IGRAs, TST and TB culture was 97% 
(37/38) , 85% (32/38) and 78% (28/33),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tatistic significance between IGRAs 
and TST (χ2=2.29, P>0.05), IGRAs and TB culture in sensitivity (χ2=1.50, P>0.05). There were als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pecificity between IGRAs and TST (χ2=1.54, P>0.05), IGRAs and TB culture 
(χ2=3.26, P>0.05). The diagnostic consistency of IGRAs and TST was 89% with the Kappa value of 
0.61.  Conclusion   IGRAs and TST have similar diagnostic performance in lung tuberculosis and pleura 
tuberculosis. When a cutoff point of ≥10mm in TST is defined a positive test,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γ-干擾素釋放試驗及結核菌素試驗對活動性肺結核

及結核性胸膜炎診斷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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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higher than other cutoff point.
[Key Words] Lung tuberculosis; Pleura tuberculosis;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Tuberculin skin test

結核病是世界上單一致病菌引起死亡最多的人類

傳染病，在澳門結核病近十年年發病率為63~78個/10萬

人口，即每年新發約400人[1,2]。因此，早期明確診斷並

治療結核病人對結核疫情的控制至關重要。目前細菌學

檢查仍是結核病診斷的金標準，但塗片陽性率低、培養

所需時間太長，不能滿足臨床診治需要，為結核病的早

期診斷和治療帶來困難。本澳2011年開展了一項新型的

檢測結核分枝桿菌的酶聯免疫法—γ-干擾素釋放試驗

（IGRAs），用於結核分枝桿菌感染的檢測。為了探討

其在結核病診斷中的價值及與TST試驗的相關性，2012

年1月~2013年12月，收集在鏡湖醫院呼吸科住院的肺結

核及結核性胸膜炎及疑似結核菌感染的82例患者同時進

行IGRAs及結核菌素試驗(TST試驗)，報導如下。

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按照中華醫學會結核病分會制定的《肺結核診斷

和治療指南》中的診斷條件[3]，回顧性分析2012年1

月~2013年12月鏡湖醫院呼吸科確診及初診疑似肺結核

或結核性胸膜炎患者的臨床資料。

二、檢測方法

TB-IGRAs試劑來源於澳洲Celletis Ltd�公司，在

陰性對照管（含基質液）、檢測管(含有ESAT-6，CFP-

10兩種基因大腸桿菌表達的重組抗原)和陽性對照管

（含有結核非特異性刺激抗原）中分別加入1mL新鮮血

液，混勻後37℃水浴22~24h，離心取上清液進行ELISA

檢測，根據標準曲綫計算出各管中γ-IFN的含量，確定

TB-IGRAs的陰陽性結果。結核菌素來源於丹麥Statens 

serum institut生物製品研究所，在研究物件前臂皮內

注射標準PPD試劑0�1mL（含2個結核菌素單位），72h記

錄硬結平均直徑。

三、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7�0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率的比較

採用成組χ2檢驗或配對設計四格表χ2檢驗，P<0�05為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患者特徵

符合條件的患者中包括肺結核28例，結核性胸膜

炎10例。菌陽20例，菌陰13例，5例因無痰或胸液等標

本，無法行細菌學檢查。年齡15~94(47�21±19�86)歲，

男18例，女20例。44例非結核病患者，均為疑似肺結核

或結核性胸膜炎者，後經嚴格檢查，排除結核感染。年

齡16~86(54�16±19�61)歲，男23例，女21例。

二、TST不同取值的敏感度、特異度及準確度比較

比較TST硬結平均直徑對肺結核及結核性胸膜炎的

診斷價值，見表1。結果示當TST≥10mm時，敏感度及準

確度較取值≥5mm、≥15mm、≥20mm高，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不同取值的特異度則無統計學差異。

表1�TST不同取值的敏感度、特異度及準確度

取值 敏感度(95%CI) 特異度(95%CI) 準確度(95%CI)

≧5mm 85%(68%~94%) 80% (65%~90%) 82% (73%~90%)

≧10mm 85%(68%~94%) 91% (67%~92%) 83% (75%~91%)

≧15mm 68%(54%~85%) 95% (75%~96%) 80% (72%~89%)

≧20mm 40%(18%~49%) 97% (81%~98%) 65% (59%~70%)

X2 26�75 4�24 18�24

P <0�05 >0�05 <0�05

三、4種不同檢測方法的敏感度比較

IGRAs結果未明確者3例，記為陰性。結核組5例無

痰或胸液等標本，計算敏感度時從分母中扣除。TST硬

結平均直徑≥10m m為陽性。具體見表2。表2顯示4種檢

測方法的敏感度有統計學差異(χ2=26�75, P<0�05)，

進一步應用配對卡方檢驗兩兩比較發現，IGRAs與TST、

培養法的敏感性均無統計學差異(χ2=2�29, P>0�05；

χ2=1�50, P>0�05); IGRAs與塗片的敏感性有統計學差

異(χ2=11�53, P<0�05)。

表2�4種不同檢測方法的敏感度比較

項目 IGRA TST 塗片 培養

總例數（n） 38 38 33 33

陽性例數（n) 37 32 16 28

敏感度(95%CI) 97(86~100)% 85(68~94)% 42(41~74)% 73(57~87)%

四、4種不同檢測方法的特異度比較

非結核組10例未收集到痰液及胸水標本。有2例痰

塗片抗酸染色為陽性，培養分型後1例為堪薩斯分枝桿

菌，1例為鳥胞內分枝桿菌。另外2例疑似肺結核患者塗

片抗酸染色為陰性，培養分型後1例為龜分枝桿菌，1例

為戈登分枝桿菌。表3顯示4種不同檢測方法的特異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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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差異(χ2=8�32, P<0�05)；進一步應用配對卡方

檢驗兩兩比較發現，除TST與培養法的特異度差異有統

計學意義外(χ2=6�89, P<0�05)；餘兩兩比較均無統計

學差異（IGRAs與PPDχ2=1�54, P>0�05；IGRAs與培養法

χ2=3�26, P>0�05; IGRAs與塗片χ2=0�28, P>0�05）。

表3�4種不同檢測方法特異度比較

項目 IGRA TST 塗片 培養

總例數(n) 44 44 34 34

陽性例數(n) 4 8 2 0

特異度(95%CI) 86(78~97)% 82(67~92)% 94(88~99)% 100(90~100)%

五、IGRAs與TST的一致性比較

比較IG R A s與T S T的診斷結果，檢測均為陽性33

例，均為陰性33例，一致率為89%, Kappa=0�61，提示

兩種檢測方法具有高度一致性。具體見表4。

表4�IGRA與TST的一致性比較

TST

IGRA 結核病(n) 非結核病(n) 合計(n)

結核病(n) 33 9 42

非結核病（n） 7 33 40

合計(n) 40 42 82

討 論

TST試驗仍是目前用於肺結核診斷的免疫學檢測方法

之一，因為世界各地的結核病發病情況及卡介苗接種不

同，對於TST的判斷標準也各不相同。本澳沿用WHO標準，

結核菌素來源於丹麥Statens serum institut生物製品研

究所，在研究物件前臂皮內注射0�1mL（含2個結核菌素單

位）標準PPD試劑，72h記錄硬結平均直徑。取直徑≥15mm

為強陽性，提示活動性肺結核[4]；臺灣PPD試劑來源、注

射劑量單位及操作也是一樣，只是判讀標準不同，對於

無卡介苗接種者，直徑≥10mm為強陽性；對於卡介苗接種

者，直徑≥18mm為強陽性；提示活動性肺結核[5]；中國內

地則注射0�1mL（含5個結核菌素單位）PPD試劑，取直徑

≥20mm為強陽性，提示活動性肺結核[3]。本組病例中則發

現TST取直徑≥10mm為強陽性，其敏感度及準確度最高。

本澳人口約60餘萬，2012年資料提示澳門結核病發病率為

78例/10萬，雖較10年前明顯下降[1,2]，但仍大於40例/10

萬。按照美國判讀TST標準[6]，≥10mm應考慮結核感染。與

本研究一致。雖然本澳60年代起進行全民卡介苗接種，

但本組患者均為15週歲以上，卡介苗接種10年後其對TST

影響明顯減弱，所以根據美國CDC危險分層應為中度，取

≥10mm為陽性界值診斷價值較高。但因為本組病人例數較

少，還有待以後擴大樣本進一步證實。

受抗原純度以及機體免疫力的影響，TS T檢測結

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近來開展的TB-IGRAs法所用的

重組抗原ESAT-6和CFP-10的蛋白編碼來源於結核分枝

桿菌基因中的一個菌種特異性基因片斷，這個基因片

段在大部份的非分枝桿菌以及所有的牛型分枝桿菌

（包括卡介苗）中不存在，因此ESAT-6和CFP-10作為

抗原的特異性相對於PP D要高得多，這個顯著優勢也

使得γ-干擾素釋放試驗得以應用於臨床[7]。本研究

中TB-IGRAs的特異性為86%，95%可信區間(95%CI)為

78%~97%，同多數文獻報導的60%~90%相似，高於TST的

特異性82%（95%CI:67%~92%），但經過統計學分析兩

種方法特異性並無統計學差異(χ2=1�54, P>0�05）。

TB-IGR A s敏感度97%(95%C I:86%~100%)，同TST敏感

度85%(95%C I:68%~94%)也無統計學差異(χ2=2�29，

P>0�05）。兩中方法的一致率為89%, Kappa=0�61，提

示兩種檢測方法具有高度一致性，也說明在澳門TB-

IGRAs的診斷價值並不明顯優於TST。以上結果與WHO頒

佈的結核病高負擔國家的多數研究結果相同[8]，即TB-

IGRAs在結核病高負擔國家的特異性與敏感性與TST比

較，並未顯示出明顯的優勢[9]。IGRAs能夠區分非結核

分枝桿菌，本組中有4例，1例為堪薩斯分枝桿菌，1例

為鳥胞內分枝桿菌。1例為龜分枝桿菌，1例為戈登分枝

桿菌。堪薩斯分枝桿菌因存在ESAT-6和CFP-10抗原，所

以IGRAs應為陽性，而其餘3例為陰性。但實際結果為堪

薩斯分枝桿菌與鳥胞內分枝桿菌為陰性，而龜分枝桿菌

及戈登分枝桿菌為陽性。具體原因仍需進一步分析。

細菌塗片法及培養法的診斷敏感性較低，多數報

導在40%左右，本組塗片法為42%，培養法為73%，其中

培養法的敏感性和特異性與IGRAs相當。但因為臨床實

際中痰及胸水標本不及血液標本易獲得，且培養法耗時

長，所以γ-干擾素釋放試驗仍有優勢。

總之，兩種免疫學方法在活動性肺結核的診斷效

能相當，說明在澳門TB-IGRAs的特異性並不優於TST。

在鑒別非結核分枝桿菌方面仍需進一步證實研究。TST

硬結取值≥10mm為陽性臨床診斷價值較高。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澳門特別行政區結核病防治工作考察報告� 

www�chinacdc�cn/zxdt/201405/t20140506_96402�htm� 

葉炳基� 澳門分枝桿菌實驗室檢� www�antitb�org�hk/mlw_ Mycobacte-

riology20laboratory20workshop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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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對兒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進行核酸檢測分析，探討其流行規律。  

方法 對本院2014年1月~12月住院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兒的鼻拭子標本進行常見呼吸道病毒

分子生物學檢測。  結果 在1003份標本中，病毒陽性721例，陽性率71�9%，感染患兒中腸

病毒/鼻病毒佔首位，達24�8%，其次為腺病毒，達22�1%，呼吸道合胞病毒佔11�4%，副流感

病毒佔6�8%，流感病毒佔6�5%，偏肺病毒佔3�6%，博卡病毒佔2�1%，人冠狀病毒佔0�7%，2

種或以上病毒混合感染達22�2%。學齡前兒童（3~6歲）病毒檢查率最高，平均為79�55%，幼

兒（1~3歲）組為77�54%。春、冬季病毒檢出率最高，分別為76�21%、75�42%。  結論 兒童

呼吸道感染>70%為病毒所致，腸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及副流感病毒是兒

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毒，澳門本地區兒童呼吸道病毒流行有一定的地區特點，通過檢測患

兒的病毒病原，既可能為臨床診治提供準確的診斷依據、避免抗生素濫用，更可為長期進行

呼吸道病毒病原譜以及病毒相關性疾病的研究奠定基礎。

【關鍵詞】兒童；呼吸道感染；病毒

Study of viral etiology of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Macao

LEI Cheng , PAN Bao Quan*, CHEN Ling , WONG Cho Ian, U Hong Chon, CHEOK Kun Tat, SONG Dong Q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iral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ARTI) in Macau.  Methods    Totally 1003 children with clinical diagnosis of 
ARTI during the period of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4 were involved in our study. One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specimen was collected from each patient. The molecular biological detection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common respiratory tract viruses.   Results   At least one viral pathogen was detected in 721 out of 1003 
and the overall positive rate was 71.9%. The most common virus was enterovirus (EV)/rhinovirus (RHV) 
(24.8%), followed by adenovirus(ADV)(22.1%),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11.4%), parainfluenza 
virus (PIV)(6.8%), influenza virus (FLU)(6.5%), human metapneumonia virus (hMPV)(3.6%), human 
bocavirus (HBoV)(2.1%), human coronavirus (HCoV) (0.7%). The rate of mixed –infection with two or 
more viruses was 22.2%. The positive rate was highest (79.55%) in preschool children. The positive rate 
in toddler was 77.54%. Most viral infection cases in Spring were positive (76.21%), followed by Winter 
(75.42%).  Conclusion   More than 70% ARTI in children were caused by respiratory viruses. EV/RHV, 
ADV, RSV and PIV are important etiological agents for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in children in Macau. 
Detection of viral pathogens in children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can give accurate diagnostic 
evidence, avoid antibiotics abusing. Moreover, it can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viral etiology of 
ARTI and viral related disease in children.

[Key Words]  Children;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Virus

澳門兒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病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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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兒科常見病、多發病，呼吸道 感染的患兒佔兒科門診及住院病人的70%~80%，呼吸道

感染病因十分複雜，主要的病原體為病毒及細菌、肺炎

支原體等，兒童急性呼吸道感染中，病毒陽性率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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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80%[1-3]，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是兒童住院的主要原

因，病毒感染率為32�3%~52�3%[4]。上呼吸道感染中病

毒檢出率甚至接近80%[5]。病毒感染在兒童呼吸道感染

中佔重要地位，且有一定的季節規律。為了解澳門地

區兒童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感染情況，收集本院2014年1

月~2014年12月住院的呼吸道感染患兒標本1003例，應

用分子生物學方法進行呼吸道病毒檢測並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14年1月~2014年12月本院兒科收治的急性呼吸道

感染病例1003例，包括上呼吸道感染（如急性扁桃體炎、

喉炎、咽炎）、支氣管炎、肺炎、毛細支氣管炎、哮喘

急性發作，其中男566例，女437例，年齡10天~12嵗。

二、方法

1�標本採集 患兒均於入院24~48h留取標本，以專

用鼻咽拭子經鼻腔插入，深度約0�5~1cm，旋轉鼻咽拭

子，刮取鼻腔上皮細胞，置含有病毒保護液的無菌收集

管中，送檢驗科檢驗。

2�病毒檢測方法 採用Luminex公司的18種呼吸道

病毒多重檢測試劑盒(xTAG Respiratory Viral Panel 

FAST V2)，進行呼吸道病毒的核酸檢測，檢測呼吸道合

胞病毒(RSV-A型、B型）、腸病毒(EV)/鼻病毒(HRV)、

流感病毒(FLU-A、FLU-B、H1N9)、人冠狀病毒(CoV-

NL63, 229E, OC43, HKU1)、副流感病毒(PIV-

1、2、3、4型)、人偏肺病毒(HMPV)、腺病毒

(ADV)、人博卡病毒(HBOV)九種病毒。

3�分析方法 總結所有病例的病毒病原的

總陽性率、各病毒在總陽性病例中的比率，各

病毒陽性率與年齡、季節關系。

4�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 13�0軟件進行

統計分析，採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

計學意義。

結 果

一、病毒檢出結果

1003例患兒中，檢出病毒陽性的病例共721例

(71�88%)，其中單一病毒感染561例(55�93%)，兩種病

毒混合感染148例（14�76%），三種病毒混合感染10例

(1�00%)，四種病毒混合感染者2例(0�20%)。在性別方

面，男566例，陽性標本402例，陽性率71�02%；女437

例，陽性標本319例，陽性率73�0%，男女患兒的病毒陽

性率無統計學差異(χ2=0�175, P=0�491)。1003例患兒

中，微小核糖核酸病毒(EV/HRV)檢出率最高，為29�5%，

其次ADV(24�1%)、RSV(11�4%)、PIV(8�5%)、FLU(5�2%)、

HBOV(5�5%)、HMPV(3�2%)、CoV(1�2%)。詳見表1。

表1�1003例患兒病毒檢出結果分析

病毒 陽性數(n) 總陽性率(%) 佔總陽性病例的百分率(%)

EV/HRV 296 29�5 41�1

ADV 242 24�1 33�6

RSV 114 11�4 15�8

PIV 85 8�5 11�8

HBoV 55 5�5 7�6

FLU 52 5�2 7�2

HMPV 32 3�2 4�4

CoV 12 1�2 1�7

二、病毒感染與年齡的關係

不同年齡段病毒的總陽性率存在統計學差異

(χ2=47�217, P=0�000)。分析總檢出率最高的四種病毒

與年齡的關系如下：EV/HRV、PIV均在1~<3嵗檢出率最

高，<1嵗患兒的RSV檢出率略與1~<3嵗相同，ADV在3~6

歲檢出率最高。其中除EV/HRV在各組間檢出率在統計學

上無差異外，另外三種病毒在不同年齡的檢出率均有統

計學差異。詳見表2。

三、病毒感染與季節的關係 病毒感染在春季發

病率最高達到76�21%，其次為冬季(75�42%)、秋季

(69�37%)、夏季(66�22%)，不同季節病毒陽性率有統計

學差異。分析總檢出率最高的四種病毒與季節的關系如

下：EV/HRV及PIV在四季間的陽性率無統計學差異；ADV

在冬季陽性率最高、夏季其次，四季間存在統計學差

異；RSV在冬季陽性率高、春季其次，四季間存在統計

學差異。

表2�病毒感染與年齡的關係比較

年齡 例數(n)
陽性數及
陽性率(%)

前4位病毒的陽性數及佔該
年齡組別例數的陽性率(%)

EV/HRV ADV RSV PIV

<1嵗 200 109(54�5) 54(27) 11(5�5) 31(15�5) 12(6�0)

1~<3嵗 472 366(77�54) 151(32) 108(22�9) 73(15�5) 59(12�5)

3~<6嵗 220 175(79�55) 69(31�4) 89(40�5) 9(4�1) 10(4�5)

≥6嵗 111 71(63�96) 22(19�8) 34(30�6) 1(0�9) 4(3�6)

總計 1003 721(71�9) 296(29�5) 242(24�1) 114(11�4) 85(8�5)

χ2 47�217 7�377 72�910 34�895 19�314

P 0�000 0�061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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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呼吸道感染是兒童感染性疾病最常見疾病，病因

復雜多樣，其中病毒佔重要地位，引起兒童呼吸道感染

的常見病毒有RSV、FLU、ADV、HRV、PIV等，本文總結

本院兒童呼吸道感染兒童的常見的呼吸道病毒陽性率達

71�9%，與Fabbiani M報導[2]相符。

性別對病毒的陽性檢出率無影響，年齡對病毒陽性

率有一定影響，其中學齡前兒童（3~6歲）病毒檢查率最

高，平均為79�55%，幼兒（1~3歲）患兒次之，這可能與

以下因素有關：1�幼兒及學齡前兒童機體免疫功能低下，

尤其是細胞免疫功能低下，呼吸道sIgA水平低下；2�澳

門地區幼兒普遍參加托幼機構學習，接觸病毒機會增多

有關；3�嬰兒組兒童一般留於家中照顧，相對病毒暴露

機會較少；4�學齡兒童年齡較大，免疫功能增強，病毒

感染率明顯下降。不同季節間呼吸道病毒檢出率不同，

以春季最高，冬季次之，與夏秋季相比有統計學差異。

本研究顯示檢出率最高的病毒為微小核糖核酸病

毒的腸病毒/鼻病毒，因腸病毒是引起手足口病、皰疹

性咽峽炎的常見病毒，鼻病毒是引起普通感冒的最常見

病毒，因而在本年度研究中，該組病毒檢出率最高，但

季節間並無統計學差異。因腸病毒及鼻病毒均屬於微小

病毒科，本方法未能明確分出兩種病毒，因而未能很好

地分析此兩種病毒的流行病學，只能結合腸病毒較特異

的臨床表現（咽峽部皰疹、手足皮疹）來診斷。

腺病毒感染也是兒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見病毒之一，

某些型別（B、C、E組）可引起呼吸道感染的暴發流

行，在嬰幼兒中可引起嚴重的支氣管炎、肺炎甚至導

致死亡[6]。我們觀察的患兒多表現為上呼吸道感染的表

現：持續5~7天的高熱（熱型常表現為稽留熱或馳張熱，

因受退熱藥物影響，熱型往往不典型）、寒顫、鼻塞，

扁桃體腫大且有厚膩白色分泌物，血象提示白

細胞升高，hsCRP升高，表現與化膿性扁桃體

炎相似，因而未有明確的病毒病原學檢查結

果，臨床醫生往往會經驗性使用抗生素，導致

抗生素濫用。因而在腺病毒流行季節，對疑診

病人進行腺病毒檢查，可減少不必要的抗生素

使用。本次研究提示2014年澳門地區腺病毒感

染在兒科出現顯著高發的情況，其陽性檢出

率高於RSV、PIV等，冬季、夏季相對明顯，其

檢出多見於3~6歲及6歲以上的兒童，與重慶地

區的報導[7]並不一致，也提示不同地區的腺病

毒流行特點、季節有所不同。但因本研究僅收集了2014

年的數據，腺病毒在澳門兒童呼吸道感染的地位仍未確

定，今後仍需進一步長期監測病毒病原。

既往研究[8,9]均認為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嬰幼兒呼吸道

感染的主要病原體，尤其在小嬰兒下呼吸道感染的作用

更為明顯，在本次分析中嬰兒組RSV的檢出率顯著高於ADV

及PIV，RSV陽性標本主要來自<3歲的嬰幼兒，高峰季節為

冬季，春季次之，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7]。提示澳門地區

RSV仍為嬰幼兒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毒，對於早產兒、有

先天性心臟病或者免疫缺陷的高危兒，RSV感染可引發嚴

重喘息、重癥肺炎、呼吸窘迫等可能，因而可考慮對高危

兒在高發季節前注射RSV免疫球蛋白進行被動免疫。

副流感病毒同樣對嬰幼兒威脅較大，本組資料中

PIV佔第四位，在幼兒中檢出率最高，但並無明顯的季

節性差異。其它病毒如流感病毒、人冠狀病毒、偏肺病

毒等相對檢出率較低，因而未能反映明顯的季節、年齡

的流行病學特點，但也與本次研究僅分析單一年份的數

據有關，需待進一步長期總結本院兒童呼吸道病毒感染

的情況進一步分析。

引入該方法檢查呼吸道感染患兒，為病原學診斷

提供依據，結合其它的炎性指標如CBC、hsCRP、PCT-Q

等綜合評估，可較好地鑒別細菌、病毒感染，對無合併

細菌感染證據的患兒僅給予退熱對癥、抗病毒治療，仍

可有良好轉歸，因而在治療上可減少抗生素的濫用。

總之，本次對本院的呼吸道感染兒童病毒病原的

分析，使我們對澳門地區兒童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病原學

有一定的認識，可為臨床診療以及減少抗生素濫用提供

可靠的依據，也為今後建立本地區兒童呼吸道病毒病原

譜奠定一定的基礎。

表3�病毒感染與季節的關係

季節 例數(n)
陽性數及
陽性率(%)

前4位病毒的陽性數及佔該
季節例數的陽性率(%)

EV/HRV ADV RSV PIV

春 206 157(76�21) 47(22�8) 34(16�5) 48(23�3) 15(7�3)

夏 225 149(66�22) 66(29�3) 56(24�9) 13(5�8) 17(7�6)

秋 271 188(69�37) 88(32�5) 61(22�5) 37(13�7) 20(7�4)

冬 301 227(71�9) 95(31�6) 91(30�2) 16(53%) 33(11�0)

總計 1003 721(71�9) 296(29�5) 242(24�1) 114(11�4) 85(8�5)

χ2 47�217 6�194 13�126 48�447 3�445

P 0�000 0�103 0�004 0�000 0�328

（下轉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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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結直腸癌(CRC)在澳門的患病率呈上升趨勢。國際臨床指南表明結腸癌

篩查(CS)可以預防結腸癌。目前仍不清楚影響澳門居民參與結腸癌篩檢的因素。本研究採用

健康信念模式(HBM)為理論基礎，探討其各信念與本澳醫療機構員工結腸癌篩檢意願及行為

（大便潛血及腸鏡篩檢）之關係及其他相關因素。  方法 對醫院工作人員發放問卷400份，

採用分層抽樣方式取樣，統計分析方面依序進行描述性統計、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卡方

分析、單元及多元邏輯斯回歸分析。  結果 全院有63�2%員工有腸癌篩檢意願，有31�1%員

工曾參加腸癌篩檢；年齡在50歲以上的員工，63�6%過去曾進行結腸癌篩檢，較多傾向使用

大便潛血檢查(FOT 59�1%，結腸鏡檢查27�3%)。結腸癌相關知識水平對健康信念存在影響，

特別是潛血檢查及腸鏡檢查的自我效能（相關係數 r分別是0�256及0�207）。多元邏輯斯

回歸分析證明，結腸鏡作篩檢的獨立預測因數是低自覺罹患性(OR 0�579)，高大便潛血行

動障礙性(OR 2�479)，高自我效能(OR 20�462)和高行動線索(OR 2�483)。另一回歸模型預

測發現，現仍吸煙者(OR 10�544)，正在接受藥物治療(OR 7�580)，過去曾參與癌症篩查(OR 

4�798)，結腸癌家族史(OR 3�01)和結腸息肉個人史(OR 71�86)也被確認對結腸鏡檢查篩檢

行為有影響力。同時也發現，有醫生或家人推薦作篩檢的員工較多執行檢查，而且醫生比護

士有較高的腸癌篩檢率。腸癌個人風險識別，篩查費用報銷和家人推薦腸癌篩檢等因素是未

曾篩檢之員工認為有效的促進因素。  結論 自我效能是提高澳門醫療機構員工結腸癌篩檢

率的重要位點及介入點，值得進一步研究。提高結腸癌篩檢相關知識可改善正向健康信念，

從而影響員工之篩檢行為。腸癌個人風險識別，篩查費用報銷以及有旁人作結腸癌篩檢推薦

可能有助於提高工作人員的篩檢率。

【關鍵詞】結腸癌篩查；健康信念模式；大便潛血；腸鏡；醫院員工

Factors influencing colon cancer screening participation among hospital staff in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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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re is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prevalence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in 

Macau. Colon cancer screening (CS) is recommended b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to prevent colorectal 
cancer. However, we currently lack knowledge of which factors have an impact on the CS acceptance in 
Macau. We used Health Belief Model (HBM) to identify health beliefs and other important factors that 
predict the intentions to undertake screening using Faecal occult blood test (FOT) or colonoscopy among 
Macau hospital staff.  Methods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400 hospital staff with stratified 
sampling. The survey instrument measured demographics, health beliefs, CS knowledge, past health 
history, individual and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 utilization of medical services, past CS behavior and the 
intentions to have CS in the future.   Results  63.2% of staff had the intention to CS whereas only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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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腸癌被認為是一可以有機會預防的腫瘤，因為

由息肉出現到癌變，往往需要5~15年時間的演變，大大

提供了干預機會[1]，若結腸癌能夠早發現早治療，存活

率可達九成以上，而定期結腸癌篩檢便是防治結腸癌

的第一步，對40歲以上中年人篩檢意願之影響因素是提

升結腸癌篩檢率的重要關鍵，而作為醫療機構的參與人

員，因職場與專業特性，對家人、朋友及服務對象之健

康行為皆具有重要的影響力，員工本身執行相關篩檢行

為之執行情況，更可能影響其面對週遭服務對象或家人

之相關健康行為與態度，而且亞太地區醫療人員是否具

有較高的篩檢意識，至今未有報導。本研究主要目的乃

是探討影響醫療機構的工作者接受結腸癌篩檢的相關態

度及健康信念認知因素。

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

本研究以澳門某醫療機構員工為研究對象，採分層

隨機抽樣方法(stratified sampling)，入選標準為符合下

列三項條件：一、澳門該醫療機構正式、約聘與臨時之所

有員工；二、年齡21歲以上；三、同意參加本研究，並完

成填寫研究問卷者；按總員工數約1800人，先按年齡分為

4層：35歲以下，36~45歲，46~55歲，56歲以上，根據機構

中各年齡層員工比例，每層按比例抽樣，選取比例樣本數

(proportional samples)，再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資料收

集。樣本數量按以下公式一及校正公式二進行推算[2]，以

95%信賴區間及5%抽樣差計出樣本數應為318人以上：

公式一：ss = [Z2*p*(1-p)]/c2   母群體人數：1800人

Z：Z值在95%置信水平為1�96

C：置信區間，以小數表示，本研究設定為0�05

P：以小數表示，本研究設定為0�5

公式二：new ss = ss/[1+(ss-1)/pop]   pop：1800人

由於考慮問卷的回應率及無效比例，可能達20%左

右，故本研究發出問卷400份。按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如

表1所示各子群抽樣的數目。

表1�根據年齡層的百分率進行分層比例抽樣

年齡組別 百分率 抽樣數

35歲以下 48% 192

36~45歲 22% 88

46~55歲 17% 68

56歲以上 13% 52

合計 100% 400

二、方法

資料收集方式以自擬式結構性問卷，採不記名方

式書面填答。之後，針對回收問卷所提供資訊，進行相

關性及預測性分析，以了解影響員工對結腸癌篩檢行為

之相關影響因素，與健康信念模式對結腸癌篩檢行為之

預測力。

had undertaken. Among staff aged 50 years or more, 63.6% had taken CS in the past, with a tendency 
to using FOT (FOT 59.1% and Colonoscopy27.3%). CS related Knowledge level had impact on health 
beliefs, especially on the perceived self-efficacy(r 0.256 for FOT, 0.207 for colonoscopy). Multivariable 
analysis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demonstrated that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colonoscopy CS were lower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OR 0.579), greater FOT perceived barriers (OR 2.479), self-efficacy (OR 20.462) 
and action cues (OR 2.483). Current smoker (OR 10.544), Medical treatment undertaken experience 
(OR 7.580), having participated cancer screening in the past (OR 4.798), family experience with colon 
cancer (OR 3.01)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colon polyps (OR 71.86) were also identified as predictors 
of CS behavior with colonoscopy in another regression model. We also found that staffs were more likely 
to screen under physician or family recommendation, and doctors were more likely to obtain CS than 
nurses. Personal CRC risk recognition, screening fee reimbursement and recommendation from family, as 
precipitating factors, are the main concerns in non-screened staffs.  Conclusion   Perceived self -efficacy 
is as important target for further study and intervention to increase CS among hospital staff in Macau. 
Improving CS related knowledge has the potential to enhance staff’s participation in CRC screening through 
health belief. Recognizing personal risk of CRC, screening fee reimbursement and recommendation from 
others may help to increase the staff screening rate.

[Key Words]  Colon cancer screening; Health belief model; Fecal occult blood test, Colonoscopy; 
Hospita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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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工具為自擬之「結腸癌知識與結腸癌篩檢健

康信念量表」，乃根據研究目的及參考相關文獻[3-5]及研

究結果所編寫之結構性問卷。量表以健康信念模式為主要

架構，含六大變項，分別為：自覺結腸癌罹患性、自覺結

腸癌嚴重性、自覺結腸癌篩檢利益性、自覺結腸癌篩檢障

礙性、自我效能及行動綫索，與其他研究變項，包括人口

學、個人健康情況、胃腸病背景歷史等變項，以及結腸癌

相關知識、結腸癌篩檢行為等變項一起所組成。

三、統計方法

本研究之資料由研究者將問卷內容先進行譯碼，再

將研究收集資料進行編碼、建檔與校對，以SPSS 18�0軟

件進行資料分析，以描述性統計法及推論性統計方式呈

現。描述性統計部份，主要用來了解本澳某醫療機構員

工，對結腸癌相關知識與執行結腸癌篩檢行為之現況。

推論性統計部份，會先以Kolmogorvo-Smirnov（K-S）檢

定法及常態分配圖形來檢定連續變項資料是否呈現常態

分佈。資料若呈現常態分佈則選擇單因數變異數分析，

若非常態分佈則選擇 Mann-Whitney U test。相關性分

析方面，採用Pearson積差相關及邏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來進一步推論研究架構中的變項對執行結

腸癌篩檢行為之預測性。

結 果

一、基本人口學資料分佈

人口學屬性變項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收

入情況、工作職務、個人是否曾有結腸息肉或結腸癌

問題等。本研究收案的員工有效樣本共370位，年齡方

面，以30~34歲居多，佔樣本數之20�6%；其次為40~44

歲，佔樣本數之13�6%。性別方面以女性居多佔66�2%，

婚姻狀況為已婚者佔65�6%居多，教育程度方面，大專

或本科(62�7%)學歷為主。如表2所顯示，有44�6%員工

在工作中曾認識結腸癌病人。職務上主要是護士、技術

員、護士助理及醫生，分別佔26�3%、16�3%、15�7%及

14�9%。問卷調查對象中有8�1%個案曾有腸息肉病，有

0�3%曾患有結腸癌。

二、結腸癌篩檢行為現況分析

在癌症篩查行為的調查中，如表3示，有36位員工

示有曾經參加過癌症篩查，佔9�8%，當中大部份為腸

癌篩查，佔61�8%，其次為乳癌，佔50%。結果由表4可

見，63�2%的員工有篩檢意願，其中有近6成(58�6%)員

工有做潛血作為腸癌篩查的意願，而選擇腸鏡者也有

50%。但是實際參與度卻明顯下降，只有近3成(29%)員

工有做潛血作為腸癌篩查，而選擇腸鏡者僅有11�1%。

針對50歲以上員工（66人）再作分層分析，發現50嵗

以上員工曾進行腸癌篩檢者有63�6%(42/66)，其中大便

潛血篩檢者有39人，佔59�1%，結腸鏡篩檢者有42人，

佔27�3%，有篩查意願者有71�2%，潛血篩查意願的有

65�2%，有56�1%有意願未來行腸鏡檢查。

可看出，結腸癌篩查意願比篩查行為為高，而且

皆是接受潛血檢查的比例為高；依次是：結腸癌篩查意

願（潛血）>結腸癌篩查意願（腸鏡）>結腸癌篩查行為

表2�人口學及社經地位分佈情況

人口學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性別(n=370)

男 125 33�8

女 245 66�2

婚姻(n=369)

己婚 242 65�6

未婚 122 33�1

離異 5 1�4

年齡(n=369)

24歲以下 48 13

25-29歲 59 16

30-34歲 76 20�6

35-39歲 32 8�7

40-44歲 50 13�6

45-49歲 38 10�3

50-54歲 27 7�3

55歲以上 39 10�6

教育程度(n=367)

小學或以下 3 0�8

初中程度 35 9�5

高中程度 61 16�6

大專或本科 230 62�7

碩士或以上 38 10�4

職業(n=369)

行政人員 10 2�7

護士 97 26�3

護士助理 58 15�7

技術員 60 16�3

文員 44 11�9

醫生 55 14�9

工人 29 7�8

其他 16 4�3

收入狀況(n=370)

10,000元以下 53 14�3

10,001-15,000元 88 23�8

15,001-25,000元 71 19�2

25,001-35,000元 84 22�7

35,001-45,000元 42 11�4

45,001-55,000元 20 5�4

50,001元以上 12 3�2

曾經認識結腸癌病人 165 44�6

本人曾經患結腸息肉 30 8�1

本人曾經患結腸癌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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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釋力，關聯強度分別為33�8%及21�6%。如表

5。年齡變項中，與24歲以下相比，50~54歲及55

歲以上有較佳的腸癌篩查行為（潛血/腸鏡），

OR分別是4�129/7�500及3�339/4�500；職務組別

上，與工人相比，雖然醫生及行政人員較高，OR

為1�357~2�000，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性差異，但

護士則反而較低，為工人的0�366~0�173倍，具

統計上顯著性差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非本

澳原居民比本澳原居民表現較好的腸鏡篩查行

為，前者是後者的2�511倍。

2�個人健康情況對腸癌篩查行為的影響分析

將吸煙史、飲酒史、運動情況、過去平均使

用醫療服務情況（門診）、曾經住院診治（非手

術）、曾經住院診治（手術）、有否需要接受藥

物長期治療、平時的胃腸情況怎樣、平時的大便

習慣怎樣、有否經歷過大便帶血情況、有否曾經

進行癌症篩選等11個變項作為自變量，同時進入

邏輯斯迴歸模式中後發現只有是否需要接受藥物長期治

療及曾經行癌症篩查二個變項，與潛血篩查行為有解釋

力，關聯強度為34�3%。如表6。有需要接受藥物長期治

療之員工之腸癌篩查行為（潛血）比無需要接受藥物長

期治療為高，達2�671倍（OR為0�2�671）；曾經行癌症

篩查員工之腸癌篩查行為（潛血）是無曾經行癌症篩查

之員工的4�749倍（OR為4�749）。

表5�基本人口學與腸癌篩查行為的邏輯斯回歸分析

腸癌篩檢行為
變項名稱

結腸癌篩檢行為（潛血） 結腸癌篩檢行為(腸鏡)

Odds
ratio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dds
ratio

95% Confidence
interval

性別

男 1�0 1�0

女 0�804 0�503-1�286 0�774 0�397-1�510

年齡

24以下 1�0 1�0

25-29 0�828 0�352-1�946 0�526 0�084-3�286

30-34 0�455 0�190-1�094 1�286 0�306-5�403

35-39 0�347 0�103-1�173 0�484 0�048-4�870

40-44 0�607 0�239-1�541 2�045 0�481-8�693

45-49 1�263 0�506-3�152 2�273 0�507-10�188

50-54 4�129* 1�521-11�209 7�500** 1�819-30�916

>55 3�339* 1�364-8�177 4�500* 1�125-17�993

婚姻

已婚 1�0 1�0

未婚 0�837 0�516-1�358 0�523 0�241-1�133

學歷

小學或以下 1�0 1�0

初中 0�917 0�075-11�215 0�083 0�006-1�100

高中 0�727 0�062-8�578 0�055 0�004-0�694

大專或本科 0�706 0�063-7�926 0�050 0�004-0�578

碩士或以上 1�800 0�150-21�569 0�094 0�007-1�205

職務

行政人員 2�000 0�500-7�997 1�357 0�237-7�784

護士 0�366* 0�160-0�838 0�173* 0�043-0�705

護士助理 0�698 0�297-1�639 0�402 0�110-1�471

技術員 0�878 0�382-2�017 0�717 0�232-2�214

文員 0�750 0�303-1�859 0�857 0�264-2�788

醫生 1�929 0�854-4�355 1�515 0�541-4�240

工人 1�0 1�0

收入

10000或以下 1�0 1�0

10001-15000 0�395* 0�183-0�851 0�089** 0�019-0�419

15001-25000 0�843 0�401-1�769 0�856 0�349-2�096

25001-35000 0�425* 0�197-0�918 0�191** 0�057-0�636

35001-45000 0�660 0�277-1�575 0�294 0�076-1�132

45001-55000 1�650 0�585-4�657 0�955 0�265-3�437

>55001 2�310 0�646-8�267 1�090 0�484-7�525

本地居民

本澳 1�0 1�0

非本澳 0�965 0�587-1�586 2�511* 1�023-6�160

配適度 0�398 0�510

關聯強度

Cox & Snell R2 0�253 0�108

Nagelkerke R2 0�338 0�216

表3�員工癌症篩查的參與情況及分佈情況

癌症篩檢行為情況 人數 百分比(%)

曾經行癌症篩查

(n=368) 沒有 332 90�2

   有 36 9�8

(複選) 腸癌 21 61�8

乳癌 17 50

前列腺癌 10 29�4

其他 9 26�5

表4�員工結腸癌篩查的參與情況及結腸癌篩查意的分佈情況

腸癌篩檢行為情況 人數 百分比(%)

曾經腸癌篩查

潛血檢查 有 107 29

   否 262 71

結腸鏡檢查 有 41 11�1

否 329 88�9

腸癌篩查意願

潛血檢查 有 217 58�6

否 153 41�4

結腸鏡檢查 有 185 50

否 185 50

（潛血）>結腸癌篩查行為（腸鏡）。

三、員工結腸癌篩檢行為的影響因素

1�人口學對腸癌篩查行為的影響分析

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原籍、教育程度、職

業、月收入、家庭月收入等7項基本人口學作為自變

量，同時進入邏輯斯迴歸模式中後發現，只有年齡、職

務及收入三個變項，與腸癌篩查行為（潛血，腸鏡）



29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5, Vol 15. No.2鏡湖醫學2015年12月第15卷第2期

7�580倍（OR為7�580）；曾經行癌症篩查員工

之腸癌篩查行為（腸鏡）是無曾經行癌症篩查

之員工的4�798倍（OR為4�798）。

3�胃腸歷史背景情況對腸癌篩查行為的影

響分析

將自己、朋友及家人是否患有結腸息肉以

及朋友、家人是否患有結腸癌等5個變項作為自

變量，同時進入邏輯斯迴歸模式中後發現，只

有本人曾患結腸息肉1個變項，與腸癌篩查行為

（潛血）有解釋力，關聯強度為26�70%。如表

7。本人曾結腸息肉組別之員工，其腸癌篩查行

為（潛血）比未曾患結腸息肉組別者為高，達

6�76倍(OR為6�76)。

家人曾結腸癌組別之員工，其腸癌篩查行

為（腸鏡）比沒有家人患結腸癌組別者為高，達

3�01倍(OR為3�01)；朋友曾結腸癌組別之員工，

其腸癌篩查行為（腸鏡）比沒有朋友患結腸癌

組別者為高，達3�59倍(OR為3�59)，本人曾結腸

息肉組別之員工，其腸癌篩查行為（腸鏡）比

未曾患結腸息肉組別者為高，達71�86倍(OR為

71�86)。

4�各健康信念對腸癌篩查行為（潛血）的

影響分析

發現有自覺嚴重性(OR=0�681，P=0�050)、

自覺行動利益（潛血）(OR=2�00，P<0�05)及自

我效能（潛血）(OR=8�78，P值<0�001)三個變

項，與腸癌篩查行為（潛血）有解釋力，關聯

強度為49�40%，如表8。即自覺嚴重性每增加

一分，腸癌篩查行為（潛血）則為0�68倍，就

相應減少0�32倍；自覺行動利益（潛血）每增

加一分，腸癌篩查行為（潛血）則為2�00倍；

自我效能（潛血）每增加一分，腸癌篩查行為

（潛血）則為8�78倍；其餘信念分項未見顯著

性解釋力。若加入結腸癌篩檢知識變項作為

MODEL-2，本身沒有影響力(p=0�08)，而且對其他變項

未有出現顯著影響，如表8。

5�各健康信念對腸癌篩查行為（腸鏡）的影響分析

邏輯斯迴歸模式中後發現，有自覺羅患性

(OR=0�58, P=0�05)、自覺行動障礙（潛血）(OR=2�48, 

P<0�05)、自我效能（腸鏡）(OR=20�46, P值<0�001)

及預防結腸癌的行動綫索(OR=2�48, P<0�05)四個變

表6�個人健康情況與腸癌篩查行為的邏輯斯回歸分析

腸癌篩檢行為
變項名稱

結腸癌篩檢行為（潛血） 結腸癌篩檢行為(腸鏡)

Odds 
ratio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dds 
ratio

95% Confidence  
interval

吸煙史

從未 1�0 1�0

曾有 2�736 0�778-9�624 1�883 0�512-6�920

現有 0�675 0�123-3�689 10�544** 3�239-31�497

飲酒史

否 1�0 1�0

有 1�366 0�676-2�763 0�397 0�119-1�326

運動情況

時常 1�0 1�0

間中 1�459 0�649-3�284 0�959 0�302-3�041

甚少 0�760 0�353-1�639 0�732 0�247-2�170

醫療服務使用

一個月至少一次 1�0 1�0

3個月一次 0�793 0�293-2�146 1�628 0�354-7�496

6個月一次 0�529 0�187-1�496 0�973 0�200-4�727

12個月一次 0�789 0�247-2�522 1�375 0�217-8�704

於12個月一次 0�466 0�149-1�459 0�946 0�162-5�522

曾經住院治療(非手術)

否 1�0 1�0

有 1�011 0�420-2�434 1�957 0�619-6�185

曾經住院治療(手術)

否 1�0 1�0

有 0�745 0�326-1�702 0�867 0�274-2�746

長期藥物治療

否 1�0 1�0

有 2�671** 1�286-5�549 7�580** 2�945-19�508

個人胃腸健康問題

否 1�0 1�0

有 0�884 0�473-1�654 0�664 0�262-1�680

平時大便習慣

規律 1�0 1�0

無規律 1�307 0�666-2�567 1�973 0�744-5�228

便秘/腹瀉交替 1�179 0�315-4�414 1�933 0�379-9�847

曾經大便帶血

否 1�0 1�0

有 0�780 0�400-1�521 0�669 0�248-1�805

曾經癌症篩檢

否 1�0 1�0

有 4�749** 2�286-9�864 4�798** 1�916-12�014

配適度Hosmer&Lemeshow
p value 0�351 0�430

關聯強度

Cox & Snell R2 0�257 0�549

Nagelkerke R2 0�343 0�732

在腸鏡篩檢行為的預測上，發現吸煙狀況、有是

否需要接受藥物長期治療及曾經行癌症篩查三個變項，

與腸癌篩查行為（腸鏡）有解釋力，關聯強度為73�2%

如表6。有吸煙史員工之腸癌篩查行為（腸鏡）比無吸

煙者為高，其中現仍吸煙者是無吸煙者的10�544倍（OR

為10�544）；有需要接受藥物長期治療之員工之腸癌篩

查行為（腸鏡）比無需要接受藥物長期治療為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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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與腸癌篩查行為（腸鏡）有解釋力，關聯強度為

60�2%，如表9。即自覺羅患性每增加一分，腸癌篩查行

為（腸鏡）則為0�58倍，即相應減少0�42倍。自覺行動

障礙（潛血）每增加一分，腸癌篩查行為（腸鏡）則為

2�48倍，就相應增加1�48倍；自我效能（腸鏡）每增加

一分，腸癌篩查行為（腸鏡）則為20�46倍，就相應增加

19�46倍；行動綫索每增加一分，腸癌篩查行為（腸鏡）

則為2�48倍。其餘信念分項未見顯著性解釋力。若加入

結腸癌篩檢知識變項作為MODEL-2，本身未具有影響力

(P=0�66)，對其他變項也未出現顯著影響，見表9。

討 論

大便潛血及腸鏡檢查是國際上公認有效可減少結腸

癌發病及減低死亡率的篩檢工具，但篩檢的普及率一直

不理想，美國為例，其結腸癌篩檢率到2010年時亦只達到

58�6%，鄰近地區香港，2003/2004年度資料香港[6,7]報導的

只有7%~11%。而目前為止，本澳未有具體的有關腸癌篩檢

的指引，本研究就相關領域上總結本地區的腸癌篩檢的特

點，以便日後作為結腸癌篩檢普及行動的參考。

本研究顯示員工中曾有潛血篩查者有29%，有腸鏡

篩檢者有11�1%，而另一方面，有意願做潛血篩檢者有

58�6%，有意願行腸鏡篩檢者有50%。根據國際指引，50嵗

以上開始進行結腸癌篩查，目標是覆蓋人群的75%以上，

因此再作分層分析針對50歲以上員工，發現50嵗以上員工

曾進行腸癌篩檢者有63�6%(42/66)，其中大便潛血篩檢者

有59�1%，結腸鏡篩檢者有27�3%，有篩查意願者有71�2%，

潛血篩查意願的有65�2%，有56�1%有意願未來行腸鏡檢

查。由此看來，50嵗以上員工的腸癌篩檢行為及意願並不

低，與其他關於醫生的調查類似，而且本研究對象不僅局

限於醫生職業。加拿大於2006年曾針對醫生執行腸鏡篩查

而進行的研究[8]顯示有61%的胃腸科醫生及

放射科醫生有行腸癌篩檢，其中56%採用腸

鏡，27%採用大便潛血。另一荷蘭研究[9]調查

發現97%胃腸科醫生及近30%全科醫生有腸癌

篩檢意願，前者有97%選擇腸鏡為手段，後

者只有29%。可看出國外調查反映醫護人員

傾向選擇腸鏡為篩檢手段，而本研究結果較

傾向於潛血為腸癌篩檢工具，提示在選擇以

腸鏡為篩檢工具上存在一定的影響因數，包

括本地區對腸鏡篩檢的某些健康信念有關，

例如對腸鏡檢查的自覺障礙性可能較大，較

擔心腸鏡檢查時可能帶來的痛楚或腸鏡檢查

前的腸道準備等；也可能是研究對象對腸鏡篩檢的效益瞭

解不全面，過份強調其風險而低估其對預防結腸癌的作

用，因而日後對普及結腸癌篩檢知識時應有所留意；當然

這可能也與國外較早推廣腸鏡篩檢運動有關。

健康信念模式最早應用於民眾預防篩檢行為的研究

上，澳大利亞研究指出在預測結腸癌篩檢行為中，自覺

行動障礙及自覺行動有效性二元素具有統計學意義[10]。

香港另一1004健康巿民調查[11]發現，自覺疾病嚴重性

aOR 0�28，自覺行動障礙（包括心理上aOR 0�42及可達

性aOR 0�22），行動綫索（醫師推介aOR 23�5及享有保

表7�胃腸疾病史與腸癌篩查行為的邏輯斯回歸分析

腸癌篩檢行為
變項名稱

結腸癌篩檢行為（潛血） 結腸癌篩檢行為(腸鏡)

Odds 
ratio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dds
ratio

95% Confidence
interval

自己患結腸息肉

否 1�00 1�00

有 6�76** 2�93-15�61 71�86** 20�47-252�25

朋友患結腸息肉

否 1�00 1�00

有 1�09 0�56-2�13 0�52 0�17-1�56

家人患結腸息肉

否 1�00 1�00

有 0�58 0�28-1�21 0�34 0�10-1�17

朋友患結腸癌

否 1�00 1�00

有 1�51 0�73-3�15 3�59* 1�30-9�95

家人患結腸癌

否 1�00 1�00

有 1�15 0�55-2�42 3�01* 1�17-7�75

配適度

p value 0�19 0�03

關聯強度

Cox & Snell R2 0�20 0�55

Nagelkerke R2 0�27 0�74

*P<0�05, **P<0�01 

表8�各健康信念分項與腸癌篩查行為（潛血）邏輯斯回歸分析

Model 1/2 Model-1 Model-2

變項名稱
P

value
勝算比
OR

95%信賴區間 P
value

勝算比
OR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下界 上界

自覺羅患性 0�13 1�34 0�92 1�95 0�11 1�36 0�93 1�98

自覺嚴重性 0�05 0�68* 0�46 1�00 0�03 0�64* 0�43 0�95

自覺行動利益(潛血) 0�03 2�00* 1�08 3�73 0�04 1�95* 1�04 3�63

自覺行動利益(腸鏡) 0�09 0�60 0�34 1�08 0�21 0�68 0�37 1�24

自覺行動障礙(潛血) 0�97 1�01 0�61 1�67 0�84 0�95 0�57 1�58

自覺行動障礙(腸鏡) 0�58 1�14 0�71 1�83 0�45 1�20 0�75 1�93

自我效能(潛血) 0�00 8�78** 5�05 15�28 0�00 9�76** 5�44 17�52

自我效能(腸鏡) 0�29 0�79 0�51 1�22 0�30 0�79 0�51 1�23

預防結腸癌行動綫索 0�33 1�27 0�79 2�04 0�36 1�25 0�77 2�02

結腸癌篩檢知識 0�08 0�83 0�68 1�02

Significance: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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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aOR 2�06）等方面在結腸癌篩檢行為中有解釋力。

綜合其他研究及本研究得出，自我效能是健康信

念模式中最具影響力的因子，因此設法提升自我效能可

望提高腸癌篩檢的覆蓋率。如由於患病經驗可使自我效

能提升，可能與患者及家人經常進出醫院及與醫護人員

接觸增加有關，因此提示我們可以利用醫院這個平臺作

為推廣腸癌篩檢的場所，定期舉辦院內小講座及播放有

關腸鏡可預防腸癌的影片等，利用前線醫護人員（不一

定胃腸科）作為媒介，更好的做好普及運動。

其他影響因素方面，本研究發現曾經參加其他

癌症篩檢的員工的篩檢執行力明顯較高(O R值分別為

4�798)。這與一些美國及新加坡[18,19]的研究是一致的。

推論原因是各種癌症篩檢背後可能有相似動機及健康信

念，而且曾行篩檢的員工其接觸醫護人員機會隨之增

加，亦增加其對另一篩檢的瞭解及檢查意願。因此，適

宜推行較全面（一籃子）的癌症篩查計劃，以點帶面地

宣傳很多癌症都能通過篩查及早發現問題，保障健康。

以上可見健康信念等確實可影響到本地區結腸癌

篩檢的執行，對日後推行結腸癌篩查研究或計劃等提供

了本地區有意義的數據，另外本研究發現自我效能這一

信念對結腸篩癌篩檢中影響力最大，未來可深化這方面

的研究，甚至擴展到在其他癌症篩檢行為之應用。

表9�各健康信念分項與腸癌篩查行為（腸鏡）邏輯斯回歸分析

Model 1/2 Model-1 Model-2

變項名稱
P 

value
勝算比
OR

95%信賴區間 P 
value

勝算比
OR

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下界 上界

自覺羅患性 0�05 0�58* 0�34 0�99 0�05 0�58* 0�34 0�99

自覺嚴重性 0�21 1�43 0�82 2�49 0�25 1�40 0�80 2�45

自覺行動利益(潛血) 0�45 0�69 0�26 1�82 0�46 0�69 0�26 1�82

自覺行動利益(腸鏡) 0�29 0�60 0�24 1�53 0�32 0�62 0�24 1�59

自覺行動障礙(潛血) 0�03 2�48* 1�08 5�68 0�03 2�47* 1�07 5�69

自覺行動障礙(腸鏡) 0�09 0�52 0�24 1�12 0�10 0�52 0�24 1�13

自我效能(潛血) 0�69 1�19 0�52 2�69 0�64 1�22 0�53 2�84

自我效能(腸鏡) 0�00 20�46** 7�66 54�68 0�00 20�55** 7�66 55�14

預防結腸癌行動綫索 0�02 2�48* 1�13 5�43 0�02 2�50* 1�14 5�48

結腸癌篩檢知識 0�66 0�92 0�64 1�32

Significance: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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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婦女乳腺癌分子分型和臨床病理特徵之間的關係。  方法 收

集2008年1月~2014年12月鏡湖醫院病理科確診的156例女性乳腺癌標本。分析分子分型與患

者年齡、腫瘤大小、組織學分級、淋巴結轉移、臨床分期的相關性。  結果 淋巴結轉移、

組織學分級、臨床分期與分子分型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患者年齡、腫瘤大小與

分子分型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乳腺癌的分子分型能更好地反映乳腺癌

的生物學特點，不同分子亞型的乳腺癌具有不同的臨床病理特點。

【關鍵詞】乳腺癌；分子分型；免疫組化；臨床病理特徵

Relationship of molecular subtype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reast cancer

XIAO Ga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lecular subtype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breast cancer in Macau women.  Methods   156 cases of female breast cancer tissue were collected 
in Kiang Wu Hospital pathological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08 to December 2014. Relationship 
between molecular subtypes with age, tumor size, histological grad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clinical 
stage were analyzed.   Results  Molecular subtypes was relevant to histological grad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clinical stage (P<0.05), but not relevant to age and tumor size (P>0.05).  Conclusion   The molecular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can well reflect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cancer, different molecular subtypes 
have different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Molecular subtypes; Immunohistochemistry;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乳腺癌分子分型與臨床病理特徵之間的關係

肖剛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病理科 

通訊作者  E-mail:xiaogang200293@163�com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發病率

呈逐年上升趨勢[1]。乳腺癌也是一種高度異質性的腫

瘤[2]，即使組織學類型、分期都相同的乳腺癌，其臨床

表現、療效及預後也存在明顯的差異[3]。為了克服組織

學分類的不足，建立以基因表達序列為基礎的分子分型

方法。本文對在本院行乳腺癌改良根治術的156例患者

的病理標本進行分析，研究分析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點

和分子分型的關系，可為乳腺癌患者的預後判斷以及個

體化治療提供理論依據。現將結果報導如下。

材料和方法

一、標本來源

收集本院2008年1月~2014年12月資料完整並行乳

腺改良根治手術的女性乳腺癌病例156例。病理診斷均

為浸潤性導管癌。所有標本均經中性福爾馬林固定，常

規脫水、包埋，切片。收集其臨床資料，包括一般資

料，臨床分期等。

二、分子分型標準及免疫組織化學檢測

2011年St�Gallen國際乳腺癌會議上，專家組認為

可以根據ER、PR、HER2和Ki67免疫組化檢測的結果，

將乳腺癌劃分為4個類型，分別為管腔A型(l u m i n a l 

A type)，管腔B型(luminal B type)，HER2型(HER2 

type)和基底細胞樣型(basal-like type)。此類分型可

以替代根據基因表達譜確定的分子分型[4]。雌激素受體

(estrogen receptor, ER)和孕激素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 PR)以癌細胞核陽性細胞≧1%為陽性；人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以癌細胞胞膜強陽性細胞>10%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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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Ki-67以癌細胞核着色為陽性細胞，計數陽性細胞

百分比。分子分型標準如下：管腔A型：ER+和/或PR+, 

HER2-, Ki-67<14%（低表達）；管腔B型：ER+和/或

PR+, HER-2+/-, Ki-67≧14%（高表達）；HER2型：ER-, 

PR-, HER2+；基底細胞樣型：ER-, PR-, HER2-。

三、臨床病理特徵評估

回顧性分析臨床病理指標，包括發病年齡、腫瘤

大小、腫瘤分級、淋巴結轉移和臨床分期。臨床分期標

準參考第7版AJCC分期系統，組織學分級參考諾丁漢聯

合組織學分級標準。

四、統計學處理

採用完全隨機設計下R×C列聯表資料的2檢驗進行

統計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應用SPSS 

13�0軟體分析數據。

結 果

一、乳腺癌分子亞型的分佈情況

研究結果顯示，乳腺癌管腔A型、管腔B型、HER2

型和基底細胞樣型所佔比例分別為23�7%（37例）、

44�2%（69例）、16�7%（26例）和15�4%（24例）。在

156例乳腺癌病例中，管腔B型所佔比例最大，基底細胞

樣型乳腺癌所佔比例最小。

二、各亞型乳腺癌的發病年齡

管腔A型患者年齡分佈在26~81歲，平均年齡為50�3

歲。管腔B型患者年齡分佈在27~85歲，平均為52�4歲。

HER2型患者年齡分佈在32~68歲，平均為53�4歲。基底細胞

樣型患者年齡分佈在23~77歲，平均為48�2歲。統計分析

顯示年齡和分子亞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P>0�05)。

三、各亞型乳腺癌的淋巴結轉移情況

156例乳腺癌患者中，無淋巴結轉移者共80例，有

淋巴結轉移者共76例。其中，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乳

腺癌淋巴結陽性比例高於管腔A型和管腔B型乳腺癌。經

檢驗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

四、各型乳腺癌的腫瘤大小情況

根據美國癌症聯合委員會(AJCC)乳腺癌臨床TNM分

期，按腫瘤最大徑(T)分為3組，即T≦2cm、2cm<T≦5cm

及T>5cm。本研究中，T≦2cm者82例；2cm<T≦5cm者56

例；T>5cm者18例。在四型乳腺癌中，管腔A型乳腺癌在

腫瘤最大徑≦2cm所佔的比例較大(67�6%)，而在腫瘤最

大徑>5cm組中，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所佔比例明顯升

高，分別為23�1%和33�3%。統計分析顯示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P<0�05)。

五、各型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情況

本研究中，組織學分級主要為Ⅱ級，共102例。分

析顯示，管腔A型乳腺癌組織學Ⅰ級所佔的比例明顯高

於其他三組，而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組織學Ⅲ級所佔

比例明顯高於管腔型。經檢驗，組織學分級與分子亞型

間有顯著的相關性(P<0�05)。管腔A型組織學分級Ⅰ級

多見，而Ⅲ級少見，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Ⅲ級多見，

而Ⅰ級少見。

六、各型乳腺癌的臨床分期情況

本研究顯示，管腔A型和B型的乳腺癌臨床分期為

Ⅰ和Ⅱ期的相對較多，而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的Ⅲ期

相對較多，經檢驗有統計學差異(P<0�05)。

表1�乳腺癌不同亞型與臨床病理參數的關係

臨床病理特徵 管腔A型 管腔B型 HER 2型 基底細胞樣型 P

年齡 0�136

≤35 2 3 2 1

36-45 13 12 4 8

46-55 17 30 10 8

56-65 2 20 7 3

＞65 3 4 3 4

淋巴結轉移 0�032*

0 26 38 10 6

1-3 6 24 3 4

4-9 5 5 7 6

≥10 0 2 6 8

腫塊大小/cm 0�321

≤2�0 25 41 10 6

2�1-5�0 11 25 10 10

＞5�0 1 3 6 8

組織學分級 0�001*

Ⅰ級 12 14 0 0

Ⅱ級 23 49 17 13

Ⅲ級 2 6 9 11

臨床分期 0�015*

Ⅰ期 16 26 6 8

Ⅱ期 13 26 11 9

Ⅲ期 8 17 9 7

Ⅳ期 0 0 0 0

*代表有統計學差異

討 論

腫瘤異質性是指同類腫瘤的瘤間(intertumor)和同

一腫瘤的瘤內(intratumor)存在形態及功能差異的瘤細胞

亞群。乳腺癌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即使組織學類型、臨

床分期、治療模式均相同，預後也存在着較大的差別。

這使人們認識到，傳統的乳腺癌病理分型已經不能完全

適應乳腺癌的診斷，特別是個體化治療的需要。Perou[5]

等於2000年通過cDNA微陣列研究，提出乳腺癌的分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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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管腔A型，管腔B型，HER2型，基底細胞樣型，正常

乳腺樣型。但基因檢查很難普及到臨床。研究者們提出

了以免疫組化為基礎的分子分型。在2011年St�Gallen國

際乳腺癌會議上，專家組認為可以根據ER、PR、HER2和

Ki67免疫組化檢測的結果，將乳腺癌劃分為4個類型，

分別為管腔A型，管腔B型，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

此類分型可以替代根據基因表達譜確定的分子分型。

關於各分子亞型的發病率，各個研究機構的報導

差別很大。Ihemelandu等[6]的研究顯示管腔A型，管

腔B型，基底細胞樣型，HE R2型乳腺癌的發病率佔分

別為50%, 14�1%, 23�2%和12�7%。在國內的報告中，

JINGZHAO[7]等對於1820位漢人乳腺癌的研究中，發現管

腔A型乳腺癌佔總數的55�8%，管腔B型為13�2%，基底細

胞樣型為18�5%，HER2型為12�5%。本研究中管腔B型所

佔比例最大，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所佔比例較少。

HER2型、基底細胞樣型所佔比例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似。

本研究中分析顯示年齡和分子亞型間沒有顯著的

相關性(P<0�05)。在Vallejos等[8]的研究中，從平均發

病年齡上看，顯示無統計差異。這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本研究顯示，管腔A型乳腺癌中腫瘤最大徑≦2cm

所佔的比例較其他三型多，而在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

乳腺癌中腫瘤最大徑>5cm組所佔的比例高於Luminal型

(P<0�05)。在Ihemelandu等[6]的研究中，也發現各分子

分型之間的腫瘤平均大小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中顯示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乳腺癌淋巴

結陽性比例高於管腔A型和管腔B型乳腺癌(P<0�05)，提

示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容易發生淋巴結轉移。Carey 

LA等[9]研究顯示，基底細胞樣型與其他亞型相比具有較

少的淋巴結受累率。這一觀點與本文結論不一致，這種

不同可能和分子分型的标準及地區差異有関。

本研究中各亞型中組織學分級都以Ⅱ級為最常見，

但分析發現，管腔A型組織學分級Ⅰ級多見，而Ⅲ級少

見，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Ⅲ級多見，而Ⅰ級少見，差

別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兩項研究中[8,10]可以看

到在基底細胞樣型乳腺癌中，病理學分級Ⅲ級佔有明顯

的優勢，比例分別是75�9%和82%，在HER2型乳腺癌中，

病理學Ⅲ級也有較高的比例，分別是66�7%和70%。顯微

鏡下觀察可以發現，基底細胞樣乳腺癌與非基底樣乳腺

癌相比，在組織結構和細胞形態上均有不同。總的來

說，在組織結構上，基底細胞樣型乳腺癌更常表現為彌

漫片狀分佈，多見壞死和中央疤痕，推進性邊緣和腫瘤

內淋巴細胞浸潤是較突出的形態特點。高倍鏡下，合體

細胞和基底樣細胞多見於基底細胞樣型乳腺癌，高核分

裂指數和高核漿比也是基底細胞樣型的特點。以上這些

形態學改變均是非特異性的，但出現以上特點，可以提

示病理醫生採用免疫組化等方法來明確分型。

本研究顯示，臨床分期與分子分型具有相關性

(P<0�05)。管腔A型中臨床I期、Ⅱ期患者的比例比其他亞

型高。而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臨床Ⅲ期患者的比例較

管腔型高。較高的臨床分期與較差的預後密切相關。研

究報導[11]四型中，管腔A型預後最好，其次是管腔B型，

HER2型和基底細胞樣型預後較差。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乳腺癌的分子分型能更好地反映乳腺癌的生物學

特點，不同分子亞型的乳腺癌具有不同的臨床與病理特

點。臨床上詳細瞭解各亞型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點，有

助於準確判斷預後和指導臨床個體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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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腔鏡技術用於甲狀腺手術獲得美容效果的臨床應用價值及其安

全性和微創性。  方法 2015年1月~2015年7月，行甲狀腺手術67例，其中腔鏡甲狀腺手術

12例，傳統開放甲狀腺手術55例。比較兩種術式的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切口美容評

分、術後住院時間、住院費用、手術併發症和復發率。  結果 兩組手術均獲成功，無出

血、聲嘶、低血鈣等併發症。腔鏡組與開放組相比，失血量少 (14±10mL vs 19±15mL, t=-

2�270, P=0�023)，切口美容滿意度高 (VAS評分7�0±1�5 vs 2�0±1�4, t=24�549, P=0�000)，

術後頸前無手術疤痕，無皮膚色澤改變，但手術時間長(70±20min vs 60±30min, t=2�260, 

P=0�022)，住院費用高 (31843�5±897元 vs 21859�4±683元, t=4�463, P=0�000)。發生切口

積液腔鏡手術0例，開放組3例。隨訪1~6個月，平均4個月，復發2例，其中腔鏡組0例，傳統

組2例。  結論 與傳統甲狀腺手術相比，腔鏡甲狀腺手術可獲得理想的美容效果，手術安

全、恢復快，有着傳統開放甲狀腺手術不可比擬的優點，是治療良性甲狀腺疾病的理想手術

方法。

【關鍵詞】腹腔鏡檢查；甲狀腺切除術；微創

Comparative study of laparoscopic and conventional thyroidectomy

LUO Guang Hui*, LIANG Mei Xia, ZHU Wen Li, ZHU Jing, HE Jia Ju, HE Hong Tao
Department of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smetic advantage, safety and minimal invasive of  laparoscopic 

thyroidectom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July 2015, there were 67 cases thyroidectomy. 12 cases 
underwent laparoscopic thyroidectomy and 55 cases underwent conventional thyroidectomy. Comparison 
of two surgical operative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cosmetic incision scor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hospital costs,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recurrence rate.   Results  The surgery was performed successfully 
in all patients, and there was no bleeding, hoarseness, hypocalcemia,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Compared 
with open group, laparoscopic group had less blood loss (14±10mL vs 19±15mL, t=-2.270, P=0.023), 
higher satisfaction of cosmetic incision (VAS score 7.0±1.5 vs 2.0±1.4, t=24.549, P=0.000), without 
postoperative scars and skin color change on the neck, but longer surgical time (70±20 min vs 60±30min, 
t=2.260, P=0.022), and higher hospitalization cost (31843.5±897$ vs 21859.4±683 $, t=4.463, P=0.000). 
No surgical wound collection occurred in laparoscopic group, 3 cases of wound complication in open 
group. No recurrence found in laparoscopic group during follow-up period from1 to 6 months (average 4 
months), 2 cases of recurrence in open group.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thyroid surgery, 
laparoscopic thyroid surgery has an ideal cosmetic result, surgical safety and quick recovery,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than conventional thyroidectomy, and is the ideal surgical treatment of benign thyroid disease.

[Key Words]  Laparoscopy; Thyroidectomy; Minimal invasion

腔鏡與傳統甲狀腺手術的臨床對比研究

羅光輝* 梁美霞 朱文立 朱靜 何家駒 何鴻陶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普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luoydlw@163�com 

傳統的甲狀腺手術頸部有切口疤痕，讓許多

中青年尤其是女性患者難以接受。腔鏡甲狀腺手術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ET)具有切口隱蔽、恢復

快、美容佳優勢，但尚缺少臨床對照試驗來比較腔鏡和

傳統甲狀腺手術(open thyroidectomy, OT)。本研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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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析本院自2015年1月~2015年7月67例甲狀腺腫物施

行腫物摘除或腺葉切除，其中腔鏡甲狀腺手術12例，傳

統開放甲狀腺手術55例，將兩種術式進行對比研究，探

討ET安全性和微創性，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的選擇

病例選擇標準：1�甲狀腺良性腫物；2�腫物<5cm；

3�心、肺、腎等重要臟器無嚴重器質性病變。入選67例，

術前對病人詳細說明所要施行手術特點及可能併發症，根

據病人意願分為腔鏡組和開放組兩組。兩組性別、年齡、

病種、腫物大小、術式無顯著差異（見表1）。

術式選擇標準：甲狀腺腺瘤及囊腫行甲狀腺部份切

除術，結節性甲狀腺腫（結甲）行甲狀腺次全切除術。術

後創面置引流管2枚（負壓），分別由胸骨前最低位切口

和右側乳暈引出。頸前和胸壁一般不須加壓包紮。術中常

規行冰凍切片病理檢查，術後行石蠟切片檢查。

二、手術方法

腔鏡組：30°腔鏡，超聲刀並配有5m m及10m m刀

頭。專用皮下通道穿刺棒，專用皮下注射針，專用甲狀

腺剝離器，腹腔鏡用持針器。

1�麻醉、體位

患者採用全麻插管麻醉，取仰臥位，肩下部放置

軟墊以伸展頸部，術者立於患者的兩腿之間，監視器

置於患者頭部，助手立於患者的左右側。第1個穿刺孔

(10mm)位於患者乳頭水平乳溝之間。另2個穿刺孔位於

患者雙乳乳暈的上緣，左右側均為5mm。

2�手術進路

生理鹽水500ml+腎上腺素1ml（1支）配制成“膨

脹液”，先在患者乳頭水平乳溝之間觀察孔處皮下注

射“膨脹液”形成皮丘，在此處作長1�2cm的小切口，

深度達筋膜淺層，用50ml注射器抽取“膨脹液”後用注

水針由小切口向上擬皮下分離的範圍注射300ml，用無

損傷分離棒從小切口進入，在該層多次穿刺胸前壁皮下

分離範圍，穿刺棒不能達到頸部以防出血，初步預造

操作空間。穿刺後用紗條從體外擠出多餘液體，然後在

觀察孔置入套管及30°腔鏡，注入CO2氣體，維持壓力在

0�8kPa，然後在左右乳暈上邊緣做兩個5mm切口，於乳腺

腺體前面（勿進入乳腺組織）分別置入5mm的套管鞘，

用於插入抓持器械及超聲刀。直

視下用超聲刀分離胸大肌筋膜淺

層到頸闊肌的深面，用分離棒分

離剩餘的組織至甲狀腺上緣平

面，兩側分離到胸鎖乳突肌筋膜

表面，建立起皮下手術操作的空

間。用超聲刀切開頸白線和舌骨

下的肌層，然後切開甲狀腺外層

被膜，顯露甲狀腺[1]。

3�顯露甲狀腺

橫斷患側胸骨舌骨肌、

胸骨甲狀肌使腺體露出肌肉之

外，用電凝刀經頸白線打開頸

前肌群，緊貼甲狀腺真包膜分

開胸骨舌骨肌和胸骨甲狀肌，使甲狀腺外側被膜能在鏡

下顯露，必要時可用七號縫線縫紮待切腺體一針，以作

牽拉顯露。

4�患側腺體切除

甲狀腺腫瘤切除術：首先找到甲狀腺腫瘤，用超

聲刀直接地完整切除腫瘤。甲狀腺部份切除術：在甲狀

腺內下極鈍性分離，遊離並提起甲狀腺下動靜脈，盡量

遠離喉返神經用超聲刀電凝切斷。接着從下外側向上游

離甲狀腺，用超聲刀切斷甲狀腺中靜脈，用無損傷抓鉗

將甲狀腺向上向內側翻轉，從後面暴露甲狀腺上動脈。

遊離上極血管用超聲刀電凝切斷。隨後離斷Berq'氏韌

帶及甲狀腺峽部，切除甲狀腺前側的大部份腺體，保留

靠近後側的少量甲狀腺組織。將切除的標本放在標本袋

中從中間切口取出。沖洗手術野，無明顯滲血後，縫合

頸白線和舌骨下肌群，將剪有側孔的引流管從舌骨下肌

表1�两組甲狀腺良性腫物手術的一般資料比較

組別
年齡
(岁)

性別 病理診斷 腫物數目
腫物直徑
(cm)

術式

男 女
甲狀腺
腺瘤

結節性
甲狀腺腫

單發 多發
腫物
摘除

腺葉
切除

腔鏡組(n=12) 44±19 3 9 3 9 2 10 2�7±2�0 2 10

開放組(n=55) 46±25 9 46 20 35 32 23 3�0±2�0 21 34

t(χ2)值 t=-0�627 χ2=0�136 χ2=0�0 11 χ2=0�078 t=-0�614 χ2=1�511

P值 0�521 0�715 0�912 0�769 0�542 0�221

表2�两組甲狀腺手術結果的比較

組別
手術時間
（min）

術中失血
(mL)

切口美容
評分

術後住院
時間(d)

住院費用
(元)

切口感染
(例)

復發
(例)

腔鏡組(n=12) 70±20 14±10 7�0±1�5 3±1 31843�5±897 0 0(0%)

開放組(n=55) 60±30 19±15 2�0±1�4 6±3 21859�4±683 3 2(3�63%)

t(χ2)值 t=2�260 t=-2�270 t=24�549 t=-10�248 t=4�463 χ2=1�364 χ2=0�000

P值 0�022 0�023 0�000 0�000 0�000 0�2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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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插入甲狀腺切面處，再將引流管從右側乳暈切口引

出[2]。術後處理和傳統開放手術基本相同，保持引流管

的通暢。如為惡性腫瘤應緊貼氣管前方將甲狀腺峽部及

對側部份腺體一併切除，並將胸骨甲狀肌、胸骨舌骨

肌、肩胛舌骨肌切除。

5�腺體的取出及殘腔關閉

經胸骨前10mm的Trocar放進特制的標本袋，或使

用無菌手套制作的取物袋，將標本放進袋內，經胸骨前

切口將標本完整取出：用無菌鹽水充分沖洗術野，認真

檢查止血徹底後，用可吸收縫線或帶針l號絲線縫合頸

白線及已切斷的頸前肌群，殘腔內置乳膠管並在右乳暈

切口引出，胸骨前切口內另置乳膠管以引流術後皮下隧

道的滲液。

開放組：

胸骨切迹上2~4cm，做6~8cm弧形切口。常規在頸

闊肌與頸深筋膜間遊離上下皮瓣，切開頸白線。傳統手

術操作行腫物摘除、腺葉切除、置管引流。表1為兩組

甲狀腺良性腫物手術的一般資料比較。

三、觀察指標

1�手術時間；2�術中出血量；3�切口美容評分；

4�術後住院時間；5�住院費用；6�併發症；7�復發。

四、統計處理

使用PEMS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數

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採用成組資料和配對資料t檢

驗；計數資料以頻數(n)表示，採用X2檢驗。

結 果

67例甲狀腺手術均獲成功，行腫瘤摘除23例，腺

葉切除44例。手術過程順利，術後無出血、聲嘶、低鈣

等併發症。切口感染（積液）：開放組3例，腔鏡1例。

67例隨訪1~6個月，平均4個月，復發2例，其中腔鏡組0

例，傳統組2例。兩組手術情況比較，除切口感染率、

復發率兩組無顯著性差異(P>0�05)外，餘各觀察指標均

有顯著性差異。腔鏡組與開放組相比，失血量少，切口

美容滿意度高，但手術時間長，住院費用高（表2）。

討 論

傳統甲狀腺手術頸部留有6~8cm的手術疤痕，不論

外科醫師用皮內縫合或可吸收線縫合等各種整形方式，

均不可避免地在頸部暴露部位永久性地留下有礙美觀的

疤痕，這對甲狀腺腫瘤高發人群的中青年尤其女性來說

是難以接受的。腔鏡甲狀腺切除術是近年發展的一種新

的手術方法，在治癒疾病的基礎上，使手術切口微小

化並隱藏，獲得美觀、微創的手術效果。腔鏡甲狀腺手

術將切口設在隱蔽部位，如腋窩、胸前、鎖骨下方等，

可被衣服遮蓋，且切口很小，因此有極佳的美容效果，

符合患者的社會心理要求。由於使用了電視放大監視系

統，甲狀腺周圍的血管、喉上神經、喉返神經、甲狀旁

腺等解剖結構清晰可見，從而避免了術中發生損傷，但

值得提出的是，腔鏡甲狀腺手術必須具備嫻熟的腔鏡手

術技巧，而且在病例選擇上，開始時要選腫瘤較小、位

置表淺、頸部較長且不肥胖的患者。由易到難、循序漸

進、逐漸擴大手術適應範圍，以減少或避免手術併發症

的發生。

一、腔鏡甲狀腺手術併發症防治和技巧

頸前皮瓣的剝離、手術野腔洞的制作，是腔鏡甲

狀腺手術成功的基本步驟，然而在滿足手術需求的前提

下，皮下隧道應盡量小，減少副損傷。

1�皮下氣腫和縱隔氣腫：腔鏡下甲狀腺切除術

所需手術操作空間完全是利用組織間的潛在間隙制造

出來的，它不是密閉空間。一般說來注氣壓力控制在

6~8mmHg，不會發生這些併發症。

2�脂肪液化、皮膚紅腫、瘀斑、皮下感染積液：我

們認為分離棒應沿皮下深、淺筋膜間隙進行穿刺分離，

那裏血管相對較少，層次較清晰，相對容易操作。此

外，從乳暈切口推進trocar時應對準隧道腔的邊緣，

trocar前端過淺易刺破皮膚，過深易穿入胸大肌組織，

造成局部出血。我們的體會是置入第一個Trocar時盡可

能找準層次，緊貼着胸骨及胸大肌筋膜表面分離。這些

併發症的處理主要是對癥處理。

3�頸部皮膚發緊不適感：腔鏡甲狀腺手術需要在頸

胸皮下分離出一個手術操作空間，術後空間消失，並很

快癒合形成瘢痕，所以部份患者術後會感覺頸胸部皮膚

發緊不適，皮下分離範圍處的皮膚不能夠像其它地方的

皮膚一樣可以提起來，活動頭部時還有一點僵硬感。不

需要特殊處理，這種情況在術後3個月可以自動消失。

4�術中出血：常見於分離胸骨皮下隧道及建立兩

側乳暈通道時出血，Trocar刺破胸肌及血管，血液流入

手術腔隙模糊手術視野及甲狀腺血管處理不當造成大出

血。我們體會找到深筋膜下及頸闊肌下準確層次及運用

“腎上腺素膨脹液”收縮血管能明顯減少出血。建立兩

側乳暈通道時宜在腔鏡直視下將Trocar平行胸前壁胸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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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穿刺，否則盲目穿刺容易刺破胸肌血管。本組最

初曾有2例左乳暈通道反復出血，經縫合壓迫後徹底止

血。術後採用超聲刀或紗布壓迫止血，也可以用速即紗

（止血紗布）止血，本組都放置引流管，術後24~48hrs

拔除。術後應排空氣體持續負壓、使組織間緊密連接，

有利於組織癒合。本組1例術後腔內出血，經穿刺抽

液、加壓包紮後，隧腔癒合，延長了住院時間。

5�喉返神經、喉上神經及甲狀旁腺損傷：按甲狀

腺下極-峽部-外側-背側-上極的順序進行甲狀腺的游離

與切除，既便於手術操作，又能清楚顯露並有效保護喉

返神經。

以下4點有助於減少損傷發生：(1)術前及術中時

術者應親自參與B超定位，準確測量腫瘤大小及距上下

極循被膜的距離。(2)甲狀腺操作時先分離下極，將甲

狀腺上翻，用無損傷鉗推開下極脂肪，清晰辨認甲狀腺

下動、靜脈及顯露白色條索狀的喉返神經，再遠離神

經，凝固離斷血管，處理甲狀腺上動脈時盡量靠近甲狀

腺上極，遠離甲狀軟骨側板，甲狀腺提拉翻轉時動作輕

柔，以減少神經牽拉損傷。(3)切除甲狀腺時盡量保留

腺體背面被膜完整，尤其是甲狀腺下1/3及中1/3的後被

膜，對保護甲狀旁腺甚為重要。若全切時則循甲狀腺下

動脈尋找下甲狀旁腺，於甲狀腺上動脈與喉返神經交叉

處上1cm尋找上甲狀旁腺。常規切除標本需仔細檢查以

明確是否有甲狀旁腺組織。(4)盡量避免超聲刀功能刀

頭背向背側，靠近背側時提起需切斷的腺體和上挑超聲

刀的刀頭以保持與被膜距離。遇有喉返神經走行區難以

控制的出血時，應毫不猶豫地中轉切開手術，以避免發

生喉返神經永久性損傷等嚴重後果。

對於較表淺的腫瘤我們的經驗是不要有意去暴露

游離喉返、喉上神經及甲狀旁腺，只要用超聲刀沿腫瘤

及周圍腺體切除即可，不要在腺體深部靠近上述神經部

位使用電刀，使用超聲刀也要十分小心，要快速，以免

產生過高熱量損傷神經[3]。本組1例出現一過性聲音嘶

啞，手術中僅使用超聲刀，未用電刀等產生高熱的其它

器械，經反複查看手術錄像，未見有直接損傷喉返神經

的動作，分析為超聲刀熱傳導所致。此例未經特殊處

理，術後3週發聲恢復正常。由此可見，靠近神經的部

位，使用超聲刀時需十分小心。

6�漏切病灶：腔鏡甲狀腺手術通過視頻及超聲刀

桿傳導間接感覺甲狀腺軟硬度能發現1cm以上較大的腫

物，但由於喪失了術者對目標器官的直接觸診，仍可能

漏切甲狀腺小結節及誤切解剖部位不典型的甲狀旁腺。

術者在術前應親自參與B超定位。另外術中B超檢查可減

少漏診。對於B超能夠發現術中難以發現的小腫物，行

腫瘤區域性擴大切除術，並立即冰凍檢查標本是否含有

腫塊及是否有甲狀旁腺。

二、結論和展望

目前，腔鏡甲狀腺切除術還處在發展的初級階

段，還存在不少問題，如喪失了術者對目標器官的直接

觸診，由此可能漏切甲狀腺小結節和誤切解剖部位不典

型的甲狀旁腺，以及不易正確估計甲狀腺的殘存量；手

術時間長，手術費用高；美容效果突出，但沒有延長康

復時間的微創效果是否明顯還需要進一步探討[4]。我們

認為，乳暈入路腔鏡甲狀腺手術是一種安全的手術方

法，具有很好的美容效果，很受患者歡迎，是甲狀腺手

術的一種理想手術方法，尤其對於發病率高的女性患者

更是治療甲狀腺良性腫瘤的首選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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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腹內疝多層螺旋CT(MSCT)表現。  方法 回顧性分析經手術證實的

14例腹內疝的MSCT表現。  結果 術前MSCT診斷腹內疝或不排除腹內疝合併腸梗阻14例,其中

5例合併小腸腸管壞死而切除部份腸管。黏連帶型腹內疝13例，Meckel憩室合併腹內疝1例。

術前MSCT表現:閉襻腸段13例，鳥嘴征13例，漩渦征3例，腸系膜局限性模糊14例，局部腸系

膜靜脈狹窄或中斷征或顯示不清14例，局部腸系膜動脈狹窄或中斷征或顯示不清2例，腸系

膜束腰征10例，腸壁增厚、水腫5例，腸壁強化減弱6例，腸壁密度增高1例，高密度滲液征0

例。  結論 多層螺旋CT對腹內疝的術前診斷能提供多種徵象，提示多種動態病理改變，具

有重要診斷價值，為臨床治療提供可靠證據。

【關鍵詞】腹內疝；體層攝影術；X綫計算機；腸梗阻

A study of multi-slice spiral CT features in diagnosis of intra-abdominal hernia

YANG Zhen Yong* , ZHANG Zhi Feng , KUOK Hon Lam
Department of  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 features in diagnosis of  intra-

abdominal hernia.  Methods   The MSCT findings of 14 patients with intra-abdominal hernia confirmed 
by surger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ll of 14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intra-abdominal hernia 
intestinal obstruction by MSCT, among them 5 cases of intestinal necrosis, 13 cases of adhesive band 
hernia and 1 case of Meckel diverticulum. CT showed closed loop in 13 cases, bird beak sign in 13 cases, 
whirl sign in 3 cases, mesenteric blurring in 14 cases, stenosis and interrupted or disappeared mesenteric 
vein in 14 cases, interrupted or disappeared mesenteric artery in 1 case, mesenteric bending sign in 10 
cases, intestinal wall thickening and edema in 5 cases, lower contrast enhanced intestinal wall in 6 cases, 
intestinal wall density-increasing (in unenhanced CT scan) in 1 case, density-increasing (in unenhanced 
CT scan) of ascites in 0 case.  Conclusion   MSCT can provides variety of important signs which reflect 
multiple dynamic pathologic changes and suggest diagnosis of intra-abdominal hernia and provide reliable 
evidence for clin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Intra-abdominal hernia; Tomography; X-ray computed;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腹內疝的多層螺旋CT徵象分析與診斷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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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內疝(intra-abdominal hernia)因其容易形成

閉襻、發生絞窄性腸梗阻，致死率極高(>50%)，早期手

術干預可以大大降低其腸壞死等嚴重併發症的發病率和

死亡率[1]。由於臨床診斷困難，傳統影像學檢查方法為

腹部平片和鋇劑檢查。前者漏診和誤診率極高，後者雖

然能檢出一些腹內疝病例，但因耗費時間長，患者不能

耐受，幾乎不能用於急症檢查[1]。多層螺旋CT(multi-

slice spiral CT, MSCT)應用後，術前診斷準確率明顯

提高。傳統型腹內疝並不常見，由腹內疝引起的腸梗

阻佔腸梗阻發病率的0�5%~5�8%[2-4]。但近年來發現腹、

盆部手術後引起的腸黏連束帶型腹內疝發病率越來越

高[4]，使腹內疝的發病率明顯上升，已成為絞窄性腸梗

阻的常見病因之一。為了提高對該病的認識，得到術前

正確診斷，有必要就其CT表現進行回顧性探討。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回顧

分析2011年10月~2014年1月經手術證實的14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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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疝患者的資料。其中男4例，女10例；年齡0�7~84

歲，平均48�9歲，中位數49歲。8例既往有腹、盆腔手

術史，術後時間2月~25年。發病至CT檢查時間5~52h。

臨床症狀有急性腹痛、陣發性加劇，伴噁心、嘔吐，嘔

吐物為胃內容物。入院體檢：大多數患者有腹部壓痛。

14例均臨床診斷為腸梗阻。

二、檢查方法

採用西門子64層DSCT definition螺旋CT掃描

機。檢查前禁飲食（均為腸梗阻急診病人）。掃描參

數：管電壓120kV、管電流260mA，容積掃描，重建層

厚1�5mm，間隔1�5mm，矩陣512×512。掃描範圍從膈頂

至盆底，全部病例均同時行CT平掃及增強掃描，螺旋

容積掃描，重建層厚及層距均為1�5m m。採用高壓注

射器，靜脈團注碘必樂370，成人總量80~100mL（兒童

按1�5~2�5mL/公斤體重計算），流速2~3mL/s（兒童按

0�5~1�5mL/s），行動脈期（應用人工智慧觸發掃描系

統，當興趣區（設在上段腹主動脈）密度達到預設值

(100HU)時，再延遲4s後掃描自動開始，約20~30s）、

門靜脈期(70s)和延遲期(2min)3期掃描。

在Carestream PACS診斷工作站常規進行以平掃及

 

圖1�腹內疝合併腸梗阻，M P R重

建冠狀面圖像，長箭頭示“鳥嘴

征”，短箭頭示閉襻腸壁強化減

弱，彎箭頭所示腸系膜模糊、水腫

圖2�Meckel憩室合併腹內疝及腸壞

死，箭頭所示為腸壁密度增高，

提示腸壁壞死出血

圖3�Meckel憩室合併腹內疝及腸壞

死，MIP重建圖像，箭頭所示為腸

系膜上動脈截斷閉塞

圖4�腹內疝合併腸梗阻，MIP重建

冠狀面圖像，長箭頭示腸系膜靜

脈受壓閉塞段兩端，短箭頭示閉

襻腸壁強化減弱

增強各期橫斷面掃描圖像逐層觀察為基礎，結合多平面

重建MPR(multiple planar reconstruction)及最大密

度投影MIP(maximum intensive projection)三維各個

方向即時重建追踪觀察，首先查找腸道梗阻點，以此為

中心查找相關CT徵象。

結 果

一、手術與CT對照結果

14例手術患者均為小腸梗阻，其中腸管壞死者5

例。14例腹內疝中，黏連帶型腹內疝13例，Meckel憩室

合併腹內疝1例（CT未能提示Meckel憩室）。14例均於

術前CT診斷或疑診為腹內疝，皆合併腹水，與CT相符，

其中血性腹水5例（CT未提示血性腹水）。

二、CT表現

1�腸管表現  腸壁增厚、水腫5例，腸壁強化減弱

或無強化6例（圖1,4），腸壁密度增高1例（圖2），閉

襻腸段擴張（有張力）12例，閉襻腸段出口以遠腸段擴

張、積液0例，閉襻腸段進口以上腸段擴張、積液14例

（其中5例僅輕度擴張），鳥嘴征13例（圖1），近段空

腸擴張、積液1例。

2�腸系膜表現  腸系膜模糊14例（圖1），“漩渦

狀”改變3例，腸系膜束腰征10例，局部腸系膜動脈狹

窄、中斷或顯示不清2例（圖3），局部腸系膜靜脈狹

窄、中斷或顯示不清14例（圖4）。

3�腹膜及其它改變  腹水14例，CT值約4~16HU，平

均CT值約8�2HU（其中5例血性腹水病人腹水CT平均值約

12�2HU），其中少量9例，中、大量5例；腹膜增厚、強

化1例；黏連帶顯示2例；Meckel憩室顯示0例（0/1）。

討 論

一、腹內疝的定義

腹內疝是指腹腔內臟器或組織（疝內容物多為小

腸）通過腹膜或腸系膜的正常或異常的孔道、裂隙或束

帶間隙等離開原有位置而進入腹腔內的某一解剖間隙。

由於近段腸管的蠕動，致疝入該間隙的腸管不斷增加，

使該間隙形成一個充滿腸管的封閉“囊腔”。“囊腔”

的寬鬆度、口部的大小及疝入腸管的多少，可以造成疝

入腸管不斷增加或退出。在疝入的腸管能自如進出疝囊

時，病人無腸梗阻症狀，腹內疝不容易發現，只有當疝

入的腸管發生嵌頓、扭轉時，形成閉襻，出現腸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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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才來就診，得到診斷。該“囊腔”並無實際的包

膜，腸系膜及其血管在疝囊口部受壓，從而使疝囊內腸

管發生絞窄。這就是造成本症臨床出現危重病情的關鍵

所在。

二、腹內疝MSCT特徵

1�閉襻形成是腹內疝的重要病理基礎，受累腸管呈

折曲狀進入“疝囊”內，通常疝口近端腸管因梗阻而擴

張。遠端腸管因閉襻動力喪失而萎陷。閉襻血運嚴重受阻

後致閉襻動力喪失，進入“疝囊”內的腸內容物既不能排

至遠側，又不能嘔吐逆出，致使閉襻腸管在短期內迅速擴

張，並積有大量滲液，與狹窄點形成“鳥嘴征”改變。閉

襻及“鳥嘴征”雖然在腹內疝的出現率為100%，但本組病

例顯示，並不是每一個病例都能在術前CT上顯示，可能與

以下原因有關：1�兒童及消瘦病人，由於腹腔脂肪少，缺

乏對比，腸段相互緊貼，無法準確追蹤；2�腸壁壞死，密

度減低，與腸腔內液體及水腫的腸系膜不能形成密度對

比；3�梗阻點以上腸段擴張不明顯。

2�本組病例術中發現血性腹水5例，C T值平均

12�2HU，最高一例CT值為16HU，術前CT並不能提示為血

性，可能與滲血量不大有關。有文獻報導，當CT值大於

25HU時，提示為血性腹水[2,3]。

3�本組14例病例中，發現4例梗阻點以上腸段無明

顯擴張，另有2例僅輕度擴張；13例上段空腸不擴張，

呈塌陷狀；考慮與腸段逆蠕動將腸內容物逆向排入胃腔

有關。此現象發生率挺高，對於這部份病人，有可能漏

診腸梗阻而不能得到正確診斷，或者將梗阻點以上腸段

的擴張積液節段與不擴張積液節段間的移行處誤判為梗

阻點，應引起重視。

4�腸系膜及系膜血管尤其是靜脈的改變應特別注

意觀察，腸系膜水腫模糊、束腰征改變、腸系膜靜脈的

狹窄、中斷或顯影差，往往提示此段腸段血供障礙，應

緊急處理，以避免腸壞死。此徵象出現率高，但需要細

心有針對性的觀察，否則容易被忽略，尤其是局部腸系

膜靜脈的改變，本組病例發生率100%，而文獻都很少提

及，可能與重視不夠及往往需要最大密度投影（MIP）

方法觀察才能很好顯示有關。還需要注意的是，腸系膜

水腫模糊不只發生在閉襻段腸系膜，在梗阻點近側段也

常能觀察到，不可單純憑這一點就判定為閉襻，但往往

發生在離梗阻點較近的腸段，因此此徵象仍為尋找閉襻

及梗阻點的重要綫索之一。

5�腹部手術病史對本病的診斷有重要提示參考意

義，本組病例中有一例25年前腹部闌尾手術史，病人自

己早忘了，一再追問才回憶起來。

6�黏連帶的顯示率不高，本組病例僅顯示1例，佔7%。

7�“漩渦征”在本組病例出現率並不高，此徵象

提示局部合併腸系膜或腸系膜及腸段發生扭轉，往往提

示絞窄發生，因此也應重點觀察。

8�關於局部腸段血運異常方面，有腸系膜動脈、

靜脈改變，“漩渦征”，腸系膜模糊，腸壁增厚水腫，

腸壁強化差等徵象可反映出來[2-7]；其中顯示率高的是

腸系膜靜脈改變、腸系膜模糊；腸壁強化差可提示腸壞

死的發生；血性腹水也提示發生腸壞死，但CT顯示率極

低。文獻中提到的腸壁密度增高[8]，也是腸壞死的徵象

之一，反映壞死腸段出血，在本組病例中僅1例發現此

徵象，可能與出血量及壞死程度有關。

總之，腹內疝的C T徵象較多，只要細心追踪觀

察，充分利用增強各期比較、MPR各方向後處理、MIP對

血管後處理等影像觀察方法，能够達到診斷準確度高的

目標，還能提供腸段血運異常甚至壞死的可能資訊，是

較可靠的診斷手段之一，為臨床處理提供可靠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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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在第一產程潛伏期和活躍期不同時點開始施行硬膜外分娩鎮痛對

高齡初產婦分娩結局的影響。  方法 回顧分析2007~2012年共6年間本院施行硬膜外分娩鎮

痛的高齡初產婦分娩記錄資料，按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時機不同分為2組，潛伏期開

始實施分娩鎮痛的40例為觀察組，活躍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的38例為對照組。  結果 兩組

產婦順產率分別為60%和50%，差別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在潛伏期開始實施硬膜

外分娩鎮痛高齡初產婦的順產率跟在活躍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高齡初產婦的順產率相若。

【關鍵詞】高齡初產；分娩鎮痛；順產率

Outcome of epidural analgesia applied in different phase in elderly primipara women

LI Tao , LIU Chi Wai ,WONG Mei Peng , CHIN Hiu Fai*
Department of Anaesthes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outcome of elderly primipara women with 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incubation phase or active phase in first stage of labour.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delivery 
record during 2007-2012 in our hospital, 78 cases of elderly primipara women with epidural analgesia were 
selected .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I:40 cases of epidural analgesia applied in incubation 
phase; group II: 38 cases of epidural analgesia applied in active phase.   Results  Ratio of natural birth 
60% in group I, 50% in group II,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e 
ration of natural birth in elderly primipara women under epidural analgesia in incubation phase and active 
phase were similar.

[Key Words]  Elderly primipara; Epidural analgesia; Ratio of natural birth

不同時點施行硬膜外分娩鎮痛對高齡初產婦分娩結局的影響

李濤 廖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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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膜外分娩鎮痛是臨床上效果最好、應用最多的

一種鎮痛方法。目前大多數的臨床研究表明對於適齡產

婦在第一產程的活躍期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

的順產率最高，但對於高齡初產婦實施硬膜外分娩鎮

痛最適時點方面的研究尚未見相關報導。現對本院2007

年~2012年共6年間收治且行硬膜外分娩鎮痛的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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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2007年~2012年共6年間本院收治的78例高齡初產

婦，年齡為35~44歲，ASAⅠ~Ⅱ級，單胎足月產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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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潛伏期開始實施分娩鎮痛的40例為觀察組，活躍期開

始實施分娩鎮痛的38例為對照組。

二、方法

觀察組產婦於第一產程潛伏期（宮口開大小於

3cm）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對照組產婦於第一產

程活躍期（宮口開大大於3cm）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

痛。所有產婦都是取L2~3或L3~4間隙穿刺硬膜外腔成功

後，置硬膜外導管於硬膜外腔，用1% lidocaine 3mL測

試確認硬膜外導管的位置正確後，均採用0�15%羅哌卡

因+1μg/mL芬太尼的混合藥液作為維持藥物，首劑推注

5mL，然後以產婦VAS評分3~4分為標準調節混合藥液的

泵注速度持續泵注，直至產婦宮口開全。

三、觀察指標

記錄所有產婦的分娩方式、第二產程的時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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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宮產的指征。

四、統計學方法

SPSS18�0統計軟件處理資料。P<0�05為差異有統

計學意義。

結 果

觀察組產婦平均年齡為37�46±2�0歲，對照組產婦

平均年齡為37�05±1�9歲，兩組產婦年齡差別無統計學

意義(P>0�05)。觀察組產婦的順產率為60%，對照組產

婦的順產率為50%，兩組產婦的順產率相若，其差別無

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兩組產婦第二產程時間差別無統計學意義

(P>0�05)，見表2。

觀察組產婦的主要剖宮產指征為活躍期停滯，對

照組產婦的主要剖宮產指征為胎兒窘迫。

表1�兩組產婦順產率的比較

組別 n 順產例數 順產率（%）

潛伏期組 40 25 60

活躍期組 38 19 50

表2�兩組產婦第二產程時間的比較

組別 第二產程時間（min）

潛伏期組 63±44

活躍期組 56±39

討 論

自然分娩可以提高母嬰圍產期的質量，硬膜外分娩

鎮痛能提高產婦的自然分娩率。多數研究表明對於適齡

產婦在活躍期（宮口擴張大於或等於3cm）為產婦實施硬

膜外分娩鎮痛的自然分娩率最高。但高齡初產婦與適齡

初產婦在生理條件上有着比較顯著的差別。隨着年齡的

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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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時高齡初產婦

的體力和耐受力明顯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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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及心理的特點使得很多高齡初產婦對自然分

娩信心不足。潛伏期佔產婦第一產程的三分之二甚至更

多，分娩疼痛對母嬰的不良影響在產程一開始就已經呈

現，潛伏期不給予產婦分娩鎮痛而形成的對母嬰不良損

害將會對整個分娩過程造成影響[2-4]。潛伏期的分娩疼

痛不但大大消耗了產婦的體力，更嚴重地打擊了產婦堅

持自然分娩的決心，這一點在高齡初產婦中體現得尤為

突出。所以潛伏期為高齡初產婦解除分娩疼痛，不但在

生理上，更能在心理上堅定高齡初產婦經自然分娩的決

心。本研究兩組產婦的順產率相若，跟多數研究報導的

適齡產婦活躍期施行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自然分娩較高

的結果不同，說明了我們不能以適齡產婦的標準來對待

高齡初產婦。

所以，對高齡初產婦來說，越早為其實施硬膜外

分娩鎮痛就能越早減輕分娩疼痛對其的影響，從一開始

就避免產婦緊張、焦慮和恐懼，堅定產婦自然分娩的信

心，同時能為產婦保留更多的體力和精神，留有餘力盡

快完成第二產程。但我們也注意到在潛伏期實施硬膜外

分娩鎮痛高齡初產婦的主要剖宮產指征是活躍期停滯，

這跟本院在潛伏期實施硬膜外分娩鎮痛的適齡初產婦的

主要剖宮產指征一致[5]，說明潛伏期分娩鎮痛的用藥方

案仍有很大改善的空間，從而提高產婦的自然分娩率。

本研究的結果表明在潛伏期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

痛高齡初產婦的順產率與在活躍期開始實施硬膜外分娩鎮

痛高齡初產婦的順產率比較，其差別無統計學意義，但

其實際數據較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這種趨勢，這

可能與本研究樣本量較少有關，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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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本院放療中心肺癌擺位誤差分佈規律，為明確本科所需圖像引導

放療频率提供参考依據。  方法 回顧性分析本科近5年來167例肺癌放療患者的擺位誤差，

分析不同精度擺位誤差分佈的規律。  結果 左右、腹背、頭脚方向，≤2mm的摆位誤差出現

的频率分別為71%、82%、64%，大於5mm的摆位誤差出現的频率分別為4%、2%、5%。大於5mm

的摆位誤差高度集中於少數身體精神狀態差的患者。  結論 本科擺位精度較高，非迫切需

要借助每天IGRT糾正擺位誤差。如患者首三次放療，擺位誤差誤差≤2mm，可沿用目前的IGRT

頻率；如患者首三次放療，摆位誤差大於5mm，建議每次放療前行IGRT。IGRT如需每日進

行，建議採用二维照片的形式。

【關鍵詞】肺癌；圖像引導放療治療；擺位誤差

IGRT Frequency to assess RT set-up errors for lung cancer patients

QIU Xi Bin*, LI Tian Qian, XIAO Guang Li, NG Chio Peng, CHU Heong Seong, WONG Hon Leong, LONG Hui Juan, HUANG JI Yun, HUANG Mei Yun
Department of Onc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RT set-up errors in lung cancer pati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GRT frequency in our center.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set-up errors of IGRT for 167 lung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center within 5 years. The frequencies of different set-up error level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2mm set-up errors were 71%, 82% and 64% in the left right, 
anterior-posterior and cranial-caudal directions. The frequency of >5mm set-up errors were 4%, 2% and 
5% in the above directions respectively. The set-up errors over 5mm were obviously distributed in few 
patients with poor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Conclusion    The set-up error is minimal in our center. 
It is not mandatory for our center to deliver diary IGRT. For patients whose first 3 set-up errors were less 
than 2mm, current IGRT frequency could be followed. For patients whose first 3 set-up errors were over 
5mm, daily IGRT with 2-D kv imaging is recommended.

[Key Words]  Lung cancer;  IGRT;  Set-up error

圖像引導放療糾正肺癌擺位誤差頻率研究

丘熹彬* 李田芊 肖光莉 吳釗平 朱向尚 王漢陽 龍慧娟 黃積韻 黃美云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腫瘤科 

*通訊作者  E-mail:cathyqiu2718@yahoo�com

明確並糾正擺位誤差，是高精度放療有效實施的

前提和保障。目前，臨床最成熟、最广泛應用的测量和

調整摆位誤差的方法為圖像引導放射治療(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IGRT)[1]。本研究通過分析本科近5年來所有

肺癌放療患者的摆位誤差，分析不同精度摆位誤差分佈的

規律，為制定本科肺癌放療所需IGRT频率提供参考依據。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情況

回顧性分析本科2009年1月~2014年12月肺癌放療患

者的擺位誤差。共172例患者，其中男135例，女32例。

年齡38~87歲，中位年齡60歲。非小細胞肺癌140例，小

細胞肺癌27例。根據UICC（第7版）分期标準，非小細胞

肺癌中，I期病變1例，Ⅱ期病變15例，Ⅲ期病變91例，

Ⅳ期病變33例。小細胞肺癌中，局限期26例，广泛期1

例。所有診斷均經病理证實。11例患者肺癌合併肺不

张，行三維配準觀察肺不张改善情況，其餘156例患者行

二维配準。152例患者接受8次IGRT扫描，15例患者因腫

瘤靠近脊髓等危及器官，接受25~30次IGRT扫描。

二、研究方法

患者仰臥位，雙手上舉抱頭，熱槊膜體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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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靜呼吸狀態下行CT掃描。放療實施前行IGRT掃描。掃

描點為放療計劃的等中心點，掃描時間約1~5分鐘。醫

生選擇匹配區域，以椎體，胸壁為參照，自動配準和手

動微調相結合，將IGRT圖像和計劃圖像在綫配準。顯示

等中心點在左右（x軸）、腹背（y軸）、頭腳（z軸）

方向的平移誤差並在治療前纠正。

三、統計方法

SPSS17�0軟體分析。係統誤差以擺位誤差的平均值

表示，隨機誤差以擺位誤差的標準差表示。先計算各患者

的擺位誤差：該患者全程放療期間所有擺位誤差的均數代

表其係統誤差，標準差代表其隨機誤差。再計算本科總

體的擺位誤差：總體的係統誤差μ定義為各患者係統誤

差的均值，Σ定義為各患者係統誤差的標準差，總體的

隨機誤差σ定義為各患者隨機誤差平方均值的平方根。

結 果

一、擺位誤差結果

167例肺癌調強放療患者，共進行1393次IGRT扫描。

左右、腹背、頭脚方向摆位誤差的結果，详見表1。

表1�1393次IGRT摆位誤差結果

左右方向（mm） 腹背方向（mm） 頭脚方向（mm）

均數±标準差 -0�47±2�43 -0�30±1�99 -0�26±2�87

中位數 0�00 0�00 0�00

最小值 -10 -8 -16

最大值 9 7 13

90%分佈範圍 -4~3 -3~3 -4~4

95%分佈範圍 -6~4 -5~3 -6~5

二、不同精度摆位誤差分佈

左右、腹背、頭脚方向，≤2m m的摆位誤差出現

的频率分別為71%、82%、64%。1393次摆位中，585次

(42%)三个方向的誤差均在2mm內；1086次(78%)至少两

个方向的誤差在2mm內；1388次(96�5%)至少有一个方向

的誤差在2mm內。三个方向誤差均超過2mm的有49次，

佔3�5%。大於5mm的摆位誤差在左右、腹背、頭脚方向

出現的频率分別為4%、2%、5%。1393次摆位中，128次

(9%)一个方向的誤差大於5mm；15次(1%)两个方向的誤

差大於5mm；0次三个方向的誤差均大於5mm。详見圖1。 

三、>5mm摆位誤差高度集中於少數患者

120名患者(2%)全程放療期間未出現5mm以上的誤

差。39名患者(23%)曾出現5mm以上的誤差，但次數在5

次以內。只有8名患者(5%)出現5mm以上的誤差的次數超

過5次。8名患者中，1名患者出現了19次，1名患者出現

了18次，1名患者出現了13次，5名出現6次。出現19次

的是位63岁的男性患者，診斷為右上肺腺癌T1~T2椎體

转移，合併脊髓壓迫综合征。患者接受胸椎病變切除內

固定術後，於本科行胸椎转移病變術後輔助放療及右上

肺病變姑息放療。為避免摆位加重脊髓損伤，限制了

摆位的精度。出現18次的是位71岁的男性患者，右下肺

鳞癌術後切缘阳性，行術後輔助放療。患者放療期間眩

晕（未見脑转移病灶），對症处理後眩晕改善不明顯，

眩晕影響了摆位的準确性。出現13次的是位67岁的男性

患者，左上肺小細胞肺癌化療後病變進展，行姑息放

療。患者化療期間體重下降10+公斤，虚弱，KPS60分，

虚弱導致患者完成摆位後，體位难以堅持。出現6次的5

例患者分別因脑转移（2例），上腔靜脈壓迫综合症（1

例），腫瘤侵犯邻近肋骨導致右肩背疼痛（1例），中

風後單側肢體乏力（1例）影響了摆位的精度。

討 論

放射治療是肺癌的主要治療方法之一。随着放療

技術的進步，照射範圍更適應腫瘤的三维形狀，放療劑

量由腫瘤的高劑量区迅速下降至周圍組織的低劑量区，

有利於最大限度地控制腫瘤和保護正常組織。但放療計

劃劑量梯度變化大，實施時對摆位精度的要求也相應

提高。摆位誤差大，有可能導致腫瘤移至低劑量区，

正常組織移至高劑量区，不仅影響技術優勢的發揮，还

有可能加重正常組織的損伤，甚至出現腫瘤靶区的“漏

照”。因此，明确並纠正摆位誤差是精确放療有效實施

的前提和保障。

摆位誤差指放療执行和計劃設計之間的差異[2]。

肺癌患者接受25~30次放療，每次放療前，技师必需摆

位。摆位的目的是在治療實施時重複計劃設計時患者圖1�2mm、5mm精度摆位誤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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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位，並加以固定，以期達到重複放療設計時确定

的靶区、危及器官和射野的空間位置関系，保障射綫

束對準腫瘤靶区照射[2]。摆位的重複性是肺癌放療精度

提高的主要障礙之一[3]。摆位誤差直接影響腫瘤實際接

受的照射劑量。當摆位誤差超過5mm時，治療劑量減少

2~3%；當摆位誤差大於15mm時，治療劑量的減少可高達

7~27%[4]。腫瘤控制率和正常組織併發症概率曲綫之間

的缝隙陡且狭窄，5%的劑量誤差可能導致腫瘤控制率

10~20%的變化[5]。

較小的摆位誤差指≤2m m的誤差。摆位誤差的調整

是通過治療床的自動移動來實現的。1mm的誤差很难通

過启動和停止治療床來調整，因此，國內外研究共識，

摆位誤差≤2mm，認為摆位精度高，不需要調整[6-9]。本

科，左右、腹背、頭脚方向，≤2mm的摆位誤差出現的频

率分別為71%、82%、64%，說明本科擺位精度較高，非

迫切需要借助每天IGRT糾正擺位誤差。

較大的摆位誤差指>5mm的誤差。任一方向誤差超過

5mm，靶区（95%PTV）實際接受的照射劑量為計劃劑量的

75%，有統計學差異（P=0�001）[9]。本科大於5mm的摆位誤

差高度集中於少數身體精神狀態較差的患者。這些患者每

次放療前如果不借助IGRT及時纠正摆位誤差，實際接受的

治療劑量将受到較大的影響。其它研究也發現了类似的規

律：曹晓辉等[9]报道了河北醫科大學第三醫院放療科23例

肺癌患者182次IGRT的結果，提示不同患者摆位誤差大小

不同，但一般圍绕自己的基準上下波動。B�Sc WL等[10]报

道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學放療科133例肺癌患者2047次IGRT

的結果，同样發現一般情況差的患者，摆位誤差較大，

尤以頭脚方向明顯。PS評分0分的患者，82%的摆位誤差在

±3mm範圍內，PS評分1分和2分的患者，該比例分別下降至

67%和63%。每日的IGRT除了改善集體患者的劑量分佈，更

大的優勢在於預防个別患者由於較大的摆位誤差對劑量的

严重影響[11]。多伦多大學放療科的Higgins J[12]研究了100

例肺癌常規放療患者，探討不同IGRT频率對調整摆位誤差

和摆位外放边界的影響（無IGRT，首5次IGRT，每週一次

IGRT，隔天一次IGRT，每天IGRT），結果顯示：IGRT如果

不是每天执行，20-43%的摆位過程中出現了≥5mm的誤差，

每天IGRT可将此降低至6%。增加IGRT频率，可以有效減少

系統誤差，但随機誤差只有在IGRT的频率增加至每天一次

時，才能顯著改進。Higgins J等指出，每天IGRT是提高摆

位精度，缩小摆位外放边界的有效方法。本科大於5mm的

摆位誤差高度集中於少數身體精神狀態差的患者，這些患

者每次放療前如果不及時纠正摆位誤差，實際接受的治療

劑量将受到較大的影響，這类患者人數不多(5%)，因此需

要也有條件每次放療前行IGRT纠正摆位誤差。

每天IGRT有利於提高摆位精度，缩小摆位外放边界，

但也需要考慮每日IGRT增加的辐射劑量是否會危害到患者

的安全。和診斷性扫描不同，放療患者已經接受了高劑量

的治療性照射，放療精度提高的同時患者接受的照射劑

量也在不斷增加：直綫加速器機頭和多頁光栅的漏射和散

射不可避免；三维CT肺部的劑量為0�05mGy，四维CT肺部

的劑量增加了十倍，约0�63mGy[13]；IGRT進一步增加了患

者的劑量。Varian直綫加速器的IGRT有两種實現方式：锥

形束斷层扫描(cone beam computer tomotheray, CBCT)和

二维千伏照片(kvplannar)，IGRT 如需每日進行需考慮

哪種方法更合適。CBCT為三维配準，kvplannar為二维配

準。CBCT的優勢為可以顯示软組織結構，便於觀察放療

期間腫瘤的大小和形狀的變化，必要時可以协助調整放

療計劃，缺點為扫描劑量較高。單次胸部CBCT扫描，肺

組織接受的照射劑量约3~6cGy，心脏接受的照射劑量约

3~6cGy，脊髓接受的劑量约3~4�5cGy，软組織接受的照射

劑量约3~6cGy，骨組織接受的劑量是软組織的2至4倍，约

9~24cGy[14]。美國醫學物理协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ne， AAPM）在第75任務組“IGRT

劑量管理报道”中總結比較了幾个權威性的IGRT辐射劑

量的研究，數據結果基本一致，Varian OBI系統單次CBCT

扫描增加的劑量约2�5~8�5cGy[15]。全程放療如果每日行

CBCT扫描，将導致患者接受150~210cGy的额外照射，骨組

織的劑量更高，约450~840cGy。患者接受放化療，骨髓功

能已減弱，CBCT有可能加重患者骨髓抑制的風險[16]。放

療過程中，漏射和散射的限制已達成共識：“正常治療

距离下最大射野外任何一點的漏射劑量不應超過科轴劑

量的0�2%”[17]，以肺癌60Gy/30frs的治療劑量而言，漏射

劑量不應超過12cGy。全程放療每日行CBCT扫描将導致患

者接受50~150cGy的额外照射，已超過了該漏射劑量的限

制[13]。Kim DW等推算全程放療30次CBCT扫描，万分之四的

患者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出現辐射導致的癌症[18]。由此可

見，肺癌常規放療患者，每次放療前行CBCT，劑量增加的

風險可能大於精度增加的收益。二维千伏照片主要通過

椎體等骨性結構配對來纠正摆位誤差，觀察腫瘤放療期

間的變化不及CBCT，但所需扫描時間短，扫描劑量小，

不少研究顯示就纠正摆位誤差而言，功效和CBCT类似。

Halg等测量Varian設备，每次CBCT的劑量约7�7cGy，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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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plannar的劑量约0�3cGy，约為CBCT的1/25[13]。美國2010

年IGRT使用狀況調查顯示：约67%的肺癌放療會採用IGRT

纠正摆位誤差，约57%的摆位誤差纠正以二维千伏照片的

方式進行[19]。丹麦Copenhagen大學醫院的Ottosson W等研

究發現，每天1次的二维配準和每週1次的三维配準，缩小

摆位外放边界的功效类似，均可由無IGRT的10mm缩小至约

4mm[20]。美國William-beanmont醫院的Yan D等比較二维，

三维和四维方法纠正肺癌摆位誤差的準确性，也证實二维

方法虽然腫瘤顯示受限，但能有效纠正摆位誤差[21]。Halg 

R等测量了不同IGRT方法的劑量，探討每日行IGRT的安全

方法，建議：每次放療前行二维kv照片可以有效纠正摆位

誤差，增加的劑量低，可在臨床中常規使用。CBCT增加的

劑量高，建議在有需要的患者中進行或根據治療指引使

用[22]。因此，本科大於5mm的摆位誤差高度集中於少數身

體精神狀態差的患者，這些患者每次放療前行IGRT，採用

二维kv照片的形式，可以有效糾正擺位誤差，增加的輻射

劑量也在可接受範圍內。

綜上所述，本科肺癌放療擺位精度較高，非迫切

需要借助每天IGRT糾正擺位誤差。如患者首3次放療，

擺位誤差誤差≤2mm，可沿用目前的IGRT頻率：首3次放

療，每天1次；之後，每週1次，全程放療约8次。如患

者首3次放療，摆位誤差大於5mm，在後繼治療中仍有可

能出現較大的摆位誤差。為避免較大擺位誤差對劑量的

严重影響，這些患者建議每次放療前行IGRT。IGRT如需

每日進行，建議採用二维kv照片的形式。

目前的設備條件只能糾正平移誤差，不能糾正旋

轉誤差，故本研究未分析旋轉誤差的規律。除擺位誤差

外，器官運動導致的誤差，也是影響肺癌治療精度的主

要因素之一。隨着本院放療設備的更新，有條件分析及

明確器官運動的影響，下一步工作會綜合考慮擺位誤差

和器官運動的影響，優化肺癌圖像引導放療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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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評價澳門鏡湖醫院口腔科根管治療(RCT)質量。  方法 隨機選擇2014

年1月~2014年12月在澳門鏡湖醫院口腔科門診完成恒牙RCT的1153顆患牙為研究對象，分析

RCT質量及療程情況。  結果 1153顆患牙RCT的恰充率為93�41%，欠充率為3�47%，超充率為

3�12%，平均療程為4�8週。  結論 2014年澳門鏡湖醫院口腔科RCT質量較好，但RCT療程需

進一步縮短。

【關鍵詞】根管治療；根管治療質量；根管治療療程

Quality analysis of 1153 cases of root canal therapy

WANG Miao
Department of orthodontic,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quality of root canal therapy (RCT) in Kiang Wu 

Hospital.  Methods   1153 RCT cases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4 in Kiang Wu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Root canal filling quality and treatment period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ratios of 
adequate filling, underfilling and overfilling were 93.41%, 3.47% and 3.12% respectively. Average RCT 
treatment period was 4.8 weeks.  Conclusion   Clinical RCT level of Kiang Wu Hospital was satisfactory 
in 2014, but the RCT procedures need to be shorten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oot canal therapy; Root canal therapy quality; Root canal therapy procedures

1153例恒牙根管治療質量分析

汪淼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口腔科 

通訊作者  E-mail:maxilla@126�com

根管治療(root canal therapy, RCT)作為牙髓病

和根尖周病的最常用治療方法。它採用專用的器械和方

法對根管進行清理、成形，有效的藥物對根管進行消毒

滅菌，最後嚴密填塞根管並行冠方修復，從而達到控制

感染、修復缺損、促進根尖周病變癒合或防止根尖周病

變發生的目的。但其治療過程複雜，時間冗長，療效易

受到多種因素干擾，文獻報導[1]的成功率80%以上。本

文對在澳門鏡湖醫院口腔科2014年行恒牙RCT患者的臨

床治療質量進行分析，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隨機選擇2014年1月~2014年12月在澳門鏡湖醫院口

腔科因牙髓病和根尖周病完成恒牙RCT治療的1118例患者

的1153顆患牙為研究對象。患者中男517例，女636例，

年齡8~86歲。患牙中前牙278顆，佔24�11%；前磨牙332

顆，佔28�79%；磨牙543顆，佔47�10%。患牙的病變情

況：牙髓炎725顆，佔62�88%；根尖周炎428顆，佔37�12%。

二、研究方法

RCT分別採用標準技術、根向技術和逐步後退技術預

備根管，牙膠尖加糊劑側向加壓法和固體核心載體充填法

充填根管。分別拍攝每顆患牙治療前、根管預備後試尖及

根管充填後的三張X綫片，據此評價根管預備和根管充填質

量，記錄每顆患牙的治療情況。有關RCT的質量標準和臨床

療效評定標準參照衛生部高等醫學院校規劃教材2012年第四

版《牙體牙髓病學》和中華口腔醫學會牙體牙髓病學專業

委員會2014年編寫的《根管治療技術指南》相關內容[1,2]。

三、統計學處理

採用t檢驗進行統計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

學意義。應用SPSS 13�0軟體分析數據。

結 果

一、根管充填程度和嚴密程度

以患牙為單位，通過根尖片評價分析根管充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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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嚴密程度。按照根管充填物尖端的相對位置和密度，

將充填結果分為適充、超充和欠充。1153顆完成RCT患

牙的根管充填程度（見表1）。表1顯示不同牙位根管充

填程度有較大差異：從前牙、前磨牙到磨牙根管適充率

遞減，而欠充率則遞增，經檢驗P<0�05，具有統計學意

義。超充率磨牙略高於前磨牙和前牙。所有根管全部充

填到位的高質量RCT有1077顆，佔全部患牙的93�41%。

表1�1153顆患牙的根管充填程度分析

牙位 n
適充 欠充 超充

n R(%) n R(%) n R(%)

前牙 278 270 97�12 1 0�36 7 2�52

前磨牙 332 312 93�98 12 3�61 8 2�41

磨牙 543 495 91�16 27 3�87 21 3�87

合計 1153 1077 93�41 40 3�47 36 3�12

注：n表示觀察根管數；R表示所佔比例

以根管為單位，對263顆上頜第一、二磨牙共779

個根管的充填程度進行分析（見表2）。顯示上磨牙近

頰根管欠充率最高，遠頰根管次之，腭根管最低；超充

率上磨牙腭根管明顯高於近頰根管和遠頰根管，經檢驗

P<0�0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表2�263顆上頜第一、二磨牙根管充填程度分析

牙位 n
恰填 欠填 超填

n R(%) n R(%) n R(%)

上磨牙近頰根管 260 239 91�92 14 5�38 7 2�69

上磨牙遠頰根管 256 240 93�75 8 3�12 8 3�13

上磨牙齶根管 263 245 93�16 7 2�66 11 4�18

合計 779 724 92�94 29 3�72 26 3�34

注：n表示觀察根管數；R表示所佔比例

二、RCT 療程和療次

1153顆患牙完成R C T的平均療程為4�8週，就診

次數少則1次，多則10餘次。1~2次完成者165顆，佔

14�31%；3次完成者729顆，佔63�23%；4次完成者174

顆，佔15�09%；5次及5次以上完成者85顆，佔7�37%。

討 論

RCT是治療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最有效的、首選的方

法，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患牙基

本都採用RCT，其治療質量是衡量一個牙科單位牙病治

療水平的主要標誌之一。評價根管治療的質量併發現治

療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將有利於找到有效的針對

性解決方案，進一步提高根管治療成功率。

從臨床實際情況看，澳門地區的一些私家診所還

選擇干髓、空管等療法治療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澳門

鏡湖醫院口腔科一直堅持並在澳門地區推廣開展RCT。

對於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患牙，除第三磨牙選擇性作RCT

外，其餘患牙均要求以RCT作為標準治療方案。

高成功率的RCT須有高質量作保證。大多數學者[3]

將根管充填程度和嚴密程度作為目前評價RC T質量的

主要指標。本研究發現1153顆完成RCT的患牙，恰充率

93�41%。前牙根管恰充率明顯高於磨牙，但超充率亦高

於後牙，而磨牙欠充率則遠高於前牙(P<0�05)。

本研究中，恰充患牙成功率顯著高於超充和欠充

的患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4]。結果提示前牙應防

止超填，後牙應防止欠填。根管欠充可能給殘存在根管

中的細菌提供繁殖空間，細菌達到一定量後誘發根尖周

炎。而超充多由於根管超預備引起。超預備會將壞死牙

髓、感染牙本質推入根尖周組織，而且超充的牙根尖封

閉較差，從而使原有病變持續存在或出現新的病變。

關於RCT療程和就診次數，本次觀察病例中85�69%

的患者需3次或3次以上才能完成，平均療程4�8週。從

數據回顧來看，鏡湖醫院口腔科行RCT多採用多次法，

治療程序一般分為拔髓或牙髓失活、根管預備、根管

充填3步。而國外報導活髓牙一次性行RCT 的比例達

55�8%，感染根管一次性行RCT也達34�8%[4]。因此縮短

療程、減少就診次數是本科目前亟待提高的方面。

根管充填質量是影響根管治療療效的重要因素，根

管充填質量高的患牙不易發生根尖周病變[5-7]，所以定期

對根管治療質量進行評價有利於進一步指導臨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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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現時抗抑鬱藥物臨床試驗最新之發展趨勢及特點。  方法 於

ClinicalTrials�gov臨床試驗註冊庫中篩選出2012年~2013年度與抗抑鬱藥物有關的臨床試

驗，分析各臨床試驗因素及相互關係。  結果 抗抑鬱藥物臨床試驗以針對重度抑鬱症佔最

大比例，達53�7%，受試者性別組合以不區分男女佔91�2%，試驗規模一般較小，受試者人數

在0~100人之臨床試驗佔67�7%，主要研究目的以治療為主，佔77�6%，統計分析方面，與研

究經費有顯著相關性(P<0�05)的變量有疾病狀況、年齡組別、試驗階段、受試者人數及主要

研究目的；而與臨床試驗階段相關顯著性相關的變量有性別、年齡組別、受試者人數、臨床

試驗終點分類、主要研究目的、盲法、研究經費。  結論 抗抑鬱藥物臨床試驗主要針對自

殺率較高的重度抑鬱症。研究經費及試驗階段與部份臨床試驗因素有顯著相關性，相信對抑

鬱藥物研究有積極意義。由於抑鬱症之難治性及易復發性，故制訂醫療政策時應投入資源作

預防教育及心理保健，以減輕抑鬱症造成的負擔。

【關鍵詞】抗抑鬱藥；抑鬱症；ClinicalTrials�gov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and relationship of antidepressant clinical trial

CHAN Weng Hang Forever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clinical trials of antidepressants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The antidepressant clinical trials from 2012 to 2013 were selected 
from ClinicalTrial.gov, a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trial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antidepressant clinical trial is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ccounting 53.7%. Both 
gender groups were accounting 91.2%. Enrollment between 0-100 people was accounting 67.7%. Treatment 
is the most common purpose of primary purpose, which accounting 77.6%.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pect, 
funded b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0.05) with conditions, age group, phase, enrollment and primary 
purpose.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gender, age group, enrollment, endpoint classification, 
primary purpose, masking and funded by.  Conclusion  Th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as the major purpose 
of clinical trial. Funded by and phas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some clinical trial variables. These 
founding is positive for antidepressant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low treatment effective and high recurrence. 
Medical policy should investing resources for preventi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tection, 
especially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o achieve prevention aim and reduce the burden of antidepressant.

[Key Words]  Antidepressant; Depression; ClinicalTria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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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史悠久[1]。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約有3�5億患者[2]，抑鬱症病

發原因有著多種因素如壓力、睡眠、遺傳、腦內胺基酸及

蛋白質平衡、荷爾蒙等，其臨床表現為情緒低落、思維

遲緩、運動抑制、悲觀失望、睡眠障礙等[3]而當中接受治

療的不足半數。因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生活節奏加快，

工作壓力增大，心理性疾病-抑鬱症已成為國際上高度關

注的疾病之一，抑鬱症之主要測量工具為漢氏憂鬱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其中較常

用的治療方法為服藥物治療，藥物之效果主要依據臨床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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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及實驗設計，因應藥物開發需投入龐大資金及人力資

源，且成功率較低[4]，鑑於現時藥物臨床試驗日益增多，

試驗結果亦有待標準化，本研究藉著分析臨床試驗註冊庫

(ClinicalTrials�gov)中抗抑鬱藥物臨床試驗之特性，期

盼能一整體性之回顧分析，以供醫療政策制定者、醫護從

業者、病人、研究學者等人員作參考依據。

資料與方法

ClinicalTrials�gov是目前最為全面之臨床試驗

註冊資料庫[5]，基於其數據全面，疾病種類相對齊全，

故可藉著分析當中特定範疇之臨床試驗而獲得最新之技

術管理資訊及結果。

本研究旨在分析抑鬱症臨床試驗之現況及特性，

對有關抑鬱症進行概括閱覽，從ClinicalTrials�gov註

冊資料庫中篩選出有關抑鬱症之臨床試驗，取以下步驟

及思路進行資料篩選，以確定最終研究樣本：

一、2012~2013年ClinicalTrials�gov臨床試驗資料篩選

以2年為時間間隔作進階篩選，選出最近2年內出

現於註冊庫之臨床試驗，共得出39792筆臨床試驗資

料，當中包括抑鬱症及非抑鬱症的臨床試驗。

二、篩選出與抑鬱症相關的臨床試驗

根據ICD-10國際疾病目錄對精神疾病之分類[6]，

抑鬱症共分為13種，考慮到該13種抑鬱症分類當中

均包含字元"depress"，故此於39792條臨床試驗中對

condition欄位作出篩選，篩選出667條臨床試驗記錄。

三、篩選出干預類型為藥物之抑鬱症臨床試驗

於上述667筆臨床試驗記錄中，分析其干預類型為

藥物(drug)的臨床試驗，最終得出197筆臨床試驗記錄。

四、排除觀察性臨床試驗

本研究步驟三中的197筆臨床試驗資料中，有192

筆為介入性，5筆為觀察性。本研究僅針對抗抑鬱藥物

之臨床試驗特性及區別，排除觀察性臨床試驗資料，最

終樣本為192筆。

五、觀察及分析

分析有關臨床試驗記錄資料，共有29項變量，分別為

臨床試驗識別碼、題目、受試者招募、研究結果、疾病狀

況、干預手段、贊助者/合作者、性別、年齡組、臨床試驗

階段、受試者人數、研究經費、研究類型、研究設計-隨

機分配、研究設計-試驗終點分類、研究設計-干預模型、

研究設計-主要研究目的、研究設計-盲法、其他臨床試驗

識別碼、第一接收時間、試驗展開日期、試驗完成日期、

最後更新日期、最後驗證日期、結果首先接受日期、縮

寫、主要完成日期、試驗結果測量、試驗詳細網址URL。

本研究對有分析意義之變量作出統計分析，而無

實際統計意義的變量僅進行一般描述，未作統計分析。

結 果

一、試驗針對之疾病

在192筆抗抑鬱藥物臨床試驗所針對的疾病，由1

種至13種不等（表1），當中以針對1種疾病之臨床試

驗比例最多，有121筆，佔63�02%。針對2種疾病則有41

筆，佔21�35%。針對3種疾病有19筆，佔9�9%。

針對1種疾病的臨床試驗以重度抑鬱症(m a j o r 

depressive disorder)最多，佔53�7%，其次為抑鬱症

(depression)，佔21�5%，兩者佔整體之47�4%。

表1�臨床試驗針對之疾病(Conditions)分析

試驗針對疾病種類 數量 %

1 121 63�0%

2 41 21�4%

3 19 9�9%

4 4 2�1%

5 5 2�6%

6 1 0�5%

13 1 0�5%

總計 192 100%

二、干預手段

在人體臨床試驗研究中，根據研究者或研究機構

與受試者協定的臨床試驗程序，ClinicalTrials�gov中

將干預手段分為9種：分別為藥物治療、器械治療、生

物制劑治療、治療程序、輻射治療、行為治療、基因治

療、補充劑治療、其他治療（表2）。

從ClinicalTrials�gov匯出之數據檔案中，以

函數公式＂=L E N(儲存格)-L E N(S U B S T I T U T E(儲存

格,"|",""))+1＂計算出192筆臨床試驗分別使用的干

預手段數量，經分析有關結果，干預手段數目為1種、

2種及3種佔大多數，佔整體數目之95�3%，其中1種為

64/192(33�3%)、2種為96/192(50�0%)，其中以兩種藥物

(Drug-Drug)之試驗對比佔大多數，有81/192(42�2%)，故可

見抑鬱症藥物臨床試驗傾向以不同藥物之間作療效對比。

二、性別組

研究將性別組合分別為不分男女組、女性組及

男性組。不分男女組為175/192(91�15%)，女性組為

15/192(7�18%)，男性組為2/19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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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齡組別

ClinicalTrials�gov將年齡段分為未成年人(0~17

歲)、成年人(18~65歲)、老年人(≧66歲)，受試者以成

年人組別比例最大，為105/192(54�7%)，成年人/老年

人為71/192(37�0%)，未成年人為6/192(3�1%)，未成年

人/成年人為6/192(3�1%)。

三、受試者人數

ClinicalTrials�gov將受試者人數分為4個組別，

受試者人數和比例如下：0~100人:130/192(67�7)%，

101~1000人:50/192(26�0)%, 1001~10000人:11/192(5�7)%, 

10000人或以上：1/192(0�5)%。

四、研究經費(Funded by)

ClinicalTrials�gov臨床試驗經費來源分為企業、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美國聯邦政府及其他，分析

如下：企業：49/197(25�52%)，其他：97/197(50�52%)，

其他/企業：16/197(8�33%)，其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

院：27/197(14�06%)，其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企

業：1/197(0�52%)，其他/美國聯邦政府：1/197(0�52%)，

美國聯邦政府：1/197(0�52%)。研究經費以其他類別佔最

大比例，有97筆臨床試驗(50�52%)，其次是企業之經費贊

助，有49筆臨床試驗(25�52%)，而美國聯邦政府支助之臨

床試則相對較少。

五、臨床試驗終點分類(Endpoint Classification)

ClinicalTrials�gov將臨床試驗終點分為功效

研究、藥效動力學、藥代動力學、藥代動力學/動態

研究、安全性研究、安全性及功效研究5種，當中以

安全性及功效研究比例最多，達79/192(41�15%)，

其次為功效研究，達66/192(34�38%)，沒有申報亦

佔11�98%，而藥效動力學、藥代動力學、藥代動力

學/動態研究3者所佔比例側較小，總和只佔整體的

6�25%(1�56%+3�13%+1�56%)。

六、主要研究目的

主要研究目的可分為:基礎科學、診斷、健康服務

研究、預防、篩查、支持性護理、治療，當中以治療為

主要研究目的佔大多數，達149/192(77�06%)，其餘類

別均不超過10%。

統計學分析：經分析有關資料之27個變量之類型，

發現有關變量中共有15個變量為類別變量，而其餘12個變

量則為字串等（沒有統計學意義），研究者針對該15個變

量之間的相互關係，以臨床試驗贊助機構為X，使用統計

軟件SPSS19�0，計算變量X與其他13個類別變量，見表3。

表3�研究經費及試驗階段P值分佈表

卡方檢驗變量 研究經費 臨床試驗階段

受試者招募 0�137 0�636

研究結果 0�538 0�727

疾病狀況 0�000 0�307

干預手段 0�903 0�548

受試者性別 0�290 0�022

年齡組別 0�000 0�000

臨床試驗階段 0�000 -

受試者人數 0�000 0�009

隨機分配 0�715 0�240

試驗終點分類 0�210 0�000

干預模型 0�859 0�406

主要目的 0�010 0�000

盲法 0�860 0�000

研究經費 - 0�000

P<0�05之變量數目 5 7

討 論

經分析ClinicalTrials�gov臨床試驗註冊資料

庫中2012年~2013年接收之抗抑鬱藥物臨床試驗，結

果表明，近年抗抑鬱藥物及抑鬱症臨床試驗有以下特

點：1�針對疾病以重度抑鬱症佔最大比例，重度抑鬱症

表2�抗抑鬱藥臨床試驗-藥物干預措施分析

干預
種類

臨床試驗
干預數量

臨床試驗干預組合

試驗
數量

% 干預組合
試驗
數量

%

1 64 33�3%
Drug 63 32�8%

Other 1 0�5%

2 96 50%

Drug/Drug 81 42�2%

Drug/Behavioral 7 3�7%

Drug/Other 5 2�6%

Drug/Device 2 1�0%

Drug/Procedure 1 0�5%

3 23 12�0%

Drug/Drug/Drug 15 7�8%

Drug/Drug/Other 2 1�0%

Drug/Behavioral/Behavioral 1 0�5%

Drug/DietarySupplement/Drug 1 0�5%

Drug/Drug/Behavioral 1 0�5%

Drug/Drug/Device 1 0�5%

Drug/Other/Behavioral 1 0�5%

Drug/Other/Other 1 0�5%

4 3 1�6%

Drug/Drug/Drug/Drug 1 0�5%

Dietary Supplement/Drug/Dietary 
Supplement/Dietary Supplement

1 0�5%

Drug/Procedure/Other/Device 1 0�5%

5 3 1�6% Drug/Drug/Drug/Drug/Drug 3 1�6%

6 1 0�5% Drug/Drug/Drug/Drug/Drug/Drug 1 0�5%

15 1 0�5% 13 Drugs/2 Other 1 0�5%

20 1 0�5% 19 Drugs/1 Other 1 0�5%

總計 192 100% 192 100%

注：若試驗有大於一種干預手段，以符號“/＂相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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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較受研究者關注，因該病症狀較為嚴重及自殺率

高，故以治療重度抑鬱症作臨床試驗佔整體超過50%。

2�以2種干預手段比較治療效果的臨床試驗佔大多數，

其次為1種、3種干預手段。2種或以上干預手段之臨床

試驗以藥物與藥物療效比對為主，而藥物與心理治療、

器械治療、補充劑治療等相對較少。3�受試者性別組合

以不分男女組最多，其次為女性、男性組。4�年齡組別

以成人及成人/老年人較多，兩者佔總體超過90%。5�臨

床試驗人數以較小規模(0~100人)的臨床試驗為主，臨

床試驗受試者人數越多，所佔比例越小。6�研究經費以

其他類別佔最大比例，其次是企業，而美國聯邦政府支

助之臨床試則相對較少。7�臨床試驗終點分類，以同時

針對安全性及功效之研究最多，其次為針對功效、針對

安全性、沒有申報試驗終點類型。8�主要研究目以治療

最多，其餘類別均不超過5%。

經檢索各大文献，與本研究較為相似的研究有

Robert等人的研究[7]，該研究主要分析對象為2007年9

月~2010年9月3年間於ClinicalTrials�Gov註冊之臨床

試驗，共有40,970筆，再將有關癌症、心血管疾病及精

神疾病3類臨床試驗資料提取及分類作分析及比較、分

析。該研究中精神疾病類臨床試驗分析結果與本研究相

近。但本研究除了描述抑鬱症臨床試驗之基本特性外，

還從研究經費與臨床試驗階段兩個變量角度驗證與其他

變量的統計學相關性。

鑑於抑鬱症被視為未來三大疾病負擔之一[8]，目前

該疾病治療效果亦不像其他生理性疾病般顯著及快速，

現時藥物治療效果一般，常出現復發，加上病發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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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後路全椎板切除、橫突間植骨、椎弓根螺釘內固定治療退變性

腰椎疾病的臨床療效。  方法 回顧分析2005年5月~2015年3月收治34例行後路減壓植骨椎

弓根螺釘內固定治療退變性腰椎疾病患者，男20例，女14例；年齡：58~75歲，平均：65

歲。  結果 本組34例患者均術後12天拆綫，術後切口除1例感染均一期癒合；1例術中神經

根損傷；3例硬脊膜損傷；術後隨訪3~60月，平均30月。按照MacNab評分標準，18例優，11

例良，5例可，優良率85%。  結論 退變性腰椎疾病採用後路減壓植骨椎弓根螺釘內固定治

療，既能保證對病變部位徹底減壓，同時維持脊柱穩定性取得了較好臨床治療效果。

【關鍵詞】減壓；椎弓根螺釘內固定；退變性腰椎疾病

Clinical effect on the posterior approach of internal fixation with pedicle screws combined with 
decompression and intertransverse process grafting in the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lumbar disease

FU Dan*, CHEN Kit Kie, LI Wei Ping, LIU Tong Fang, LIU Li, ZENG Yuan Fang, ZHANG Yu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effect on the posterior approach of internal fixation with 

pedicle screws combined with total laminectomy and intertransverse process grafting in the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lumbar disease.  Methods   From May, 2005 to March, 2015, clinical materials of 34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lumbar diseases with posterior approach of internal fixation with pedicle screws combined 
with decompression and intertransverse process grafting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20 males and 14 
females, aged from 58 to 75 years with average of 65 years.   Results  All 34 cases in this group, suture were 
removed after post-op twelve days, postoperative incision were healed with primary intension, one case of 
wound infection, one case of nerve root was injury, 3 cases of dural injury.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 months to 60 months (average of 30 months). There were 18patients with excellent score, 11 with 
good score and 5 with fair score according to MacNab score system. The total successful rate (excellent rate 
and good rate ) added up to 85%.  Conclusion   Posterior approach of internal fixation with pedicle screws 
combined with decompression and intertransverse process grafting for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lumbar 
disease guarantees the complete decompression for lesion and maintains spinal stability to get significant 
treatment effect.

[Key Words]  Decompression; Internal fixation with pedicle screws; Degenerative lumbar disease

後路減壓植骨椎弓根螺釘內固定治療退變性腰椎疾病的臨床療效

符丹* 陳子傑 李衛平 劉通方 劉力 曾媛芳 張宇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fudan12345@yahoo�com�cn

腰椎退行性病變是指腰椎自然老化、退化的生理病

理過程。腰椎在反復承受擠壓、屈曲和扭轉等負荷力的

作用下，纖維環的後部由裡向外產生裂隙並逐漸加重，

使已變性的髓核組織從破裂處突出壓迫神經根。隨之導

致椎體唇樣增生，上關節突增生肥大，使側隱窩狹窄，

以及黃韌帶增厚骨化，腰椎不穩甚至滑脫等，使神經根

壓迫更加嚴重，從而出現腰痛、放射性腿痛、間歇性跛

行、嚴重者下肢麻木無力、大小便障礙，症狀無緩解時

需要接受手術治療[1,2]。本病病程較長，發病較為隱匿，

發展緩慢，腰腿痛症狀明顯，多呈持續性，對患者工

作、生活等造成嚴重影響[3,4]。本院自2005年5月~2015年

3月收治34例退變性腰椎疾病患者，行後路減壓植骨椎

弓根螺釘內固定治療。現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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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回顧分析2005年5月~2015年3月本院收治的34例行後

路減壓植骨椎弓根螺釘內固定治療退變性腰椎疾病患者

的臨床資料，經查體及影像學(X-ray片、MRI)檢查確診。

其中男20例，女14例；年齡58~75歲，平均65歲；病程最

短13個月，最長6年，平均2�3年。17例患者L4/5椎間盤

突出並黃韌帶增厚致椎管狹窄並腰4前滑脫，9例L4/5、

L5/S1椎間盤突出並黃韌帶增厚及椎體後緣骨質增生致骨

性椎管狹窄，3例L5/S1椎間盤膨出並椎小關節增生肥大

致神經根管狹窄並腰5前滑脫，5例L3/4、L4/5椎間盤突

出並椎小關節和椎體後緣骨質的退變增生肥大致椎管狹

窄。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腰腿疼痛，30例下肢麻木

乏力及間歇性跛行，23例合併高血壓或（和）糖尿病。

二、影像學檢查

X-ray片：正位片有側彎畸形，椎間隙左右側寬度

不一致；側位片見腰椎生理前凸減少或消失，嚴重者有

後凸，椎間隙可見前窄後寬或前後寬度一致，並有小關

節突增生硬化；腰椎動力位片見腰4、5椎體不穩。

腰椎MRI：椎間盤多節段或單節段變性、破裂、遊

離，黃韌帶肥厚，側隱窩神經根管狹窄，椎管矢狀徑橫

徑變小。

三、手術方法

均採用全麻，患者取俯臥位，腹部懸空。於病變

部位行腰部正中切口，緊貼棘突用電刀分離雙側骶棘

肌，充分顯露病變間隙及椎體小關節，止血使術野清晰

顯露。在C臂X光機定位下，雙側椎弓根置入合適椎弓根

螺釘。切除相應節段棘突，棘上韌帶，棘間韌帶，除雙

側椎板，黃韌帶及部份關節突，顯露硬脊膜並使側隱窩

及神經根管減壓至神經根不受壓。用神經剝離器牽開並

保護神經根顯露椎間盤，於髓核突出明顯處，用尖刀橫

形切開纖維環，髓核鉗夾取髓核組織，沖洗椎間隙。在

左側或右側髂骨取骨以備橫突間植骨。鈦棒預彎後與椎

弓根螺釘連接，雙側適當撐開，擰緊釘尾螺帽，橫樑連

接鈦棒固定，並在雙側橫突間植入自體骨。放置負壓引

流管，逐層縫合切口。

四、術後處理

術後引流管根據引流量於48~72小時拔除。術後

2天開始直腿抬高，預防神經根黏連。術後應用激素3

天，常規應用抗生素3~5天，營養神經藥物3月，3天後

佩戴腰圍下床活動，術後12天拆綫。

五、療效評價標準

術後根據MacNab標準進行療效評價。優：疼痛完

全消失，感覺和運動功能恢復正常，能夠正常工作和活

動；良：疼痛明顯減輕，感覺及運動功能基本恢復正

常，活動仍有限制；可：疼痛有所改善，感覺及運動功

能得到恢復，但仍無法工作；差：疼痛無明顯改善甚至

惡化，感覺和運動功能無明顯改善甚至惡化，不能參加

正常活動工作。

結 果

本組34例患者均術後12天拆綫，術後切口除1例

外均一期癒合。其中1例術中置釘時損傷右側腰5神經

根，經保守治療無效，術後1年拆內固定，繼續保守治

療神經根功能部份恢復。3例術中硬脊膜損傷。1例傷

口感染，經使用抗生素及換藥，傷口癒合。術後隨訪3

個月~60個月，平均30月。其中：優18例，佔52�94%；

良11例，佔32�35%；可5例，佔14�7%；優良率85�29%。

術後複查腰椎X-ray片除1例外其餘內固定均位置良好。

31例術後1年隨訪：椎弓根螺釘無鬆動，橫突間骨性融

合。

討 論

一、退變性腰椎疾病的診斷

退變性腰椎疾病至今還沒有一個廣為接受的定

義，其診斷標準也不確定，作者認為一定要將症狀、體

征、影像學檢查相結合，符合下面兩個條件就可以診

斷：1�病史及症狀特點：中老年病人，日常活動後腰痛

和/或腿痛，臥床休息後疼痛可以緩解，下肢麻木和/或

乏力，有不同程度的間歇性跛行；2�影像學表現：X綫

片有明確的增生性改變，動力位側位片腰椎椎體不穩

定，可以伴有或無相應椎體椎弓峽部骨不連的I度滑

脫；CT、MRI示相應的椎管狹窄及椎問盤突出或變性，

關節突增生、內聚，黃韌帶明顯肥厚，側隱窩、神經根

管狹窄，硬脊膜及神經根受壓等改變。

二、退變性腰椎疾病的治療

大多數退變性腰椎疾病患者通過臥床休息、服用

非甾體類消炎止痛及肌肉鬆弛等藥物、物理治療及腰圍

保護下活動等保守治療可有一定程度的緩解。

對於反復發作的腰腿痛，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和工

作者且保守治療效果不好，可以積極進行手術治療。此

類患者年齡均比較大，多合併有高血壓病、糖尿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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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疏鬆等疾病，因此在手術治療前一定要嚴格控制好原

有疾病，再行手術治療，這對患者安全度過圍手術期很

重要。

退變性腰椎疾病的手術治療方式有很多，各有利

弊，近年來微創手術也得到長足發展。作者採用後路全

椎板切除、橫突間植骨、椎弓根螺釘內固定，這種手術

方式能使椎管徹底減壓較好松解受壓的神經根，相對

PLIF或TLIF技術更簡單、更經濟，容易被術者掌握，但

手術破壞了脊柱後柱結構的棘突、棘上、棘間韌帶等

內源性穩定結構，故大多數需要內固定和植骨以增加脊

柱的穩定性，特別是腰椎退行性疾病本身脊柱的穩定性

較差。退變性腰椎疾病是否應用內固定治療，多數學者

是贊同使用，現在認為退變性腰椎疾病多因椎間盤外傷

後失去水分而變性繼發腰椎不穩，產生椎體和小關節的

增生、內聚，進而黃韌帶增生肥厚造成椎管和側隱窩狹

窄，產生間歇性跛行和下肢麻木、疼痛等神經症狀，如

果腰椎不穩進一步發展，會產生節段性不穩、脊柱滑脫

和退變性脊柱側凸等，而且減壓手術本身會產生醫源性

腰椎不穩，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所以固定和融合是非常

必要的，Fraser等[5]認為廣泛的椎管減壓勢必造成或加

重椎體問失穩，必須在減壓的同時進行適當的固定或融

合。Haasraj等[6]認為複雜型腰椎管狹窄症在進行充分

減壓的同時應對脊柱進行有效的固定和融合的觀點是一

致的。Zdeblick等[7]指出在脊柱融合術中，未用器械內

固定時，脊柱的融合率為45%，使用內固定後，融合率

高達100%。這些都說明退變性腰椎疾病進行有效內固定

的必要性，作者手術中採用後路椎弓根釘內固定，達到

了良好的固定和融合效果。

三、手術併發症的處理

本組5例患者出現手術併發症：1例右側腰5神經根

損傷，患者術後出現右側小腿外側麻木和右下肢乏力，

主要是椎弓根置釘技術不熟練，術後1年拆內固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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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肢肌力未完全恢復；1例術後傷口感染，經加強換

藥和使用抗生素傷口癒合；3例術中損傷硬脊膜，用8-0

的尼龍綫修補硬脊膜，術後未出現腦脊液漏。

四、退變性腰椎疾病手術的療效評價

為了對腰椎手術後的功能進行客觀的評價，作者

採用MacNab標準進行療效評價，發現患者術後功能症狀

有明顯改善，王曉東等[8]採用後路植骨融合加椎弓根螺

釘內固定治療腰椎退變性疾病的優良率為88%；高新星

等[9]應用後路椎弓根螺釘聯合椎間融合器治療腰椎退變

性疾病的優良率為88%；本組的優良率85%與上述作者相

仿。通過臨床實踐證明，經腰椎後路全椎板切除、橫突

間植骨、椎弓根釘棒系統內固定手術治療退變性腰椎疾

病，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手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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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在肺癌患者治療中的適應證、安全性及手術

方法。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10年3月~2015年3月澳門鏡湖醫院應用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治療

24例周圍型肺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4例，女10例；年齡37~78(63�0±9�5)歲。觀察術

中淋巴結清掃組數、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後胸腔引流時間、術後住院時間、併發症發

生率。  結果 圍術期無死亡。手術時間(196�7±58�0)min，術中出血量(206�7±171�1)mL，

術後胸腔引流時間(4�7±2�4)d，清掃淋巴結4~14枚，平均8�5枚，術後住院時間(9�2±3�4)

d。術後1例發生血胸，併發呼吸衰竭2例。隨訪20例，失訪4例，隨訪時間3~66個月，平均

31�2±19�0個月，隨訪期間因腫瘤復發5例，其中腫瘤轉移死亡3例；1例術後2年因子宮內膜

癌死亡，餘無復發。  結論 對周圍型肺癌患者採用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治療，全胸腔鏡下

肺葉切除術是一種安全、有效、更加微創的術式，適於經選擇的早期周圍型肺癌具有創傷

小、恢復快和疼痛輕等優點。手術安全性、根治性與開胸手術相似，可作為治療周圍型肺癌

患者的手術方式。

【關鍵詞】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周圍型肺癌；療效

Clinical analysis of complete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lobectomy for 24 
cases of peripheral lung cancer

CHU Wai Kuou*, LAM Man Seong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afety, efficacy and feasibility of complete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 lobectomy in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lung cancer.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linical data of 24 consecutive patients aged 37-78 (63.0 ±9.5) years old with 
peripheral lung cancer who underwent complete VATS lobectomy from March 2010 to March 2011 in 
Kiang Wu Hospital, including 14 males and 10 females. Parameters about lymph node dissection, duration of 
surgery, surgical bleeding, indwelling time of chest tube, hospital stay,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analyzed.   Results  No hospital death in our study. Operation time (196.7±58.0) min; 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206.7±171.1) ml ; post-operative drainage (4.7±2.4) d ; lymph node dissection 4-14 (8.5±3.5);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9.2±3.4) d. Hemothorax occurred in 1 case and 2 cases of respiratory failure 
during post operation period. 20 of 24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66 months (31.2±19.0 months). 
During follow-up, 5 patients with tumor recurrence, and 3 of them died of tumor metastasis, 1 patient died 
of endometrial cancer 2 years after operation, and other patients had no recurrence.  Conclusion   Complete 
VATS lobectomy is a minimally invasive technique for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lung cancer with better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nd less post-operative pain. The safety and extent of radical resection of complete 
VATS lobectomy is similar to those of routine thoracotomy lobectomy. Complete VATS lobectomy can be 
recommended as a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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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胸腔鏡手術(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已廣泛應用於胸外科各種疾病治療，已

成為新一代胸外科醫師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隨着手

術技術的日趨成熟和規範，VATS已成為治療肺癌患者的

常用手段。在肺癌手術方面，從小切口輔助下肺葉切

除術發展至現在的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加淋巴結清掃

術，VATS正逐步走向成熟。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已成為

治療肺癌的新型手術方式[1]，其住院時間短、疼痛輕、

術中出血少、能更早地恢復正常活動。本科自2010年3

月~2015年3月對24例周圍型肺癌患者採用全胸腔鏡肺葉

切除＋淋巴結清掃術，效果滿意。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24例周圍型肺癌患者，男14例，女10例；年

齡37~78(63�0±9�5)歲。主要臨床症狀為咳嗽、痰中帶

血及胸痛等，多數患者為體檢時發現肺部腫塊。術前

所有患者常規行心電圖，50歲以上患者行肺功能檢查，

未見明顯異常。所有患者均行胸部增強CT明確為肺部

佔位性病變，同期行腹部B型超聲波、頭顱CT或MRI檢

查、PET檢查，未見遠處轉移。在胸腔鏡輔助下行左肺

上葉切除術5例、左肺下葉切除術5例、右肺上葉切除術

5例、右肺中葉切除術3例、右肺下葉切除術5例、左全

肺葉切除術1例。術後病理分期（UICC 2009年）Ⅰa期

9例、Ⅰb期3例、Ⅱa期9例、Ⅱb期1例、Ⅲa期2例。腺

癌18例、鱗癌1例、淋巴上皮樣癌1例、神經內分泌癌2

例、細支氣管肺泡癌1例、骨肉瘤1例。

二、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均採用雙腔氣管內插管靜脈複合全身麻

醉，健側90°臥位，腋下墊枕抬高。手術切口分別採用

二孔法和三孔法，三孔法於腋中綫第7肋間或第8肋間取

1�5cm切口作為胸腔鏡孔，取腋前綫第4肋間或第5肋間

（上葉、中葉切除取第4肋間，下葉切除取第5肋間）切

口4cm為主操作孔，不放置肋骨撐開器，肩胛綫第6肋間

或第7肋間切口約1�5cm為副操作孔；二孔法觀察孔位於

腋中綫第7或第8肋間，長約1�5cm，主操作孔在腋前綫

第4或第5肋間，長約4cm，不放置肋骨撐開器。

術前無病理的患者行包括腫瘤的肺楔形切除或穿

刺，術中冰凍切片病理報告惡性腫瘤者，按照肺葉切

除。採用解剖性肺葉切除法，即採用肺動、靜脈和支氣

管分別處理的方法。肺門處理順序一般是先處理肺靜

脈、再處理肺動脈和支氣管（肺裂分化全的先處理動

脈，分化不全先處理支氣管），最後處理肺裂。肺靜脈

以內鏡直綫切割縫合器進行切斷。較細的肺動脈分支可

用鈦夾或超聲刀處理，也可使用絲綫結紮或Hemolock夾

閉處理。較大的肺動脈分支則用內鏡直綫切割縫合器進

行處理，肺動脈分支多時可分別或同時處理。支氣管用

內鏡直綫切割縫合器進行處理，其前請麻醉師鼓肺，餘

肺複張良好才切斷。在完成肺葉切除後常規清掃肺門和

縱隔淋巴結。打開縱隔胸膜，提起淋巴結，用電鉤或超

聲刀等將各組淋巴結連同周圍脂肪組織完整切除，送病

理檢查。手術結束前，胸腔內灌入溫生理鹽水，檢測支

氣管殘端有無漏氣及清洗胸膜腔。在所有手術步驟完成

後，確認無出血後在胸腔鏡直視下放置胸腔引流管，經

觀察口置入，上胸腔引流管可沿肺後外側上行置於胸

頂，下胸腔引流管可置於膈頂，依序縫合各切口。

三、觀察指標

觀察術中淋巴結清掃組數、手術時間、術中出血

量、術後胸腔引流時間、術後住院時間、併發症發生率。

結 果

圍術期無死亡。手術時間(196�7±58)min，術中出

血量(206�7±171�1)mL，術後胸腔引流時間(4�7±2�4)

d，清掃淋巴結4~14枚，平均8�5枚，術後平均住院時

間(9�2±3�4)d。術後併發呼吸衰竭1例，1例發生血胸，

需再開胸止血，併發呼吸衰竭，這2例均術後上呼吸支

持，其餘患者無嚴重併發症。隨訪20例，失訪4例，隨

訪時間3~66個月，平均31�2±19�0個月，3例因腫瘤廣泛

轉移分別於術後6個月，36個月和48個月死亡；1例術後

2年因宮內膜癌死亡，2例於術後18個月和48個月復發，

餘無復發。

討 論

全胸腔鏡肺葉切除加淋巴結清掃術，即完全通過

胸壁操作孔操作器械和直接觀察螢幕完成肺葉切除及淋

巴結清掃，其輔助小切口長度約3~5cm。手術者自始自

終在監視器下進行非直視操作，且不用撐開肋骨，不

需要切開胸壁大塊肌肉，最大限度地減少手術創傷和

術後疼痛，更符合VATS微創的特點[2,3]。隨着腔鏡手術

技術的發展，目前胸腔鏡下肺葉切除手術切口從四孔

法、三孔法，發展至近來的單操作孔（兩孔）[4]甚至單

孔(single port VATS)[5]。四孔法有兩個副操作孔，助



59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5, Vol 15. No.2鏡湖醫學2015年12月第15卷第2期

手可以積極有效地暴露，可以相對降低手術者的操作難

度。而單孔法取消了觀察孔和副操作孔，對手術者的技

術水平要求更高。

手術適應證是相對的，隨着電視胸腔鏡器械的研發

和手術技術的進步，電視胸腔鏡肺葉切除術的手術適應證

不斷擴大。胸腔黏連和肺裂發育不全早已不屬於手術禁忌

證[6]，在電視胸腔鏡下分離黏連更具有優勢。目前全胸腔

鏡解剖性肺段切除術也逐步應用於臨床[7]，且已有全胸腔

鏡下支氣管成形肺葉切除手術的報導[8]。有文獻報導114

例腫瘤直徑>5cm的肺癌患者行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結果

證實胸腔鏡肺葉切除手術治療的NSCLC患者與開胸手術患

者相比較，在安全性、徹底性和有效性方面無差異，是合

理可行的手術方式，且預後較好[9]。

術中手術方式的選擇應根據手術者的習慣和肺裂

發育的情況來確定，原則上以手術操作方便、降低手術

風險為標準。根據手術者的習慣，單操作孔（2孔）和

雙操作孔（3孔）以及4孔胸腔鏡手術均可以完成肺葉切

除術；另外還有單孔手術的報導，我們早期應用的是3

孔手術，後較多應用的是2孔手術。對肺裂發育較好的

患者，採用傳統肺葉切除手術的流程，鏡下解剖結構容

易適應，肺門結構的變異也易於發現和處理；對肺裂發

育不全的患者，單向式肺葉切除術在肺根部解剖肺門結

構，避免了在發育不全的葉間裂中尋找解剖肺動脈，從

而降低了手術難度，是較好的手術方式。

肺血管的處理是全胸腔鏡肺葉切除術的關鍵，術

中出血如處理不當可危及患者的安全，也是中轉開胸的

主要原因。在胸腔鏡下對肺血管的處理：1�應充分打開

肺血管鞘膜，肺血管的遊離應足夠長，使切割縫合器的

置入無阻力，如置入角度不佳有時，可更換置入切口，

或通過調整肺的牽拉方向予以改善；不可勉強置入，以

免撕裂血管；2�如遇術中出血，術者一定要冷靜，不能

用血管鉗盲目鉗夾止血，以免加重血管損傷，應立即用

胸腔內的吸引器、卵圓鉗等無創器械迅速壓迫控制出

血，然後將視野清理乾淨，檢查出血部位。如為分支出

血，多數可通過胸腔鏡下縫合、鈦夾夾閉、超聲刀止血

或結紮止血等有效止血；如為肺動脈主幹出血或分支出

血在胸腔鏡下止血困難，則果斷中轉開胸止血。

近年來的研究顯示，與傳統開胸手術相比較，在電

視胸腔鏡下肺癌系統性淋巴結清掃的站數和數目方面已

無明顯差異[10]。有文獻報導胸腔鏡肺葉切除術患者術後

肺功能受損傷較小，為一些肺功能差而無法耐受傳統開

胸手術的患者提供了手術機會[11]，全胸腔鏡肺癌根治術

經過10多年的觀察和考驗，能夠判定全胸腔鏡可以作為Ⅰ

期NSCLC一種常規的治療手段，並能達到與開胸手術同等

的遠期效果[12]；對部份Ⅱ期、Ⅲ期的肺癌患者行胸腔鏡

根治性切除術，目前也能達到與傳統開胸肺癌根治術同

等的治療效果[13]。美國國家綜合癌症網路(NCCN)和美國胸

科醫師協會(ACCP)的臨床指南中均已將全胸腔鏡肺葉切除

術列為治療早期NSCLC可供選擇的合理治療方式之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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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評價舌癌術後語音功能的改變。  方法 選取13例舌缺損病例，對術

前、術後語音功能進行主觀及客觀評價。  結果 術後患者無論語音清晰度及語音共振峰均

較術前有顯著性差異，表明皮瓣修復對語音功能恢復效果有限。  結論 舌缺損患者語音功

能的恢復應在手術恢復舌體解剖形態的同時借鑒唇齶裂治療中的語音訓練，有望取得更好的

效果。

【關鍵詞】舌癌；前臂皮瓣；语音清晰度；共振峰

Evaluation of articulation function of patient after tongue cancer resection and 
reconstructed by free forearm flap

LI Tang Xin
Department of orthodontic,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 and postoperative articulatory function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tongue cancer resection and reconstructed by free fore-arm flap.  Methods   13 cases of tongue 
cancer with hemi-glossectomy and free forearm flap reconstruction was evaluated by speech intelligibility 
and formant frequency of vowels during speech (Fl, F2, F3)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Paired-sample t-test 
was done using SPSS 17.0.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operative 
speech intelligibility and formant frequency of vowels.  Conclusion   The forearm flap reconstruction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articulation function recover. Speech rehabilitation may be the potential way for 
phonetic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Tongue cancer;  Forearm flap; Speech intelligibility; Formant requency

舌缺損前臂皮瓣修復術後患者語音功能的評價

李唐新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口腔科 

通訊作者  E-mail:alextx@outlook�com

近30年來舌癌一直佔據口腔癌部位發生率的第

一位。舌癌的治療目前仍以手術為主要手段，並根據

病情同時輔助以術後放療，術前術後化療及生物治療

等。除少屬早期病例外，術中多需切除部份舌體組

織。而舌作為主要的發音器官之一，在手術或外伤

後，由於其原有的形態和位置發生了改變，固有的運

動模式也将發生一系列變化，從而導致病理性语音的

產生，更進一步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本研究通過對

舌缺損前臂皮瓣修復術後患者语音功能進行評價，試

圖探討舌癌患者術後的語音康復的有效方法，進而進

一步提高患者術後的生活質量。

資料與方法

一、實驗設備

1�硬件系統

採用中山大學附屬口腔醫院語音訓練室及其語音

採集設備。主要包括話筒（採集聲音信號）及計算機

（分析處理數據）。

2�軟件系統

語音錄製軟件：Windows audition 3�0

語音分析軟件：Praat 5�3

數據處理軟件：SPSS 17�0

3�實驗量表

採用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口腔頜面外科語音病理實

驗室和華東師範大學共同研製的漢語語音清晰度測試字

表，包含漢字100個，包括所有漢語常用音節和次常用

音節。

二、病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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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半舌切除、游離前臂皮瓣修復術後三個月以

上的舌癌患者共13例，臨床分期為T1及T2，手術範圍均

為半舌切除。

病例納入標準：

1�臨床病理明確診斷為舌癌。

2�手術方式為舌癌擴大切除術+前臂皮瓣修復或臨

近瓣轉移修復。

3�術前舌體運動無受限或舌活動障礙。

4�術後採樣時無感染、轉移、復發等，術後未行

放療。

5�無智力、聽力障礙。

6�無明顯地方口音，可順利進行聲音採集。

7�測試時無感冒、咽喉炎、鼻炎等影響語音功能

的疾病。

分別採集術前及術後語音清晰度及頻譜分析數

據。病例年齡為36~66歲，平均年齡52�8歲。其中男性6

例，女性7例。根據國際抗癌聯盟TNM分期標準，T1期患

者4例，T2期患者9例。

三、數據採集及分析方法

1�語音清晰度評分

採用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口腔頜面外科語音病理實

驗室與華東師範大學共同研製的漢語語音清晰度測試字

表，包括漢字100個，包括所有漢語常用音節和次常用

音節。在語音室內，由示範者朗讀，並由患者跟讀。患

者發音時，端坐處於自然放鬆狀態，按提示逐字進行朗

讀，並由兩名審聽者各自按其所聽清的語音進行逐字記

錄，將所得結果與標準字表進行核對，計算各自記錄正

確字數的百分比，最後兩人的平均值即為語音清晰度的

結果。

2�語音頻譜分析

選用漢語拼音六個單元音a、o、e、i、u、ü為測

試樣本，在隔音室內測試，受試者處於自然放鬆狀態，

發音時端坐，口距麥克風10c m，發音強度應比平常講

話時稍微強，每個單字音節拖長約1�5s，間隔1s，利用

Windows Audition 3�0軟件按16位、單聲道，32000Hz

採樣頻率採入，文件格式為wav。

Praat語音工作站採用綫性預測編碼法(LPC)紀錄

被測元音的第一，二，三共振峰(Fl, F2, F3)。

3�主要分析指標

利用SPSS17�0對數據進行處理，計算術前及術後

三個月的語音清晰度及共振峰值的平均值和標準差。

並進行術前及術後語音清晰度及共振峰值進行配對t

檢驗。

本實驗流程可簡單表示如下：

發音人發被檢音—話筒—語音圖像化—保存樣

品—語音分析系統—檢測與定量—完成分析與評價。

結 果

一、語音清晰度測試結果

按照以上測試方法可得病例的語音清晰度結果如

下表（表1），對結果進行分析，計算兩組病例的均值

及標準差(Mean±SD)，可得兩組病例術前及術後結果對

照和兩組間術前術後分別對比的結果（表2）

表1�術前後語音清晰度

序號 術前 術後

1 93 88

2 98 90

3 99 95

4 90 89

5 89 83

6 99 93

7 93 90

8 88 89

9 97 94

10 96 89

11 90 87

12 98 96

13 99 95

表2�術前術後語音清晰度測試結果比較(Mean±SD)

組別 術前 術後 t P

A 94�5±4�2 90�6±3�8 5�66 <0�05

表3�前臂皮瓣修復患者手術前後共振峰的平均值比較(Hz，Mean±SD)

元音 組別 F1 F2 F3

a 術前 838�2±124�8 1435�7±202�3 2891�2±322�5

術後 846�1±112�4 1342�0±275�7 2724�8±376�2*

o 術前 527�3±103�4 790�4±89�0 2543�7±239�5

術後 481�2±114�7 883�1±163�4* 2679�8±415�7

e 術前 424�0±94�6 1527�1±253�1 2851�5±281�3

術後 533�2±77�9* 1358�6±178�6 2684�2±199�3

i 術前 311�3±108�2 2349�5±260�7 3352�1±344�1

術後 329�5±87�2* 2223�6±367�2 2877�1±406�7

u 術前 235�7±129�5 732�9±132�7 2925�0±327�5

術後 303�5±112�2* 845�8±125�4* 2899�3±343�2

ü 術前 253�7±95�0 2195�4±198�2 2757�6±318�2

術後 245�6±94�9 1978�2±239�1 2488�4±311�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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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表2可見，術後較術前語音清晰度有明顯下

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二、各漢語元音共振峰值測定結果

分別計算前臂皮瓣修復患者手術前後共振峰的平

均值及標準差，進行配對t檢驗，結果見（表3）

通過表3可見，前臂皮瓣修復患者術後三個月的

元音/o/F2,/e/F1,/i/F1,/u/F1,/u/F2較術前上升，

而/a/F3,/ü/F3較術前下降，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討 論

Kanther等早在1941年就將發音的過程分成五個部

份，即呼吸、發聲、共鳴、構語和神經協調。其中舌主

要作用於共鳴和構語兩環節。共鳴指在口、咽、鼻腔範

圍內，舌和相鄰組織協同作用，形成一定形狀、體積的

腔室（共鳴腔），對來自聲門某一頻率的發音進行放

大，屏蔽其他頻率的發音，從而產生一定音質、音強的

聲音。構語即在舌和牙、牙槽骨、硬腭等器官的相互作

用下，在口腔中形成一個特定的間隙，或一個瞬時的封

閉，當共鳴音通過時，可轉換為真正可懂的語言。由此

可見舌在這兩個環節所起作用非同一般，因此任何舌部

腫瘤及相關手術所致舌的形態、位置異常，均可使語音

發生改變。

舌缺損對語音功能的影響，可以表現在以下幾方

面：舌體的語言功能主要依靠舌的長度和舌的靈活運

動。舌癌根治手術後，舌體的長度和寬度都較術前明顯

改變，舌體運動的靈活性明顯降低，口腔內的空間發生

了變化，靠舌體的活動而形成的發音，如舌尖音、捲舌

音及舌背與軟腭形成的語音等，因通過聲門進入口腔

的氣流方向發生改變，患者的語音清晰度明顯降低，甚

至發生明顯或嚴重異常；舌癌根治手術範圍多數涉及口

底、牙齦、唇、頜骨等結構，這些正常結構的破壞以及

口腔內瘢痕的形成，使人體共鳴腔及構語腔隙的形狀難

以維持正常，進而影響語音清晰度；由口腔內結構的破

壞、手術刺激等因素引起舌癌術後流涎現象，進而影響

發音[6-9]。

一、舌癌患者術後語音清晰度變化

本研究利用配對t檢驗評價患者術前及術後語音清

晰度變化，從結果中可以看出，患者術後的語音清晰度

值有明顯下降。結果證實了部份舌體的切除不可避免的

會影響到患者的言語能力。其原因與舌體本身的解剖特

點有關：舌肌包括有橫肌、縱肌、直肌，構造複雜而精

細，且同時有舌外肌參與支配活動。對於發生於舌緣中

1/3未過中綫的舌癌行半舌切除時，切除的動力性肌肉

有：患側頦舌肌、舌骨舌肌；保存的動力性肌肉為咽前

柱、咽後柱，對側舌外肌。目前修復重建的目的主要是

覆蓋創面，增加靈活性，而對於所切除各肌肉的功能並

不能完全恢復[10]。

二、舌癌患者術後元音共振峰值變化

發聲時由於聲道的共鳴，聲音通過聲道時會產生

共振作用，頻譜中會出現一系列被增強的共振頻率，這

些共振頻率稱為共振峰。語音主要分為元音和輔音，其

中元音的聲源是聲帶顫動產生的週期性聲帶音。各共振

峰的頻率高低主要為各聲腔的形狀和大小所决定，因此

可以反映舌體或其他構成共鳴腔的器官狀態。許多學者

認為前3個共振峰對元音音色有質的規定性。由於每個

人聲帶的寬窄、厚薄和長短都不同，振動時產生的頻率

不一樣，不同聲音及同一聲音的正常及病理發音均有不

同的聲腔共振頻率值，稱為共振峰模式[11,12]。不同元音

有不同的共振峰模式，不同的共振峰模式取决於不同元

音產生時的聲道形狀。元音舌位模型理論指出，舌的形

狀及在口腔中的位置是决定元音共振峰的主要因素：F1

與舌位高低密切相關，舌位越高，F1越低；F2與舌位前

後密切相關，舌位越靠後，F2就越低；F3與軟腭下降及

腭咽閉合有關，軟腭降得越低，F3就越低。

從表3，表4中可以看到，前臂皮瓣修復術後患

者的部份元音共振峰值有變化。其中/o/F2,/e/F1, 

/i/F1,/u/F2較術前上升，而/a/F3,/ü/F3較術前下降，

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患者術後發元音/e/,/i/第一共振峰F1上升，可能是

因為，舌癌手術切除時常常累及口底，創緣與口底剩餘黏

膜縫合後影響舌體上抬，發這些元音時舌體需緊張上抬，

所以舌位相對變低，F1上升。而/o/,/u/是後元音，發音

時舌體需後縮，故發/o/,/u/時第二共振峰F2上升，是因

為舌體運動障礙導致舌後縮困難；舌位越靠前，F2越高。

而/a/,/ü/時第三共振峰F3下降，腭咽閉合不全。原因可

能是手術累及舌後份及咽腔，致使術後疤痕攣縮牽拉軟腭

下降；另一方面是由於舌體缺損不能形成有效的發音腔

隙，從而使軟腭代償性的增加了下降的幅度。這兩方面均

可導致患者發音時第三共振峰值下降。另外從結果中可以

看到，有些元音的共振峰值手術前後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可能原因是本實驗所選取的病例均為半舌切除，所缺損的

舌體對於這些元音的共振峰值無明顯的影響，也可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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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樣本量太小，未能顯示明顯的改變。

Wakumoto等認為前臂游離皮瓣修復較鄰近組織瓣

修復更有利於術後語音功能的恢復，因為行游離皮瓣移

植能够更好地恢復舌體形態，從而恢復舌的各項基本功

能[13]；陳傳俊等提出半舌切除後，鄰近組織瓣修復患

者術後的語音功能高於前臂游離皮瓣修復者，其認為行

皮瓣修復術後，所移植的皮瓣會影響舌體的靈活性及

活動度，進而影響語音功能[14]；而翁雁秋等提出舌癌

手術切除後運用前臂游離皮瓣或鄰近組織瓣進行舌重建

後，兩者均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代償運動，但均不能較

好地恢復患者術後的語音功能[15]。

本實驗的結果提示，前臂皮瓣修復舌體後患者的

語音功能仍較術前有明顯降低，這個結果與翁雁秋等所

提出的結果類似。對於舌切除範圍在半舌以內的患者，

皮瓣修復重建對術後語音功能的恢復情況並無決定性影

響。原因可能在於使用前臂皮瓣能够更好地恢復舌體外

形，能較完善地彌補缺損和覆蓋創面，但由於沒有運動

神經支配，皮瓣不能自主活動，需依靠剩餘舌體組織帶

動，反而影響剩餘舌體運動，成為發音的障礙物。

由此可見，對於半舌範圍內手術的舌癌患者行舌

體修復，主要目的在於徹底關閉創面的基礎上盡可能地

恢復舌體的各項基本功能，包括吞咽、語音、咀嚼、

味覺等。其治療原則是應當選擇適合缺損大小的修復手

段，達到既完善修復缺損，又不過度牽拉鄰近剩餘組

織，使重建舌仍有適當動度。

三、舌癌術後的語音恢復

從本實驗結果中可以看到，僅僅依靠皮瓣修復並不

足以使患者的語音功能恢復至正常水平。對於患者來說，

手術中進行的舌體修復重建只是其恢復良好的語音功能的

基礎，僅靠手術治療語音功能恢復程度有限，還需配合

非手術治療，這一方面可借鑒唇腭裂患者的序列治療，

進行術後的語音訓練。通過語音訓練幫助舌切除術後的

患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舌剩餘組織、移植組織及相鄰組

織，提高語音清晰度，從而得到更好的語音功能。舌癌

術後語音訓練採取何種方式以及療效如何，至今仍較為

缺少相關的具體研究，這也是進一步的研究方向[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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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椎或顱頸交界手術中椎動脈的損傷原因及處理

鄉志雄 廖挺 黃登輝 範耀華* 陳麗晶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神經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fanyiuwah@gmail�com

【摘要】  目的 總結在神經外科手術中醫源性椎動脈損傷的原因及處理。  方法 收集

2010年5月~2015年4月實行的頸椎或顱頸交界處手術病人資料。  結果 共126例病人實施頸

椎或顱頸交界處手術，其中4例（佔3�33%）患者的椎動脈在手術過程出現損傷，3例病人進

行椎動脈的修補手術，1例病人的椎動脈無法修補而直接結紮。  結論 在後顱窩手術、顱頸

交界手術及頸椎手術過程中，都有可能損傷到椎動脈。手術中直接修補是最有效的治療方

法，而術前MRI或者CTA等檢查對避免損傷有很大的作用。熟悉椎動脈的解剖及變異對我們神

經外科醫生非常重要。

【關鍵詞】椎動脈；手術；治療

Vertebral artery injury in the cervical or craniocervical surgery: Risk factors and treatment

XIANG Zhi Xiong, LIAO Ting, Matthew Wong, FAN Yiu Wah*, CHAN Lai Cheng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present incidence and management of iatrogenic VA injury 

during neurosurgical procedure.  Methods   Our institutional surgical database was queried fo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ervical or craniocervical surgery form May 2010 to April 2015.   Results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126 patients underwent cervical or craniocervical surgery and 4 (3.17%) cases of VA injury 
were identified. Primary microsurgical repair of the VA was performed in 3 patients. 1 patient had ligation.  
Conclusion   VA injury is an uncommon complication of cervical and/or skull base surgery. During the 
cervical or craniocervicalsurgical procedure, there may be damage to the vertebral artery. Direct surgical 
repair is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option. The most important preventative technique for VA injuries 
is preoperative MRI or CTA to detect VA anomalies. Such knowledge may be of use to the neurosurgeon.

[Key Words]  Vertebral artery; Operation; Treatment

頸椎及顱頸交界部位神經及血管眾多，解剖結構

複雜，在該區域進行手術時，有機會損傷椎動脈導致

術中大出血或術後嚴重的神經功能障礙。本院2010年5

月~2015年4月期間進行的126例頸椎或顱頸交界處手術病

人，該批病人手術過程中均暴露了一側或雙側椎動脈，

術中出現椎動脈損傷的共4例，現總結該4例病人手術情

況及相應處理，同時進行文獻複習，提高我們預防及處

理手術中椎動脈損傷的臨床技巧。

資料與方法

一、手術類型

2010年5月~2015年4月共進行126例頸椎或顱頸交界

處手術病人，該批病人手術過程中均暴露了一側或雙側

椎動脈。其中後顱窩腦腫瘤29例，Charil's畸形型3例，

小腦出血行後顱減壓47例，後顱窩血管畸形8例，頸椎椎

管內、外腫瘤23例，頸段椎管內血管畸形5例，後循環

動脈瘤11例。男71例，女55例，年齡13~79歲，平均46�8

歲。行經枕下遠外側入腫瘤切除手術27例；後顱旁正中

入路切除29例，後正中入路42例，頸部前入路3例，頸部

前外側入路手術25例，該批病人隨訪時間為3~48個月。

二、影像學檢查：所有顱內腫瘤類或頸椎疾病患

者均行MRI平掃增強掃描，詳細瞭解腫瘤情況；若腫瘤

與椎動脈關係毗鄰，需行MRA或CTA檢查；出血性疾病則

行CT掃描；血管畸形類病人須額外行DSA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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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在手術中，顯露椎動脈V1段的手術有22例，顯露

椎動脈V2段的手術有43例，顯露椎動脈V3段的手術有37

例，顯露椎動脈V4段的手術有16例，顯露椎動脈V5段的

手術8例。術中損傷椎動脈的共4例，佔3�17%，2例患者

在游離C1、C2椎體側塊是高速磨鑽損傷、1例是在作枕

下三角解剖時損傷，1例前外側入路切除椎動脈週組織

時電刀損傷。手術中進行受損椎動脈修補的有3例，1例

因無法游離夾閉椎動脈的近端，故直接行椎動脈的結紮

手術。病人均未見有明顯臨床神經功能症狀。該4例患

者3例行DSA檢查，1例行CTA檢查，檢查中見修補的椎動

脈無滲血或假性動脈瘤存在。

表1�126例頸椎或顱頸交界處手術中椎動脈損傷併發症分析

疾病類型 例數
椎動脈暴露

（左側/右側）
損傷 修補/結紮

後顱窩腦腫瘤 29 L=17; R=12 2 修補=2

Charil's畸形 3 L=2; R=1

小腦出血 47 L=23; R=24

後顱窩血管畸形 8 L=3; R=5 1 結紮=1

頸椎腫瘤 23 L=10; R=13 1 修補=1

頸椎管內血管畸形 5 L=3; R=2

後循環動脈瘤 11 L=6; R=5

討 論

隨著顱腦外科手術及脊柱手術的不斷發展，手術

中椎動脈損傷的報導不時出現，椎動脈損傷是少見而嚴

重的併發症，其發生率在0�3%~8�2%不等，各個部位的

手術，其損傷椎動脈的原因及機率亦有所差異[1-3]。

一、椎動脈損傷原因及機率

有兩個大型的研究提示，頸椎前入路術中椎動脈損

傷率在0�3%~0�5%[4-6]。C1-C2區域手術，特別是需要椎弓

根釘植入的，椎動脈發生率高達8�2%[3]。而在一篇meta

分析的文章中[7]，作者統計分析了163,324例頸椎手術病

人，共有111例患者手術過程中出現椎動脈的損傷。其

中後入路上頸段脊柱內固定手術中出現椎動脈損傷機率

最高，在全部椎動脈損傷患者中佔32�4%，椎體前減壓佔

23�4%，頸椎後入路手術佔11�7%，椎間盤摘除和頸椎前入

路各佔9%。而在這111例患者中，椎動脈解剖存在變異的

佔20%，也有很多的文章報導了椎動脈損傷病例中找到變

異的血管，因而動脈變異而導致術中難以確定椎動脈的

位置而導致損傷是一個重要的原因[8-10]。而且手術醫生的

經驗直接影響椎動脈損傷發生率，當頸椎手術超過300台

後，椎動脈損傷率可以由0�33%下降到0�06%。特別是使用

高速磨鑽時，手術醫生對於高速磨鑽的掌握相當重要。

在本組病例2例磨鑽使用過程中損傷椎動脈的病人都是發

生在2010年，提示初始階段手術醫生使用磨鑽技巧方面

仍需要加強訓練。而其中1例患者在使用單極電刀作分離

時，由於電刀高溫直接傳遞損傷到椎動脈。盡量使用剪刀

鈍性及銳性結合進行解剖，減少電刀的使用，若病人局

部組織滲血明顯必須使用電刀時，將電刀的輸出降低，

同時間斷對解剖區域進行沖水來有效降低局部的溫度。

二、手術中各段椎動脈保護

V3及V4段椎動脈的保護：枕頸交界區肌肉可分為

淺層、中層、深層三層。在解剖枕下三角時，向內側翻

開頭後大直肌，向外翻起上斜肌，向內下翻起下斜肌，

顯露深面的椎動脈和CI神經根。椎靜脈叢、椎動脈、C1

神經呈“三明治”樣排列，椎靜脈叢包繞著椎動脈。沿

著包繞椎動脈的椎旁靜脈叢很容易找到椎動脈而且能夠

有效保護椎動脈。當手術需要切除C1後弓，範圍應控制

在由寰椎後結節向外至椎動脈切跡。椎動脈一旦顯露，

則需要得到確切保護後才能繼續下一步手術[11]。在本

組病例中，有1例病人在解剖枕下三角時由於解剖層次

不清晰，導致椎動脈的損傷，這種損傷在目前看來絕大

對數都通過反覆的局部解剖鍛煉來避免的。

V2段椎動脈的保護：由於V2段椎動脈經六個頸椎的

橫突孔內上升，於V2段的遠端，則以寰椎橫突、肩胛提

肌、椎靜脈叢、C2神經為標誌。此處C2神經的腹側支總

是恒定地跨過椎動脈的後方，且緊靠椎動脈後壁，成為

恒定的解剖標誌，所以尋找腹側支神經是確認椎動脈的

可靠方法。同時孔間距從C7~C3逐漸減小，椎動脈在向

頭側行徑過程中逐漸內聚，並逐漸向椎體後緣移行，甚

至超出椎體後緣。因此，愈近頭側，術中減壓可操作範

圍愈小，尤其在接近椎體後壁向兩側潛行擴大減壓，以

及向後外側切除增生的鉤突，擴大神經根管時，應特別

留意保護椎動脈。另外由於V2段分支較多，吻合豐富，

手術過程中要注意到各分支及其吻合的情況，宜仔細分

離，不要過多損傷吻合支而導致椎動脈的供血不足[12]。

V1段椎動脈的保護：C7橫突孔矢徑最小，其後緣

基本與椎體後緣平齊，但椎動脈一般不穿過C7橫突孔，

向兩側減壓時，由於椎動脈V1段活動度較高，所以先要

解剖遊離頸長肌尋找椎動脈，以免直接造成損傷。術前

CTA、MRA或DSA檢查，均能明確椎動脈起源的變異，避

免術中造成損傷。

三、椎動脈損傷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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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手術中造成椎動脈損傷，若處理不當，會造

成術中嚴重的出血或術後神經功能障礙[13,14]。如果術

中能及時發現，均建議行一期處理。處理的方法有三

種：損傷處椎動脈直接修補、損傷處理椎動脈斷流結

紮、椎動脈損傷處進行血管內治療。處理原則為：1�控

制局部出血；2�防止椎-基底動脈急性缺血；3�防止腦

血管栓塞等併發症。在上述的meta分析中，在這111例

患者中，直接行填塞壓迫止血的方法最為常用，而90%

患者無永久性後遺症出現，5�5%的病人出現永久性神經

功能障礙，4�5%的病人死亡。

在該組病例所發生的4例椎動脈損傷病人中，我們

的做法是：局部使用腦棉壓迫止血，清理術野積血後嘗

試游離椎動脈的近心端及遠端，使用動脈瘤夾臨時阻

斷，再使用8-0 Prolene直接縫合修補破損部分的椎動

脈。若受損傷的椎動脈無法進行遊離阻斷的話，可以使

用較大的吸引器清除破口周圍的積血，使用Tachosil先

行封堵出血位置，然後再使用肌肉包裹破損的椎動脈，

該方法仍有可能出現遲發性腦血管栓塞、再出血或形成

局部假性動脈瘤等併發症的可能[15]。如果在上述方法

無法處理時，可以根據受損側椎動脈是否是優勢供血動

脈而選擇直接行近端及遠端結紮止血[16]。在術中發現

或懷疑椎動脈損傷的病例，術後應行血管造影，以瞭解

有無血管併發症發生及腦部血液供應情況，如出現假性

動脈瘤，可行椎血管內支架覆蓋手術解除隱患[17]。

四、手術前影像學評估

術前如果CT及MR I掃描提示病變靠近椎動脈時，

使用CTA、MRA甚至DSA明確椎動脈的走行、變異、哪

一側的椎動脈是優勢供血等是避免術中損傷的重要前

提[18]。術中X線透視及術中CT掃描等都可以明確手術的

範圍及正確的減壓方向，術中超聲多普勒能實時給予我

們瞭解椎動脈的走向及位置，當椎動脈損傷修復完成後

能夠瞭解血管是否存在狹窄等情況。電腦導航系統在頸

椎手術中的應用，較傳統手術方式能明顯降低椎動脈的

損傷率。相信隨著影像學及手術技術的發展，椎動脈損

傷等併發症的發生率也將隨之降低。

綜上所述，手術過程中醫源性椎動脈的損傷是少見

而嚴重的併發症，可以通過術前利用多種影像學檢查明確

椎動脈的走行、變異情況，充分熟悉局部解剖結構及提高

手術中器械的使用技巧等幾方面來有效避免不幸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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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尿道膀胱鏡下鈥激光治療兒童輸尿管囊腫3例報告

葉蔭霆 胡峰*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泌尿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huf-mr@vip�sina�com

【摘要】  目的 探討經尿道膀胱鏡下鈥激光(holmium laser)治療兒童輸尿管口囊腫

的療效。  方法 2014年7月~2015年7月對3例3側兒童輸尿管囊腫採用經尿道膀胱鏡下鈥激

光治療。手術均以鈥激光從囊腫膨脹時將囊腫低位切開並完整切除囊腫壁，使引流通暢。

結束手術前檢查囊腫在輸尿管噴尿期不再膨脹。  結果 所有個案均一次成功。手術時間

26~62min，平均42min術中出血量約0~2mL。無輸血或死亡等嚴重併發症。術後住院2~5天，

平均3天。3例患者術後病理檢查報告均示輸尿管口囊腫。1名患兒於術後出現血尿，觀察後

症狀消失，另外兩名兒童均無於術後出現不適。3例於手術後均隨訪，隨訪時間1~12個月。

術後跟進，經超聲波檢查證實無復發，無輸尿管尿液返流，無輸尿管開口狹窄。  結論 對

於兒童輸尿管囊腫，採用經尿道膀胱鏡下鈥激光治療療效滿意，值得推廣應用。

【關鍵詞】輸尿管囊腫；鈥激光

Case study of ureterocele treated with cystoscopic holmium laser in pediatric patients
IP Iam Ting,  HU Feng*
Department of U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cystoscopic holmium laser treatment of 

ureterocele relieving ureterovesical junction obstruction.  Methods   We reviewed the medical records and 
imaging studies of 3 children with ureterocele treated between July 2014 and July 2015. All of these children 
underwent cystopic holmium laser excision of the ureterocele. Cyst wall was totally removed by holmium 
laser.   Results   Total 3 boys of mean age of 4.4 years, 2 cases affecting on  left side and 1 case on the right 
side. Mean operative time and bleeding amount were 42mins (26~62 mins) and 0 to 2ml respectively. All 
patients performed voiding cystourethrogram (VCUG) and MRU before operation. No ureteral reflux,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occurred during post operation.  Conclusion   Cystoscopic holmium laser excision 
of ureterocel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line treatment in pediatric patient.

[Key Words]  Ureterocele; Holmium laser

輸尿管囊腫又稱輸尿管膨出，是指膀胱內黏膜下

輸尿管囊性擴張，其形成與胚胎發育有關。2014年7

月~2015年7月，作者採用經尿道膀胱鏡下鈥鐳射切開或

切除部份囊腫壁治療兒童輸尿管囊腫3例，取得滿意療

效，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3例，均為男童。年齡6月、2�7歲、10歲。3

例均為單側，左側2例，右側1例。臨床表現為排尿困難

1例，2例因胎兒期超聲發現腎積水，出生時覆查超聲檢

查。3例個案中，均無出現泌尿系統感染病史，尿常規

及尿液培養均未發現陽性指標。3名兒童都是通過超聲

波檢查診斷輸尿管。而且均進行排泄性尿路造影(VCUG)

及泌尿系統磁力共振水成像(MRU)檢查，3名兒童均排

除膀胱輸尿管返流，其中2名發現重復腎盂及輸尿管畸

形，雙側及患側各1名，未發現輸尿管開口異常(Ecto-

pic ureter)病例，術前3例個案中，均有不同程度腎積

水，但未發現囊內結石。術前1例行靜脈腎盂造影(IVP)

可見典型輸尿管囊腫蛇頭狀表現，透視下造影可見囊腫

呈節律性膨脹。術前均未行其它治療。術中見輸尿管管

口呈囊腫樣改變，同時可見節律性膨脹，其中囊腫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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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1cm有1例1側，而大於1cm但小於3cm佔2例2側。

二、治療方法

全麻下取截石位，臀部墊高。採用Olympus小兒膀

胱硬鏡(Fr�7/5, 7o, Fr�4�2操作通道)。激光系統名

稱？及最大功率200μm鈥激光軟式光纖，激光輸出參數

統一應用脈沖(pulse width)700nm，能量(energy)8W 

atts，手術中應用灌洗液為生理鹽水。經尿道插入膀胱

鏡，確定輸尿管口囊腫及輸尿管開口情況後。於囊腫底

部切開並完整切除囊腫壁。結束手術前檢查囊腫在輸尿

管噴尿期沒有膨脹，並且可應用膀胱鏡經輸尿管開口直

接進入患側輸尿管，均見通暢。手術過程中見患側輸尿

管噴尿，尿色清，未見沉渣或血尿噴出。

術後未有放置D-J管。術後留置雙腔導尿管1天後

拔除，排尿通暢，無血尿或排尿困難不適等表現。

結 果

3例均一次成功。手術時間26~62m i n，平均

42min。術中出血量約0~2mL。無輸血或死亡等嚴重併發

症。術後住院2~5天，平均3天。3例患者術後病理檢查

報告均示輸尿管口囊腫。1例於術後出現血尿，觀察後

症狀消失，另外2例均無於術後出現不適。3例術後均隨

訪，隨訪時間1~12個月。經超聲波檢查證實無復發，無

輸尿管尿液返流，無輸尿管開口狹窄。

討 論

鈥激光(holmium Laser)，其輸出波長為2100nm，

恰位於水的吸收範圍。當照射組織時，可以瞬間達到高

溫，引起被照射組織局部迅速汽化切割和凝結。鈥激光

對生物組織穿透度很淺，熱損傷區域範圍內止血效果

好，且在術中可通過調整能量和脈衝，達到有效的組織

凝固、氣化、切割及良好的止血目的，手術幾乎在無出

血、低損傷的情況下進行。[2]

輸尿管囊腫分為單純性和異位性。單純性囊腫完

全位於膀胱內，異位囊腫位於膀胱頸和後尿道[3]。按年

齡因素可分為成人輸尿管囊腫及兒童輸尿管囊腫，成人

輸尿管囊腫常為單純性輸尿管囊腫[4]。輸尿管囊腫的臨

床症狀無特異性，主要是輸尿管囊腫過大引起梗阻及返

流所致的症狀：反覆發生尿路感染、發熱、血尿、排尿

困難、腰痛、尿口有可複性腫物脫出等症狀。本組均為

兒童單純性囊腫。

輸尿管囊腫的診斷主要依靠影像學檢查，成人可

進行膀胱鏡檢查，兩者結合可提高診斷率。靜脈尿路造

影示膀胱內透明的圓形充盈缺損，邊緣光滑；在膀胱造

影劑與囊內充盈造影劑襯托下，囊壁呈光暈征，加之輸

尿管下端擴張，患側輸尿管酷似頭向下潛入膀胱內的

“眼鏡蛇頭”征，此為輸尿管囊腫的典型X線徵象。MRI

及MRU檢查可清楚顯示腎、輸尿管、囊腫大小及囊壁厚

度，可準確診斷囊腫開口及囊腫分型，當囊腫內液體與

原液信號相同時，定性診斷較為困難，而且MRI檢查費

用較高。在各項檢查中，B超費用低，無痛苦，簡單易

行，診斷符合率達80%~100%，可作為首選的篩選檢查；

靜脈腎盂造影能瞭解患側尿路情況，可作為常規檢查方

法；膀胱鏡是確診輸尿管囊腫、瞭解囊腫位置及大小，

同時鑒別膀胱內有無其他疾病的重要方法；排尿期膀胱

造影是觀察有無輸尿管膀胱尿液返流的主要方法，是評

估術前及術後有否返流的主要手段。

無論成人還是兒童，輸尿管囊腫的治療原則是解

除梗阻，防止返流，處理併發症及保護腎功能。手術是

治療輸尿管口囊腫的唯一有效方法[5]。隨著內鏡技術的

不斷改進和提高，現已被認為是治療輸尿管囊腫的首選

方法[6]。

我們應用鈥激光治療兒童輸尿管囊腫的體會

是：1�鈥激光有切割及止血功能，在切除囊腫壁的同時

可以止血，故手術時出血少。2�由於鈥激光的準確性，

在切開囊腫的同時，減少對輸尿管抗返流結構的破壞，

可降低術後出現返流的發生。3�置入膀胱管鏡時需仔細

操作，防止因術中損傷尿道致出現術後尿道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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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眼激光矯視術前視網膜病變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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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和分析近視眼患者激光矯視術前視網膜病變情況。  方法 選擇在

本院眼科接受激光矯視術前檢查的近視患者292例584只眼，散瞳驗光及眼底鏡檢查，記錄視

網膜病變的類型、數量及其位置，並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 292例584只受檢眼中，發現184

眼存在視網膜病變，視網膜病變的陽性率31�51%。視網膜病變以霜樣變性最多，佔45�7%，

色素變性17�22%，格子樣變性16�89%，非壓迫白變性6�95%，視網膜裂孔5�3%，其他(如視網

膜前膜及鋪石樣退變)佔7�94%。無一例患者發現視網膜脫離。視網膜病變的分佈位置，以

顳側半最多(36�75%)，其次依次為下方(32�45%)、上方(22�85%)及鼻側半(7�95%)。在低(<-

3�00DS)、中(-3�00DS~-6�00DS)、高(-6�00DS~-10�00DS)及超高度(>-10�00DS)四組近視眼

中，出現各類視網膜病變發生率分別為19�63%、28�17%、41�28%及57�14%。高及超高近視組

視網膜病變發生率高於低、中近視組，且有統計學意義。結果顯示視網膜病變的發生與等

效球鏡度呈負相關，與眼軸長度呈正相關，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年齡及角膜厚度無

關。屈光度與視網膜病變的類型間未見明顯特異相關性。  結論 高度近視眼視網膜病變發

生率高，且隨近視度數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對於準備行激光矯視手術的近視眼患者，在術前

做散瞳下眼底鏡檢查是必要的，可以及早發現已存在的視網膜病變，並作出適當的預防性處

理，能有效減少及避免激光矯視手術後視網膜病變惡化的風險。

【關鍵詞】近視；眼底鏡；激光矯視手術；散瞳；視網膜病變

To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pheral retinal lesions in myopia patients before LASIK 
procedure

LAM Lou, LAI Iat Fan*
Department of Ophthalmic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pheral retinal lesions in 

myopia patients before LASIK procedure.  Methods   Total 584 eyes (292 patients ) with myopia, pupil 
dilation and fundus examination were performed before LASIK . Record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ypes, 
amount and the position of retinal degenerations were done.   Results 184 in 584 eyes had peripheral retinal 
lesions such as white without pressure, pigment degeneration, snail degeneration, frosted degeneration, lattice 
degeneration, epi-membrane or holes. 31.51% eyes had peripheral retinal lesions. The most common lesions 
was frosted degeneration (45.7%), the second was pigment degeneration (17.22%), and the following was 
lattice degeneration (16.89%), white without pressure (6.95%), dry holes (5.3%), and others (epi-membrane 
and snail degeneration) (7.94%). No retinal detachment was found during the observation. Most of the 
lesions was situated in temporal quadrants (36.75%), the second in inferior quadrants (32.45%), and the 
third in superior quadrants (22.85%). The prevalence in low myopia group (<-3.00DS), medium group 
(-3.00DS~-6.00DS), high group (-6.00DS~-10.00DS) and extra-high group (>-10.00DS) is 19.63%, 
28.17%, 41.28% and 57.1% respectively. The prevalence in high and extra-hig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others. The data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valence of peripheral retinal lesions and the dio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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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準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術已成為矯正屈光不

正的最主要方法之一[1]。盡管隨着科技的發展及設備的

不斷更新，手術的效果得到穩定的提高，但伴隨屈光不

正所發生的視網膜病變並不能隨手術矯正屈光不正而消

失，最終可能發生視網膜脫離。視網膜脫離作為近視的

常見併發症之一，其發生率約5%，且近視度數越高發生

的傾向越大[2,3]，為保證激光矯視手術的療效、預防或

減少術後影響視力預後的併發症發生，對激光矯視術前

的視網膜情況進行全面檢查和正確處理，是一項十分重

要的措施。本院眼科將充分散瞳後眼底鏡檢查，作為手

術前常規檢查，並及時發現和處理視網膜病變，對保證

激光矯視手術的療效、預防術後併發症，取得了優良成

效。現選取本院眼科2013年1月~2014年11月激光矯視術

前，292例近視患者584只眼散瞳眼底鏡檢查結果進行總

結分析，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連續收集本院眼科2013年1月~2014年11月激光矯

視術前常規檢查的近視患者292人，共584眼（若屈光

間質混濁，包括角膜混濁或白內障者排除此研究）。

男165例330眼，女127例254眼；年齡18~47歲，平均

26�86±5�98歲；屈光度0D~-25�0D，平均-5�29D±2�6D，

散光≤6�00Dz，眼軸長25�79±1�2。激光矯視術前常規檢

查，包括視力、散瞳電腦驗光結合主覺驗光(以等效球鏡

度作為統計依據)、眼壓、角膜地形圖、

Oculyzer測量角膜厚度、IOL Master測眼

軸長度、裂隙燈檢查及散瞳眼底鏡（包括

三面鏡或前置鏡）檢查。對發現的視網膜

病變作詳細記錄，包括病變的類型、位置

和範圍。

結 果

292例584只受檢眼中男165例330

眼，女127例254眼；年齡18~47歲，平均

26�86±5�98歲；屈光度0D~-25�0D，平均-5�29D±2�6D，

散光≤6�00Dz，眼軸長25�79±1�2。在對全部584只眼的

檢查中發現184眼存在不同程度的視網膜病變，約佔被

檢眼的31�51%(184/584)。有的被檢眼同時存在不同類

型的視網膜病變。未發現黃斑區視網膜病變。49�18%的

患者為單眼發病。

病變的分類：視網膜霜樣變性最多，佔45�7%(138

眼次)、色素變性17�22%(52眼次)、格子變性16�89%(51

眼次)、非壓迫白變性6�95%(21眼次)、裂孔5�3%(16眼

次)，其他如（前膜及鋪石樣退變）佔7�94%。無一例患

者出現視網膜脫離。而本研究中以單一病變形式出現者

佔51�6%。詳見表1。

表1�184只患眼中視網膜病變的種類

病變類型 眼數 百分比%

非壓迫白變性 21 6�95%

色素變性 52 17�22%

鋪石樣退變 12 3�97%

霜樣變性 138 45�70%

格子樣變性 51 16�89%

前膜 12 3�97%

裂孔(干孔) 16 5�30%

302 100%

病變的分佈區域：視網膜周邊各類病變的分佈位

置，以顳側半最多(111眼次/36�75%)，其次依次為下方

(98眼次/32�45%)、上方(69眼次/22�85%)及鼻側半(24

眼次/7�95%)。其中顳側及顳上方病變佔顳側半約70%。

was negative, and positive with the length of eyeball. It is seems to have no relationship to the ages and the 
corneal thickness with the prevalence of peripheral retinal lesions. No relationship was founded between the 
types of retinal lesions and the diopter during the observation.  Conclusion   There is a high prevalence of 
peripheral retinal lesions in the eyes with high myopia, and the ratio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myopia 
diopter. Fundus examination of high myopia before LASIK can find out the existed retinal degeneration, 
reduce and avoid the risk of the retinal detachment after LASIK.

[Key Words]  Retinal degeneration; Myopia; LASIK

表2�視網膜退行性變的位置

上方 顳側 下方 鼻側

例數 百分比% 例數 百分比% 例數 百分比% 例數 百分比%

非壓迫白 0 0�00% 12 3�97% 6 1�99% 3 0�99%

色素變 13 4�30% 22 7�28% 14 4�64% 3 0�99%

鋪石樣退變 1 0�33% 2 0�66% 7 2�32% 2 0�66%

霜樣變 39 12�91% 46 15�23% 44 14�57% 9 2�98%

格子變 13 4�30% 20 6�62% 17 5�63% 1 0�33%

前膜 2 0�66% 1 0�33% 4 1�32% 5 1�66%

干孔 1 0�33% 8 2�65% 6 1�99% 1 0�33%

69 22�85% 111 36�75% 98 32�45% 24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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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表2、表3。

病變類型與屈光度的關係：在低、中、高及超高

度近視屈光組中，出現各類視網膜變性發生率分別為

19�63%、28�17%、41�28%及57�14%。

對Ⅰ、Ⅱ（低中度組）組和Ⅲ、Ⅳ（高度、超高

度組）組眼底併發症的患病率分別進行方差分析（見下

表所示）。結果顯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各組間有差

異，Ⅲ、Ⅳ組眼底病變發生率高於Ⅰ、Ⅱ組。

屈光組 * 有/無病變 交叉表

有/無病變
總和

N Y

屈光組
低+中 290 101 391

高+超高 110 83 193

總和 400 184 584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精確顯著性
 (雙尾)

精確顯著性
 (單尾)

Pearson卡方 17�661a 1 �000

連續性校正b 16�874 1 �000

概似比 17�267 1 �000

Fisher's精確檢定 �000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584

a�0格(�0%)的預期個數少於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60�81。

b�只能計算2x2表格

視網膜病變與屈光度關係（見表4）。

分析屈光度與各類變性間相關性，結果未見有統

計上意義。認為本研究中屈光度與視網膜退行性病的類

型間未見明顯特異相關性（見表5）。

病變發生頻率與年齡、屈光度、眼軸及角膜厚

度的關係（見表6）。顯示眼底病變的發生與等效球

鏡度呈負相關，與眼軸長呈正相關，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與年齡及角膜厚度無關。

討 論

隨着屈光不正激光矯正手術技術的不斷提高，激

光屈光手術越來越被廣大近視患者接受，人們對其引起

的併發症也日益關注。近年有關LASIK術後視網膜脫離

的病例也屡見報導[4-6]。近視眼不僅僅是屈光性眼病，

而且常常伴有視網膜病變的眼病。眼底病變發生的原因

不詳，但臨床研究表明它與近視明顯相關[7]。而其機制

目前認為是由於眼軸前後徑的延長，後極部擴張使顳側

和上方視網膜血管張力增加，脈絡膜與視網膜血供不良

而萎縮變薄，同時，玻璃體也發生退變、後脫離，各種

因素的綜合作用最終導致視網膜發生改變，甚至出現裂

孔，引致視網膜脫離[8-9]。

由於準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術的患者，尤其是高

度近視患者有玻璃體視網膜病變風險，準分子激光角膜

屈光手術只能矯正高度近視的屈光度，而不能治療近視

眼所伴隨的視網膜病變，所以，尽管做了屈光手術，術

後仍有發生視網膜裂孔及脫離的風險。目前，LASIK手

術過程中負壓環吸引時產生的高負壓能否導致視網膜變

性的加劇或者引起視網膜脫離尚存爭議[11,12]，部份學者

認為瞬時的高負壓並不會引起視網膜變性的加劇[13,14]。

雖然目前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使手術過程中負壓環的吸

力由原來的60mmHg降至35mmHg，且大大縮短了激光切削

的時間，但由於患者本身的高危因素，所以在屈光手術

前的檢查中，充分散瞳後詳細的眼底鏡檢查是必需的。

本組研究中，在接受LASIK術前檢查的292例584只

受檢眼中，周邊視網膜病變的發生率31�5%(184眼)，與

國內相關報導的發生率相近[15,16]。而具有視網膜退行性

變的患者中有49�18%的患者為單眼發病。

本組病例中觀察到近視眼周邊視網膜的各種退行

性變包括非壓迫白變性、色素變性、鋪石樣退變、霜樣

變性、格子樣變性、前膜及裂孔(干孔)，未見視網膜脫

離。在各類視網膜退行性病變中以以霜樣變性最多，

佔45�7%、色素變性17�22%、格子變性16�89%、非壓迫

白變性6�95%、裂孔5�3%，其他如(前膜及鋪石樣退變)

表3�顳、鼻側半視網膜病變的分佈

顳上 顳側 顳下

例數 百分比% 例數 百分比% 例數 百分比%

非壓迫白 0 0�00% 11 3�64% 1 0�33%

色素變 5 1�66% 11 3�64% 6 1�99%

鋪石樣退變 1 0�33% 1 0�33% 0 0�00%

霜樣變 18 5�96% 17 5�63% 11 3�64%

格子變 6 1�99% 8 2�65% 6 1�99%

前膜 0 0�00% 1 0�33% 0 0�00%

干孔 2 0�66% 2 0�66% 4 1�32%

32 10�6% 51 16�89% 28 9�27%

鼻上 鼻側 鼻下

非壓迫白 0 0�00% 2 0�66% 1 0�33%

色素變 0 0�00% 2 0�66% 1 0�33%

鋪石樣退變 1 0�33% 1 0�33% 0 0�00%

霜樣變 3 0�99% 3 0�99% 3 0�99%

格子變 0 0�00% 1 0�33% 0 0�00%

前膜 0 0�00% 3 0�99% 2 0�66%

干孔 1 0�33% 0 0�00% 0 0�00%

5 1�66% 12 3�97% 7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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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視網膜病變與屈光度關係

低度組 中度組 高度組 超高度組

例數/百分比例數/百分比例數/百分比例數/百分比 總例數/總百分比

非壓迫白變性 0 0% 7 2�32% 13 4�30% 1 0�33% 21 6�95%

色素變性 7 2�32% 26 8�61% 16 5�3% 3 0�99% 52 17�22%

鋪石樣退變 5 1�66% 5 1�66% 2 0�66% 0 0% 12 3�97%

霜樣變性 7 2�32% 59 19�54% 51 16�89% 21 6�95% 138 45�7%

格子樣變性 3 0�99% 28 9�27% 18 5�96% 2 0�66% 51 16�89%

前膜 1 0�33% 4 1�32% 6 1�99% 1 0�33% 12 3�97%

裂孔(干孔) 0 0% 7 2�32% 9 2�98% 0 0% 16 5�3%

為下方佔32�45%、上方佔22�85%及鼻側

7�95%。Schepens[21]統計示視網膜病變

部位以顳側區域為高發，這可能與顳側

視網膜血運供應較長有關。

我們通過對292例584只眼的分析

發現，不同屈光度組視網膜周邊部退行

性病變的檢出率不同，隨近視屈光度的

增加而增加。低度近視組(<-3�0D，不

包括-3�0D)、中度近視組(3�0~-6�0D，

不包括-6�0D)、高度近視組(-6�0D~-

10�0D，不包括-10�0D)及超高度近視組

(>-10�0D)周邊部視網膜發生率分別為

19�63%、28�17%、41�28%及57�14%。由

於臨床上高度近視一般是指度數>600度

以上的患者，此類患者的視網膜常有多

種退行性病變，近視度數愈高其變性發

病率愈高[22]。所以我們以低+中組及高

表5�屈光度與各類變性間相關性

屈光組 非壓迫白 色素變 萎縮 霜樣變 格子變 前膜 干孔

屈光組 Pearson相關 1 �106 -�099 -�125 �089 -�073 �045 �042

顯著性(雙尾) �066 �087 �030 �124 �203 �439 �465

個數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表6�病變發生頻率與年齡、屈光度、眼軸及角膜厚度的關係

有/無
病變 年齡 裸眼 球鏡 柱鏡 軸 等效屈光

球鏡度 眼軸長 角膜厚度

Pearson 相關

有/無病變 1�000 -�019 �019 -�190 -�038 �088 -�189 �179 �047

年齡 -�019 1�000 �013 -�156 -�017 -�120 -�153 �019 -�229

裸眼 �019 �013 1�000 �191 �048 -�100 �193 -�167 -�039

球鏡 -�190 -�156 �191 1�000 �117 -�104 �980 -�769 �026

柱鏡 -�038 -�017 �048 �117 1�000 -�398 �313 -�192 -�033

軸 �088 -�120 -�100 -�104 -�398 1�000 -�180 �150 �021

等效屈光球鏡度 -�189 -�153 �193 �980 �313 -�180 1�000 -�774 �018

眼軸長 �179 �019 -�167 -�769 -�192 �150 -�774 1�000 �128

角膜厚度 �047 -�229 -�039 �026 -�033 �021 �018 �128 1�000

顯著性(單尾)

有/無病變 � �320 �325 �000 �179 �017 �000 �000 �126

年齡 �320 � �376 �000 �337 �002 �000 �324 �000

裸眼 �325 �376 � �000 �122 �008 �000 �000 �173

球鏡 �000 �000 �000 � �002 �006 �000 �000 �267

柱鏡 �179 �337 �122 �002 � �000 �000 �000 �215

軸 �017 �002 �008 �006 �000 � �000 �000 �308

等效屈光球鏡度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000 �332

眼軸長 �000 �324 �000 �000 �000 �000 �000 � �001

角膜厚度 �126 �000 �173 �267 �215 �308 �332 �001 �

個數

有/無病變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年齡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裸眼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球鏡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柱鏡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軸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等效屈光球鏡度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眼軸長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角膜厚度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583

佔7�94%。患眼視網膜退行性變通常以單一種變性最多見，佔51�6%。

視網膜變性的部位以顳側半最多見，佔36�75%，與國內類似報導相

似[16-20]。其中顳上、顳下及顳側分別為10�6%、9�27%及16�89%，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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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組的視網膜變性發病率進行統計分析，證實存在

差異。說明視網膜周邊部退行性病變的發生率隨屈光度

的增加而增高。這與國內相關報導[16]相似。這一點具

有重要的臨床意義。說明近視性屈光不正與視網膜周邊

部退行性病變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性。所以，對於近視

的病人，特別是高度近視患者，即使是無症狀青年人，

也應定期眼底檢查。

本研究同時對不同年齡組、屈光組、眼軸長度及

角膜厚度與視網退行性病變檢出率間進行相關性統計分

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樣本內視網膜退行性病變與年齡、

等效球鏡度呈負相關，與眼軸及角膜厚度呈正相關趨

勢，但僅等效球鏡度及眼軸長與發病率間有統計意義。

說明屈光度數越高、眼軸越長，其發生視網膜退行性變

的機率越高。這與多數近視為軸性近視—眼軸越長近

視越高相符合。

本研究中屈光度與各類視網膜退行性病之間未見

明顯相關性。

為保證激光矯視手術療效、提升病人的滿意度，

及早發現視網膜病變、預防或減少術後併發症，對

LASIK術前患者進行詳細的眼底檢查以全面瞭解和正確

處理視網膜病變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措施。同時，了解近

視眼視網膜周邊部退行性病變在不同屈光度組的這種變

化及程度，對於合理選擇檢查和治療方法，預防及減少

視網膜嚴重併發症的發生將提供較大的幫助。

Kim JK, Kim SS, Lee HK, et al�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 versus 

laser-assisted subepithelial keratectomy for the correction of high 

myopia� J Catatact Surg, 2004; 30(7):1405-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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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腸套疊的超聲診斷及治療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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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超聲在小兒腸套疊診斷及水灌腸復位治療腸套疊中的應用價值。  

方法 回顧性分析經超聲診斷的暫時性小兒腸套疊及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的病例113

例，其中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治療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86例，總結小兒腸套疊超

聲圖像特點及分析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治療的效果。  結果 113例腸套疊中，小腸套疊19

例，全部12小時內自行復位；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94例，誤診4例，診斷正確的90例

中經手術復位2例，麻醉後自行復位2例，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86例。  結論 超聲可以作

為診斷小兒腸套疊的首選方法；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可以作為治療小兒腸套疊的首選方

法。

【關鍵詞】超聲；腸套疊；治療；診斷

The value of ultrasonography monitoring in the diagnosis and the treatment of pediatric 
intussusception

LIN Ning*, LI Jun, YANG Bo, CAI Xiao Lin, ZHANG Zhi Feng
Department of  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ultrasound detec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infantile intussusception and ultrasonic real-time monitoring in the reduction treatment of intussusceptions 
by using water pressure enema.  Methods   113 cases of temporary small intestine intussusception and 
ileoileocolic intussusception diagnosed by means of ultrasound det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which 86 cases of the reduction treatment of intussusception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water pressure 
enema under ultrasonic real-time monit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ltrasound image of the infantile 
intussusceptions and the effect of reduction treatment on intussusception with water pressure enema under 
ultrasonic realtime monitoring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Of 113 cases of intussusception, there were 19 
cases of small intestine intussusception, which were self reduced within 12 hours. There were 94 cases of 
ileoileocolic intussusception, including 4 cases were misdiagnosed and 90 cases were diagnosed accurately. 
In 90 cases of accurate diagnosed, except 2 cases of surgical reduction and2 cases of self reduced after 
anesthesia, others 86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water pressure enema reduction performed with ultrasound 
real-time monitoring.  Conclusion    Ultrasound can be used as a preferred auxiliary diagnostic method in 
the diagnosis of the infantile intussusception. The water pressure enema reduction with ultrasonic real-time 
monitoring can be used as preferred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le intussusception.

[Key Words]  Ultrasonography; Intussusception; Diagnosis; Treatment

小兒腸套疊是小兒急腹癥中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及

時的診斷和治療可以避免腸梗阻、腸壞死、腸穿孔的發

生。本文回顧性分析近年本院超聲輔助診斷暫時性小腸

套疊及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和在超聲監視下進行

水灌腸復位治療的病例，總結小兒腸套疊超聲圖像特點

及分析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治療的效果。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搜集本院2012年1月~2014年12月超聲診斷腸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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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例，其中小腸套疊19例，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

疊94例。患兒臨床均以陣發性哭鬧、嘔吐、腹痛，腹

部觸及或未觸及包塊、伴有或不伴有血便來就診，其

中男性74例，女性39例，年齡2個月~5歲，平均25�8個

月。19例小腸套疊全部12小時內自行復位；94例回盲

型（或結腸型）腸套疊，誤診4例，診斷正確的90例中

手術復位2例，麻醉後自行復位2例，超聲監視下水灌

腸復位86例。

二、儀器與方法

使用GE LOGIQ 9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7~12MHz。

檢查時患兒取仰臥位，對全腹部作縱向、橫向和放射

狀切面檢查，觀察腹部有無“同心圓”包塊，發現包

塊時，觀察包塊在腹部的位置，測量包塊直徑及套入

長度，觀察內部有無淋巴結回聲，懷疑為小腸套疊時

延長觀察時間及短時間內複查，觀察能否自行復位。

診斷為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時，進行超聲監視

下水灌腸復位。

結 果

19例小腸套疊均可見典型腸套疊超聲圖像（見圖

1），橫切面呈腸壁高低相間的“同心圓”征，直徑約

1�3~1�9cm，平均1�8cm；縱切面呈“套筒癥”，長度

約1�8~4�3cm；包塊位於右中下腹8例，位於左中上腹7

例，臍周4例，均位於小腸分佈區域；包塊在觀察期間

部份可見蠕動，所有包塊均在觀察期間或12小時內自

行復位、消失。

94例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其中有4例為誤

診，1例是闌尾炎包塊，1例是結腸肝曲炎癥，均經CT檢

查證實，2例為淤張腸管，經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時

證實；超聲診斷正確的90例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

“同心圓”直徑約2�4~4�2cm，平均3�25cm（見圖2），

縱切面呈“套筒癥”，長度約3�4~6�5cm；內發現淋巴

結48例，佔53%；包塊88例位於右上中腹，1例位於右下

腹，1例位於上腹正中。

超聲診斷正確的90例原發性腸套疊，其中手術復

位2例，1例因病程時間較長（3日），腹腔出現少量腹

水，患兒一般情況較差，已不符合水灌腸復位指針，1

例因水灌腸復位失敗行手術復位；2例患兒麻醉後自行

復位；86例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86例中有13例復

套，最多復位3次。

 

圖1�小腸腸套疊代表性的超聲圖像

橫切面呈腸壁高低相間的“同心圓”征，“同心圓”包塊直徑小，

1�7cm，“同心圓”包塊邊緣較清晰，腸壁無水腫表現。

 

圖2�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代表性的超聲圖

典型聲像圖是橫切面的“同心圓征”，同心圓”的直徑較小腸套疊

大，3�2cm，內發現淋巴結（箭頭所指）。

討 論

腸套疊為一段腸管套入與其相連的腸腔，是小兒常

見急腹癥之一。小兒腸套疊分原發性和繼發性，約95%屬

原發性；腸管無器質性改變為原發性，90%~95%由腸蠕動

紊亂、腸系膜過長、回盲部活動度大或感染等引起。由

消化道畸形、腫瘤、息肉等所致為繼發性[1]。小兒腸套

疊發病早期癥狀不典型者臨床診斷較困難[2]，如不能及

時明確診斷並將套入腸管復位，因腸系膜血管受壓，套

入部腸管可能絞窄性缺血而壞死、穿孔，甚至危及患兒

生命。按照腸套疊發生的部位可分為：回盲部型、結腸

型、小腸型，其中回盲部型發生最多，小腸型最少。

本組病例中，暫時性小腸套疊19例，包塊位

於小腸分佈區域任何部位，“同心圓”包塊直徑

小，<2�0cm；套入長度短，<3�5cm；“同心圓”包塊邊

緣較清晰，腸壁無水腫表現；包塊內均未見淋巴結回

聲；觀察期間可見包塊蠕動，部份包塊在觀察20~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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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時可見松解，最長時間12小時內包塊自行消失；以上

特徵與文獻報導一致[3]。暫時性小腸套疊無需灌腸治療

更不需手術復位，超聲發現疑為小腸套疊時，可以延長

觀察時間或數小時後複查，避免不必要的過度治療；對

於與回盲部型、結腸型鑒別較困難的小腸套疊，或數小

時後複查包塊沒有自行復位的患兒，必要時可進行CT檢

查，以明確診斷，避免延誤治療時間。

94例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其中有4例為誤

診，1例是闌尾炎包塊，經CT檢查發現腫脹闌尾呈環形迂

曲，形成一類似“同心圓”的包塊，回顧性分析超聲所見

圖像，可以發現該例包塊位於右下腹，與典型的腸套疊部

位（以右上中腹最為常見）不符，縱切面時“套筒癥”不

典型，而且患兒右下腹壓痛明顯，臨床癥狀與闌尾炎相

符合；1例是結腸肝曲炎癥，經CT檢查證實，因為腸管炎

癥，腸壁水腫增厚，在超聲橫斷面圖像上出現類似“同心

圓“的包塊，但仔細觀察並不能看到三層腸壁回聲，縱

切面上“套筒癥”也不典型；2例誤診腸套疊的為淤張腸

管，在進行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時，可見灌入的水直接

進入疑似腸套疊的“同心圓”部位，並沒有見到典型腸

套疊復位時所觀察到套入腸管慢慢退出的徵象，回顧分析

超聲圖像，橫切面上因淤張腸管管腔增粗，腸壁增厚，出

現類似“同心圓”的圖像，但仔細觀察也並不能看到三層

腸壁回聲，腸壁結構層次較清晰、完整，縱切面上“套筒

癥”也不典型。綜合上訴4例誤診為腸套疊的病例，當超

聲發現類似“同心圓”的包塊時，需要仔細觀察包塊的部

位、有幾層腸壁回聲、“套筒癥”是否典型，以及臨床癥

狀是否符合，延長觀察時間，觀察包塊是否會出現蠕動，

以盡量避免誤診的出現。

90例診斷明確的回盲型（或結腸型）腸套疊，典

型聲像圖是橫切面的“同心圓征”以及縱切面的“套筒

征”，“同心圓”直徑約2�4~4�2cm，縱切面呈“套筒

癥”，長度約3�4~6�5cm；內發現淋巴結48例，佔53%；

包塊88例位於右上中腹，1例位於右下腹（CT證實套入

腸管較短），1例位於上腹正中。回盲型（或結腸型）

腸套疊“同心圓”的直徑及“套筒癥”的長度均較暫時

性小腸套疊大，而且包塊較實、沒有蠕動，經常可見套

入的淋巴結回聲，是較容易鑒別的。

超聲對於腸套疊的診斷也存在局限性，不能具體

提示是哪段腸管的套疊，但這局限性並不影響對腸套疊

的診斷和治療。

傳統的腸套疊復位方法是X綫下空氣灌腸，本院採

用超聲監視下生理鹽水灌腸復位。對於診斷正確的90例

原發性腸套疊，其中手術復位2例，1例因病程時間較長

（3日），腹腔出現少量腹水，患兒一般情況較差，已

不符合水灌腸復位指針，1例因水灌腸復位失敗行手術

復位；2例患兒麻醉後自行復位；86例超聲監視下水灌

腸復位，86例中有13例復套，最多復位3次，水灌腸復

位成功率95%，與文獻報導的96�5%接近[4]。採用超聲監

視下生理鹽水灌腸復位的優勢：生理鹽水為介質，對腸

道刺激小，但復位時發生腸穿孔生理鹽水對腹膜無刺

激；避免患兒遭受X綫損害；操作在直視下進行，能直

觀時時觀察到套入腸管的退出，客觀評估治療效果；操

作簡便，對於復套的患兒可重複操作。

綜上所述，腸套疊在超聲上具有特徵性的圖像改

變，“靶環征”及“套筒癥”[5]，而且超聲檢查具有無

創、快捷、時實動態、可重複的優勢，所以對臨床需排

除腸套疊的患兒應及時行超聲檢查，超聲可以作為腸套

疊的首選診斷方法，並且超聲監視下水灌腸復位也可以

作為治療的首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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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例嚴重尿源性膿毒症病原菌分佈及耐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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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2009年~2013年間澳門鏡湖醫院重症醫學科病房34例嚴重尿源性膿

毒症的細菌培養及藥敏試驗結果，瞭解本院尿源性膿毒症的病原菌分佈及耐藥特點，為選用

合適的抗生素提供依據。  方法 對2009年~2013年收住本院重症醫學科病房的34例嚴重尿源

性膿毒症的血、尿培養標本，分離細菌並做藥物敏感性試驗。  結果 共檢出病原菌47株，其

中革蘭氏陰性細菌45株(95�74%)，革蘭氏陽性細菌2株(4�26%)。革蘭氏陰性桿菌以大腸埃希菌

為主，佔78�72%，其次為肺炎克雷伯菌佔10�64%。45株革蘭氏陰性細菌的產超廣譜β-內酰胺

酶(ESBLs)檢出率為24�44%。對喹諾酮類抗生素的耐藥嚴重，敏感性約50%；除Piperacillin/

Tazobactam（100%）外，對頭孢類和β-內酰胺類/β-內酰胺酶抑制劑的敏感性約60%~70%；

對碳青酶烯類100%敏感。  結論 本院尿源性膿毒症的病原菌以大腸埃希菌為主，對於尿

源性膿毒症病人的初始經驗性抗生素治療可直接選擇碳青酶烯類，避免使用喹諾酮類。

【關鍵詞】尿源性膿毒症；病原菌；抗生素；耐藥性

Pathogenic bacteria distribu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34 urosepsis cases 

HO Chi Nap, HUNG Wai Kwan, LI Da Bin*, WONG Hong Chio, SIO Fong I
Department of  A&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 To investigate the bacteria spectrum and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34 

urosepsis case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2009 to 2013,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oosing suitable antibiotics.  Methods   Bacterial identifica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tests were performed from the blood and urine culture of 34 urosepsis cases.   Results  47 bacterial 
strains were isolated including 45 strains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95.74%) and 2 strains of Gram-positive 
bacteria (4.26%). Most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were Escherichia coli (78.72%), followed by Klebsiella 
pneumoniae (10.64%). About 24.44%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isolates produced ESBLs. Bacteria 
were highly resistant to Quinolones and the sensitivity was about 50%. The sensitivity to Sephalosporins 
and β-lactams/β-Lactamase inhibitors was 60-70%, except Piperacillin/Tazobactam (100%) . Most 
were sensitive to Carbapenem (100%).  Conclusion    The majority of pathogens was Echerichia coli in 
urosepsis in our hospital. Carbapenems is the first choice in initial empiric antibiotic therapy in urosepsis, 
and Quinolones should be avoided.

[Key Words]  Urosepsis; Pathogens; Antibiotics; Resistance

泌尿系統感染是常見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嚴重者

可出現膿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作者對

2009年~2013年間收住澳門鏡湖醫院重症醫學科病房的34

例嚴重尿源性膿毒症患者的細菌培養和藥敏試驗結果進行

分析，瞭解本院尿源性膿毒症患者病原菌的分佈及耐藥性

特點，為選用合適的抗生素提供依據。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院重症醫學科病房於2009年1月1日~2013年12月

31日收治嚴重尿源性膿毒症共34例，其中男性14例，女

性20例。年齡22~89歲，平均年齡65�15歲。病死2例，

病死率為6�67%（4例轉外院治療的病例除外）。血培養

和尿培養的採集率為100%。所有病例均符合感染性休克

的診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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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義及診斷標準

尿源性膿毒血症是指泌尿系統或男性生殖器官感

染所導致的膿毒血症，診斷標準參考《嚴重膿毒症和感

染性休克管理指南》[1]。

三、標本來源

所有納入分析的標本均為診斷為嚴重膿毒血症收

入本科24小時內第1次採集，同一患者同一部位分離出

藥敏結果相同的同種細菌，視為同一菌株，不重複計入

分析範圍。

四、標本收集

血標本均經新穿刺的中心靜脈導管或新穿刺的外

周靜脈抽取；尿標本均為暫時夾閉尿管30分鐘後，嚴格

消毒導尿管口並以無菌注射器抽樣留取；其他標本均在

嚴格無菌操作下獲得。

五、細菌培養、鑑定及藥敏試驗

所有標本由本院檢驗科微生物實驗室處理。菌株

分離和鑑定採用法國生物梅裏埃公司Vitek 2 Compact

全自動微生物分析系統及配套鑑定卡和藥敏卡進行，藥

敏試驗按照美國臨床和實驗室標準協會(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標準的

選藥規則、判讀標準和質控要求進行。

六、ESBLs檢測

採用法國生物梅裏埃公司Vitek 2 Compact全自

動微生物分析系統，按照美國臨床和實驗室標準協會

(CLSI)標準進行。

七、數據處理

計算病原菌的構成比，抗生素敏感株的構成比和

耐藥株的構成比。

結 果

一、菌株檢出情況

2009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間，本院重症醫

學科病房共收治嚴重尿源性膿毒症34例，73份標本中

共檢出47株病原菌，陽性率為64�38%，其中同一標本

檢出2種病原菌者2例，佔2�74%。革蘭氏陰性細菌45株

(95�74%)，革蘭氏陽性細菌2株(4�26%)，沒有檢出真菌

(0%)。檢出革蘭氏陰性桿菌包括大腸埃希菌37株(佔所

有病原菌的78�72%)，肺炎克雷伯菌5株(10�64%)，其

他3株(6�38%)。檢出革蘭氏陽性菌2株，均為屎腸球菌

(4�26%)。47株病原菌的分佈及構成比，見表1。

二、病原菌耐藥情況

檢出革蘭氏陰性桿菌為主要病原菌，整體耐藥情

況並不樂觀，耐藥率較高的是喹諾酮類抗生素，在40%

以上，碳青黴烯類抗生素的耐藥率最低，未檢出耐藥菌

株。革蘭氏陰性桿菌對常用抗生素的耐藥情況，見表

2。革蘭氏陰性桿菌中以大腸埃希菌為主，耐藥情況大

致與革蘭氏陰性桿菌的耐藥情況相同，喹諾酮類抗生素

的耐藥情況更突出，其中氧氟沙星的耐藥率為56�25%。

大腸埃希菌對常用抗生素的耐藥情況，見表3。

三、ESBLs檢測情況

革蘭氏陰性桿菌產ESBLs的檢驗結果顯示，37株大

腸埃希菌中產ESBLs的菌株有11株，佔29�73%，對頭孢

類抗生素和喹諾酮類抗生素耐藥嚴重；不產ESBLs的大

腸埃希菌26株，佔70�27%，對常用抗生素的耐藥率均未

超過30%，對喹諾酮類的耐藥較為嚴重，接近30%；所有

檢出的37株大腸埃希菌中未發現耐碳青黴烯類抗生素的

菌株。5株肺炎克雷伯氏桿菌中未檢出產ESBLs的菌株；

其他陰性菌中未檢出產ESBLs的菌株。45株革蘭氏陰性

菌總的產ESBLs率為24�44%。大腸埃希菌ESBLs對常用抗

表1�ICU尿源性膿毒症47株病原菌的分佈及構成比(%)

病原菌 分佈株數 構成比

革蘭氏陰性菌 45 95�74%

大腸埃希菌 37 78�72%

肺炎克雷伯氏菌 5 10�64%

木糖氧化物色桿菌 1 2�13%

施氏假單胞菌 1 2�13%

脆弱擬桿菌 1 2�13%

革蘭氏陽性菌 2 4�26%

屎腸球菌 2 4�26%

真菌 0 0�00%

表2�ICU尿源性膿毒症革蘭氏陰性桿菌對常用抗生素的耐藥情況(%)

革蘭氏陰性桿菌

（n=45）

S I R

Amikacin 97�73 0�00 2�27

Netilmicin 86�05 6�98 6�98

Gentamicin 79�55 0�00 20�45

Amoxycillin-Clavulanic Acid 76�19 16�67 7�14

Piperacillin/Tazobactam 100�00 0�00 0�00

Sulbactam/Cefoperazone 60�61 0�00 39�39

Cefpodoxime 66�67 2�78 30�56

Ceftriaxone (Rocephin) 71�11 0 28�89

Cefuroxime 66�67 4�76 28�57

Ceftazidime ( Fortum) 75�00 0�00 25�00

Ciprofloxacin 54�55 2�27 43�18

Levofloxacin 56�82 2�27 40�91

Ofloxacin 50�00 0�00 50�00

Imipenem 100�00 0�00 0�00

Meropenem 100�00 0�00 0�00

Ertapenem 10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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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的耐藥情況的影響，見表4。

討 論

本院本組尿源性膿毒症病例的預後相對較好，病

死率較低，可能由於本組病例大多來源於社區感染，

存在的危險因素較簡單（以結石梗阻為主），而且嚴

格按照《嚴重膿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管理指南》[8]進行治

療，包括容量復甦、抗生素治療和有效的外科引流等

有關。

泌尿系感染的病原菌因原發性/繼發性，複雜/非

複雜，社區獲得性/醫院獲得性的差異而不同。研究結

果[2,3]同樣顯示革蘭氏陰性細菌是泌尿系感染的主要致

病菌，其中大腸埃希菌約佔50%。尿源性膿毒症的病原

菌與泌尿系感染的相類似，整體上大腸埃希菌佔50%，

克雷伯氏菌屬和其他腸道桿菌佔15%，變形桿菌佔

15%，銅綠假單胞菌佔5%，革蘭氏陽性菌佔15%[4]，另有

報導[5]大腸埃希菌佔61%。總體而言，大腸埃希菌是尿

源性膿毒症的最主要病原菌。本院本組病例中檢出的

病原菌最主要的是革蘭氏陰性細菌(95�74%)，而大腸

埃希菌所佔的比例特別高(78�72%)，革蘭氏陽性菌比

例較低，沒有檢出真菌。病原菌的相對單一是治療的

有利條件，根據國內病原菌和細菌耐藥情況的監測，

革蘭氏陽性菌的檢出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6]，因此本院

仍需密切監測病原菌和耐藥情況的變遷，及時調整抗

生素的治療策略。

泌尿系感染致病菌的耐藥情況因地區的不同存在

較大差異，歐美地區泌尿系感染的大腸埃希菌對頭孢

類、β-內酰胺類/β-內酰胺酶抑制劑合劑和喹諾酮

類抗生素的耐藥性均不到20%[7]；亞太地區的大腸埃希

菌的耐藥情況較嚴重，喹諾酮類抗生素的耐藥情況最

為突出，頭孢類抗生素的敏感率約為54�4%~76�7%，

喹諾酮類的敏感率不到50%，β-內酰胺類/β-內酰

胺酶抑制劑合劑和碳青酶烯類的敏感率大於90%[8]。

雖然本組病例的病原菌相對單一，但耐藥情況並不樂

觀。在革蘭氏陰性菌中，對喹諾酮類抗生素的耐藥情

況最嚴重，敏感性分別是Ciprofloxacin(54�55%)、

Levofloxacin(56�82%)、Ofloxacin(50%)；頭孢類

的敏感性也只有70%上下，Cefpodoxime(66�67%)、

C e f t r i a x o n e ( R o c e p h i n ) ( 7 1 � 1 1 % )、

Ce f u r o x i m e(66�67%)、Ce f t a z i d i m e(F o r t u m)

(75�00%)；β-內酰胺類/β-內酰胺酶抑制劑合劑抗生

素只有對Piperacillin/Tazobactam敏感性為100%，對

Amoxycillin-Clavulanic Acid(76�19%)和Sulbactam/

Cefoperazone(60�61%)的敏感率均不高；目前沒有

檢出對碳青酶烯類抗生素耐藥的菌株，Imi p e n e m、

Meropenem和Ertapenem敏感性均為100%。

超廣譜β-內酰胺酶(ESBLs)常見於腸桿菌科細菌，

其中以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最為常見。產

ESBLs腸桿菌科細菌的檢出率差異很大，日本和荷蘭檢

出率很低，印度和俄羅斯則高達50%以上[9,10]。根據中

國CHINET對細菌耐藥性的連續檢測，發現產ESBLs腸桿

表3�ICU尿源性膿毒症大腸埃希菌對常用抗生素的耐藥情況(%)

大腸埃希菌

（n=37）

S I R

Amikacin 100�00 0 0

Netilmicin 86�49 8�11 5�41

Gentamicin 78�79 0 21�62

Amoxycillin-Clavulanic Acid 72�97 18�92 5�41

Piperacillin/Tazobactam 100�00 0 0

Sulbactam/Cefoperazone 60�61 0 39�39

Cefpodoxime 64�62 0 35�48

Ceftriaxone (Rocephin) 70�27 0 29�73

Cefuroxime 64�86 5�41 29�73

Ceftazidime ( Fortum) 70�27 0 29�73

Ciprofloxacin 51�35 0 48�65

Levofloxacin 51�35 0 48�65

Ofloxacin 43�75 0 56�25

Imipenem 100�00 0 0

Meropenem 100�00 0 0

Ertapenem 100�00 0 0

表4�ICU尿源性膿毒症大腸埃希菌ESBLs對常用抗生素的耐藥情況的影響(%)

不產ESBLs 產ESBLs

（n=26） （n=11）

S I R S I R

Amikacin 100�00 0 0 100�00 0 0

Netilmicin 88�46 7�69 3�85 81�82 9�09 9�09

Gentamicin 80�77 0 19�23 72�73 0 27�27

Amoxycillin-Clavulanic Acid 76�00 16�00 8�00 72�73 27�27 0

Piperacillin/Tazobactam 100�00 0 0 100�00 0 0

Sulbactam/Cefoperazone 75�00 0 25�00 22�22 0 77�78

Cefpodoxime 100�00 0 0 0 0 100�00

Ceftriaxone(Rocephin) 100�00 0 0 0 0 100�00

Cefuroxime 92�31 7�69 0 0 0 100�00

Ceftazidime(Fortum) 100�00 0 0 0 0 100�00

Ciprofloxacin 73�08 0 26�92 0 0 100�00

Levofloxacin 73�08 0 26�92 0 0 100�00

Ofloxacin 70�00 0 30�00 0 0 100�00

Imipenem 100�00 0 0 100�00 0 0

Meropenem 100�00 0 0 100�00 0 0

Ertapenem 100�00 0 0 1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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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科細菌的檢出率逐年上升，2012年產ESBLs大腸埃希

菌和克雷伯菌屬的檢出率分別為55�3%和33�9%[11]。最

近的研究則提示泌尿系感染中產ESBLs大腸埃希菌和克

雷伯菌屬的檢出率分別為68�8%和49�1%[12]。本組病例

中產ESBLs的大腸埃希菌佔29�73%，逐年增高的可能性

大，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問題。不產ESBLs的大腸埃希

菌對頭孢類的敏感率都在90%以上，可視為有效，對喹

諾酮類的敏感率在70%左右；而產ESBLs的大腸埃希菌對

頭孢類和喹諾酮類的耐藥率均達100%；無論產或不產

ESBLs的大腸埃希菌均對碳青酶烯類100%敏感。由於病

例數不多，本次分析沒有就產ESBLs大腸埃希菌的危險

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因此未能提供根據危險因素判斷產

ESBLs可能性的本地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提供選擇

頭孢類抗生素的依據。

對於膿毒症病人，早期使用適合的廣譜抗生素可

明顯降低病死率和改善預後。有研究[13]顯示膿毒症病

人在血壓下降的第1個小時接受有效的抗生素治療，生

存率達79�9%，每延遲使用抗生素1小時，病死率增加

7�7%，該研究包括尿源性膿毒症病人在內。對於泌尿系

感染，不適當的抗生素治療有較高的病死率[14]。經驗

性抗生素治療需要根據當地的病原菌和耐藥情況選取適

合的抗生素。本組數據顯示，本院尿源性膿毒症最主要

的病原菌為大腸埃希菌，其中接近30%產ESBLs。根據本

院的實際情況，對於尿源性膿毒症病人的初始經驗性抗

生素治療應避免選擇喹諾酮類；只有在獲得確切的藥

敏資料（包括ESBLs檢測結果和MIC）的情況下才可使用

頭孢類抗生素治療嚴重的尿源性膿毒症；產ESBLs菌株

對β-內酰胺類/β-內酰胺酶抑制劑合劑的敏感性差異

很大，Piperacillin/Tazobactam或可作為選擇之一，

不宜選擇Amoxycillin-Clavulanic Acid和Sulbactam/

Cefoperazone；盡管氨基糖甙類中的Amikacin的敏感性

高達100%，由於其在體內分佈不理想且具有耳、腎毒

性，僅可作為聯合用藥而不單獨使用；對於嚴重的尿源

性膿毒症可直接選擇碳青酶烯類抗生素。我們的結論與

國際和國內的共識基本一致[15]。

泌尿系梗阻是尿源性膿毒症的重要病因，因此有

專家指出除了早期容量復甦和早期足量使用廣譜抗生素

外，及時控制和解除泌尿生殖道的危險因素至關重要[16]，

Dellinger RP, Levy MM, Rhodes A, et al�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2012� Crit Care Med, 2013; 41(2):580-637�

陳冬梅, 周鋒榮� 泌尿系感染常見病原菌的分佈及耐藥性分析� 中國

實用醫學, 2010; 5(27):37-38�

肖觀清, 李導, 孔耀中, 等� 966株尿路感染病原菌的分佈� 臨床腎臟

病雜誌, 2012; 12(4):162-164�

Menninger M� Urosepsis, Klinik, diagnostik und therapie� In: 

Hofstetter A, editor� Urogenitale infektionen�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 1998:521-528�

Rosenthal EJ� Epidemiology of septicaemia pathogens� Dtsch� Med� 

Wochenschr� 2002; 127:2435-40�

胡秀芬, 宋志香, 銀鵬飛� 尿道感染致膿毒症的病原菌及耐藥分析� 中

國全科醫生, 2007; 10(12):1019-1021�

Schito GC, Naber KG, Botto H, et al� The ARESC study: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n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pathogens involved in 

uncomplic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2009; 34(5):407-413�

Lu PL, Liu YC, Toh HS, et al, Epidemiology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profiles of Gram-negative bacteria causing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009-2010 results from 

the Study for Monitori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rends (SMART)�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2012; 40:S37-S43�

Goossens H, MYSTIC Study Group (Europe)� MYSTIC program: summary 

of European data from 1997 to 2000� Diag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01; 41(4):183-189�

Yamaguchi K, Ishii Y, Nationwide surveillance of parenteral 

antibiotics containing meropenem activities against clinically 

isolated strains in 2012� Jpn J Antibiot� 2014; 67(2):73-107� 

胡付品, 朱德妹, 汪複, 等� 2013年中國CHINET細菌耐藥性監測� 中國

感染和化療雜誌, 2014; 14(5):365-374�

吳多榮, 陳垂婉� 845例尿路感染患者菌群分佈及耐藥性分析� 國際檢

驗醫學雜誌, 2012; 33:1974-1975,1977�

Kumar A, Roberts D, Wood KE, et al: Duration of hypotension before 

initiation of effective antimicrobial therapy is the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survival in human septic shock� Crit Care Med, 

2006; 34:1589-1596�

Elhanan G, Sarhat M, Raz R� Empiric antibiotic treatment and the 

misuse of culture results and antibiotic sensitivities in patients 

with community acquired bacteraemia due to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J Infect, 1997; 35:283-288�

周華, 李光輝, 陳佰義, 等� 中國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腸桿菌科細

菌感染應對策略專家共識� 中華醫學雜誌, 2014; 94(24):1847-1856�

Wagenlehner FM, Weidner W, Naber KG� Optimal management of urosepsis 

from the urological perspective�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2007; 

30(5):390-397�

Sidney P� Regalado� Emergency Percutaneous Nephrostomy� Semin 

Intervent Radiol� 2006; 23(3):287-29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文劍明）

而緊急的外科引流則是簡單、安全和有效的方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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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臨床指引對預防呼吸機相關性肺炎的經驗分享

黃志華* 梁詠詩 呂咚咚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重症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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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提升呼吸機通氣病人床頭抬高和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套管氣囊壓力監

測的依從性。  方法 對護士、護士助理、病室服務員進行理論培訓；每次科會進行總結、

提醒；每天進行監督等措施。  結果 呼吸機通氣病人床頭抬高≧30o依從性合格率由31�2%

提升至57�93%，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套管氣囊監測合格率由28�22%提升至68�45%，VAP發生

率由8�5‰下降至7�85‰。  結論 每日監測預防VAP措施的執行情況能提高依從性的合格率，

使VAP的發生率有所下降。

【關鍵詞】呼吸機相關性肺炎；依從性；床頭抬高；氣囊壓力監測

Implementation of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an experience sharing 

WONG Chi Wa*, LEONG Weng Si, LU Dong Dong
Department of  ICU&CCU,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mote the compliance of head of bed elevation and endotracheal or 

tracheostomy tube cuff pressure monitoring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atients.  Methods   Provision of 
related theories training for nurses, nurse assistants, and ward attendants; supervision of related measures 
implementation; and summarizing and remind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in the department 
meeting.   Results    The compliance of head of bed elevation ≥30o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atients 
increased from 31.2% to 57.93%, the compliance of cuff pressure monitoring increased from 28.22% to 
68.45%, and the VAP morbidity decreased from 8.5‰ to 7.85‰.  Conclusion   The compliance improved 
when VAP prevention measures implementation were daily supervised, thereby the VAP morbidity decreased.

[Key Words]  VAP (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Compliance; Head of bed elevation; Cuff 
pressure monitoring

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簡稱VAP）是患者插管後超過48小時的一種

呼吸道感染[1]。VAP是醫院獲得性感染的主要原因，是

機械通氣治療中常見的併發症，使用機械通氣天數每增

加1天，VAP發生率增加1%~3%，醫院的總病死率有30%與

VAP所引起的病死率相關[2]，而且VAP佔醫院相關性肺炎

的80%，是在ICU中發生頻率最高的醫院獲得性感染[2]。

外國的研究指出，使用機械通氣的患者VAP發生率

為1‰~12�5‰，而且相關的歸屬死亡率為13%[3]。VAP的發

生使患者ICU住院時間較原來平均增加4�3~6�1天，總住

院天數增加4~9天[4]。因此，為了縮短住院時間、降低

醫療費用、降低病死率，預防VAP的發生是十分重要。

在ICU，機械通氣是常用的治療措施，但它也增加

了病人的死亡和出現合併症的風險，如呼吸機相關性肺

炎。減少機械通氣病人併發症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改善

其生活品質，保證機械通氣病人的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資料與方法

按照循證醫學證據和指引，結合本院ICU的實際情

況，將針對VAP的預防方法，在指南框架下，在ICU逐

步實施。正如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 

(IHI)指出[5]，即使有完善、最新的臨床指引，但若缺

乏有效的依從性，呼吸機相關性肺炎仍會發生。當中尤

以床頭抬高和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套管氣囊壓力監測的

依從性欠理想，故此本科自2013年6月起，對上述兩項

進行每日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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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床頭抬高≧30o依從性監測

措施：2013年5月份進行床頭抬高的記錄，6月份

起對護士、護士助理、病室服務員進行理論培訓；每次

科會進行總結、提醒；每天進行監督等措施。結果：由

5月至今，氣管插管病人床頭抬高≧30o依從性合格率由

31�2%提升至57�93%。

二、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套管氣囊監測合格率

措施：2013年5月份進行氣囊壓力監測的記錄，6月

份起對護士進行理論培訓；每次科會進行總結、提醒；

每天進行監督等措施。結果：由5月至今，氣管插管或氣

管切開套管氣囊監測合格率由28�22%提升至68�45%。

結 果

2012~2014年呼吸機相關性肺炎的發生率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感染人次 10人次 9人次 7人次

呼吸機使用人日 1174人日 1108人日 892人日

發生率 8�5‰ 8�12‰ 7�85‰

討 論 

實施臨床護理指引預防VAP的方法，值得推廣。重

症醫學的護理人員必須明確臨床護理指引的要點和原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 Rate per 1,000 Ventilator Days�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 2015�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neumonia (Ventilator-

associated [VAP] and non-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PNEU]) 

Event�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5� 

Launey Y, Nesseler N, Cousin AL, et al� Effect of a fever control 

protocol-based strategy on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severely brain-injured patients� Critical Care, 2014; 18:689�

Ibrahim EH, Tracy L, Hill C, et al� The occurrence of 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in a community hospital: Risk factors and 

clinical outcomes� Chest� 2001; 120(2):555-561�

Institute for Clinical Systems Improvement� Prevention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Health care protoco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Systems Improvement; 2011:39�

[1]

[2]

[3]

[4]

[5]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李麗瓊）

因，管理者可以製作相應的流程和指引來規範、監督護

理人員的操作。雖然臨床護理指引的內容較為詳盡、細

緻，但如果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而使VAP發生率未有下

降，再完美的方案也是無意義的。本科製作相應表格應

用到日常護理工作，起到良好的效果，並可透過適當的

激勵制度，以強化護士依從行為。預防VAP臨床護理指

引得到順利開展，必須由醫生、管理者、專科護士等組

成的專業團隊的密切配合，確保措施的及時、一致和到

位，並做好評價和效果干預，及時回饋和調整方案。

Bourne KA, Beebe JL, Lue YA, et al� Bacteremia due to 

Bifidobacterium, Eubacterium or Lactobacillus ; Twenty-one Cases 

[1]

參 考 文 獻

時進行血培養以明確診斷。針對雙歧桿菌感染，β-內

酰胺類抗菌素普遍具有較高的抗菌活性。Moubareck研

究顯示：雙歧桿菌的所有菌株，均對青霉素類（PG、

amoxicillin/augmentin、piperacillin等）和常用的

抗革蘭氏陽性(macrolides、clindamycin)以及碳青霉

烯類(imipenem、meropenem)抗生素敏感，但氨基糖苷

類高度耐藥，而頭孢菌素的耐藥率變異度較大。甲硝唑

(Metronidazole)廣泛用於抗厭氧菌治療，但對雙歧桿

菌的耐藥率卻高達38%，故並不可靠[7]。我們報導病例藥

物敏感試驗亦顯示雙歧桿菌對amoxicillin/augmentin、

meropenem敏感，但對PG、Ceftriaxone和Metronidazole

耐藥，故抗感染治療時需要注意和重視。 

（本文編輯：陳春燕）

（上接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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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歧桿菌致敗血症併ARDS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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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雙歧桿菌是一種革蘭氏陽性非芽孢厭氧桿菌

(anaerobic gram-positive non-spore forming 

rod)，作為腸道益生菌群的重要組成部份，通常被認為

是非致病菌，而益生菌產品亦已廣泛用於腹瀉和腸道

炎症的輔助治療。有報導[1]，從患者血培養標本中分離

出革蘭氏陽性非芽孢厭氧桿菌(包括痤瘡丙酸桿菌、雙

歧桿菌、真桿菌、乳酸桿菌等)的發生率非常低，約為

1/3500。韓國學者[2]於1999年，報導了一名19歲的男性

因腰椎間盤突出症接受小金針針灸後，因雙歧桿菌敗血

症而出現畏寒、高熱、黃疸及肝腫大病例。近年亦偶有

報導[3-5]，新生兒及成人服用益生菌產品作為輔助治療

腸道炎症、短腸綜合症、憩室炎等疾病時引致雙歧桿菌

敗血症並危及生命的病例。WEBER等[6]通過PubMED檢索

系統，直至2015年3月共檢索到21例“Bifidobacterium 

Septicemia”病例，其中嬰幼兒7例，成人14例。全部

嬰幼兒病例均有接受益生菌產品，用於壞死性結腸炎、

短腸綜合等的治療。相反，成人病例大部份沒有服用

益生菌產品的記錄，其中5例存在免疫功能低下（3例腫

瘤、2例SLE）、4例與妊娠相關。本文報導的病例，有

較嚴重的嗜酒及糖尿病，由於沒有胃腸道和其他器官侵

入性操作，我們評估本例雙歧桿菌敗血症，可能是嚴重

的基礎疾病引致機體免疫功能低下，急性胰腺炎發作

引起腸道黏膜炎損傷，導致腸腔內正常無害的細菌穿

過腸道上皮屏障，移行至血液形成敗血症。患者給予

Meropenom抗感染等綜合治療措施後，病情好轉，5天後

轉出ICU繼續治療。

通過複習上述病例及參考文獻報導，引致雙歧桿菌

敗血症的主要風險：1�早產嬰兒；2�免疫功能低下（包

括：糖尿病、嗜酒、免疫性疾病或使用類固醇激素和惡

性腫瘤等）。次要風險：1�腸道上皮屏障受損（腸道炎

症、侵入性操作）；2�通過空腸造口服用益生菌。經過

病例學習和分析，我們建議臨床醫生在診治具有上述危

險因素的病患時，應慎重或避免使用益生菌產品。雙歧

桿菌敗血症沒有特異性的臨床表現，需提高警惕，及

臨床上，雙歧桿菌引致敗血症(bifidobacterium 

septicemia)併休克罕有報導，本文報導1例急性胰腺炎

併發雙歧桿菌敗血症、休克及ARDS病例，報導如下。

患者 男性，52歲，因“持續性臍周痛、嘔吐2

天，伴咳嗽、氣促”急診就診。有糖尿病史10年，需胰

島素治療；吸煙20年，20支/天；嗜酒10年，每天喝35

度白酒約300mL。血氣分析，pH：7�0、PO2：101mmHg、

PCO2：10mmHg、HCO3：2�3mmol/L、BE：-27�3mmol/L；血生

化：Glu：53mmol/L、K+：7�0mmol/L、Na+：127mmol/L、

Cl-：89mmol/L、Ca++2�39mmol/L、Urea：17�5mmol/L、

Cr：171mmol/L；Ketone：8mmol/L、Lactate：5�4mmol/L、

Amylase：225U/L；血常規，WBC：16�6×109、Neu：0�88，

RBC：3�76×1012、Hb：139g/L、Hct：0�4、plt：97×109/L；

PTC：1�21ng/mL、CRP：176mg/L。初步診斷：1�糖尿病酮

症酸中毒；2�重度高鉀血症。收入內分泌科治療。患者因

病情加重，出現皮膚濕冷、心動過速、尿少(20mL/hr)併

呼吸窘迫及休克，轉入ICU予氣管插管；機械通氣。胸腹

部CT示：1�雙肺彌漫性大片狀磨玻璃樣改變，部份實變，

以雙下肺明顯；2�胰腺體部見囊性病灶(胰管擴張)，內見

點狀鈣化，胰腺實質受壓變薄，胰腺周圍片狀滲出影。

抽取血液標本送細菌培養後給予Meropenom抗感染、液體

復甦、Nor-adrenoline+Hydrocortisone及Sandostatin等治

療。血培養報告(72小時)：2個不同部位的2份血液標本，

均分離出雙歧桿菌屬細菌，藥物敏感試驗(詳見表1)。臨

床診斷：1�雙歧桿菌敗血症；2�急性胰腺炎；3�感染性休

克併ARDS。患者經ICU搶救治療後病情好轉，4天後成功停

用呼吸機及拔除氣管插管，5天後轉出ICU繼續治療。

表1�血培養細菌藥物敏感試驗

細菌種類：
Bifidobacterium spp�

敏感性
MIC

(ug/mL)

Carbapenem Meropenem S 0�047

Cephems Ceftriaxone R

Penicillin Augmentin S

Ampicillin S

Penicillin G R

Other type Metronidazol R

（下轉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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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M1成功治療HER2陽性轉移性乳腺癌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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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出現發熱，體溫38�5℃，予以激素以及退熱處理

後，體溫可降至正常。後續治療前予以Dexamethasone 

5mg，Phenergan 25mg預處理後無發熱反應。

討 論

HER2蛋白過表達見於15%~30%乳腺癌，是乳腺癌重

要的治療靶點。靶向HER2蛋白的單克隆抗體Herceptin

治療延長了49%的治療失敗時間(TTP)，提高了20%的總

生存率(OS)。然而Herceptin治療失敗後，尚無缺乏有

效的治療藥物[1]。其中可以選擇的策略之一是選擇新

型的HER2抗體。T-DM1是曲妥珠單抗和DM1（細胞毒性

藥物）偶聯的新型ADC藥物，HER2靶向抗體是曲妥珠單

抗，藥物是小分子細胞毒藥物DM1，是一種微管蛋白抑

制劑，二者通過穩定的硫醚鍵結合。通過曲妥珠單抗介

導進入表達HER2的癌細胞後硫醚鍵斷裂，釋放DM1來殺

死腫瘤細胞。

國際Ⅲ期隨機臨床研究E L I M I A[2]證實T-D M1較

Lapatinib+Xeloda方案顯著延長了OS(30�9月VS20�1

月，P<0�001)和DFS(9�6月VS 6�4月，P<0�001)。副作

用可耐受。基於這一項研究，2013年2月美國FDA批準了

T-DM1上市，治療既往接受過紫衫類以及Herceptin的轉

移性乳腺癌患者。TH3RESA研究則證實[3]，T-DM1較其他

臨床常用的方案更為有效。因此，T-DM1改變了HER2陽

性患者治療失敗後無藥可用的局面。

T-DM1於2013年12月在澳門上市，我們目前有4例

患者正在使用該藥物。在此例患者的使用過程中，我們

觀察到患者的近期療效明顯。腫瘤標記物CEA，CA125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肝臟病灶縮小51�9%，療效評價達到

PR。副作用方面，我們觀察到使用該藥初始出現2度過

敏反應（藥物熱>38�5℃），但白細胞，血小板減少以

及轉氨酶升高以及嘔吐腹瀉等副作用並未明顯觀察到。

由此可見，T-D M1是HE R2陽性的轉移性乳腺癌接

受過多綫治療，包括Herceptin治療的患者的較好的選

擇。此例患者還將繼續在本院後續治療，進一步治療效

果以及相關副作用，我們將進一步追踪監測。

HER2陽性轉移性乳腺癌在接受Her c e p t i n治療

失敗後，二綫治療難度較大，常規化療或再次使用

Herceptin治療的有效率不高，常面臨無藥可用的局

面。臨床研究資料提示新藥T-DM1提高了這一部份患者

的治療效果，我們分享本澳首例患者治療後獲得良好臨

床療效的經驗。

患者 女性，46歲，於2013年確診右乳癌，在內

地行TAC方案（紫杉醇240mg+吡柔比星70mg+環磷酰胺

900mg）新輔助化療3療程後於2013年6月18日行右乳癌改

良根治術，術後病理：乳腺浸潤性導管癌，Ⅱ級，免疫

組化：ER(-)PR(-)HER2(3+)，腋窩淋巴結11/15(＋)，術

後分期pT3N3M0，ⅢC期。術後行TAC輔助化療3療程，後

接受胸壁放療以及Herceptin治療1年。2014年11月發現

右側胸壁腫瘤復發來本院，治療前PET/CT：右側胸壁術

區皮膚代謝增高，考慮腫瘤復發，左乳腺2個結節，伴代

謝增高，考慮惡性。雙側鎖骨上，左腋窩，左側胸肌後

方，左側縱膈，腹腔以及腹膜後淋巴結腫大，肝臟轉移

瘤7�7×6�8cm。查體：右胸壁多發結節，破潰滲液，左側

乳房兩個質硬結節，左腋窩淋巴結腫大。

患者於2014年11月24日~2015年3月6日接受6週期

T-DM1治療（3�6mg/kg）。2015年2月複查CT，肝臟轉

移病灶3�7×2�6cm，左側腋窩淋巴結，左乳結節消失，

右胸壁結節破潰癒合，結節較前縮小。腫瘤標記物CEA

下降至8ng/ml，CA125下降到13u/ml。第1~2療程治療後

 

圖1�治療前後CT圖像（A）和胸壁病灶（B）變化

（下轉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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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複合小組織塊離斷再植1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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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手指複合小組織塊離斷傷是指由於外傷等原因使

手指的某一部份與指體連系中斷，不吻合血管不能成

活，離斷部份可包括指骨、肌腱、指甲等複合組織。

手指較小的複合組織塊離斷因組織塊內缺少知名

血管或可供吻合的血管細小（指動脈弓最粗一支外徑僅

0�20~0�30mm）[1]，再植難度較大，過去成功的報導不

多。本例為本院首例成功吻合血管再植的最小的手指複

合小組織塊。

對於手指指端指腹外傷性離斷，傳統的處理方法有

殘端修整短縮縫合、皮膚移植、皮瓣轉移或移植[2]等，

將影響手指的外觀與功能，尤其指端甲結構的缺失。原

位再植（回植）是最理想的方式，能最大程度上保留原

來的組織結構，外形改變和功能損失最少。隨着傷患對

審美及正常手外形的訴求，如果手術醫生具有嫻熟的顯

微外科基本功及充分瞭解手指局部顯微解剖與功能，只

要組織塊較為完好，應予積極再植，恢復其完整性。

由於手指複合小組織塊血管系統不完整，重建整套

血液循環較困難，如果靜脈回流不能有效建立，將危及

組織塊的生存。本例只吻合一條動脈，沒有合適的靜脈

可供吻合，術後出現靜脈回流障礙，經抗凝及局部按摩的

干預下才度過危機，後期也出現局部表皮壞死。有作者

認為[3]，因為手指指尖部離斷組織塊面積較小，耐受缺氧

能力較強，需要的血液營養要求較低，故只要少量血液

供應就能建立側支循環，使組織塊成活。隨着顯微外科

技術的發展成熟，血管吻合技術突破了原有的限制，使指

尖部離斷再植獲得較高的成活率。但該術式對手術醫生

的顯微外科技術要求較高，因此，必須要求顯微外科醫

師嫻熟的操作及術後嚴密的觀察，出現危象及時處理。

患者 男性，57歲，因左手電鋸傷致拇指末節尺側完

全離斷15分鐘而就診。病人左手拇指末節尺側缺損，指

骨爪粗隆尺側缺損外露，尺側甲板甲床遠端缺損，尺側

指動脈斷端栓塞但有搏動。離斷的拇指末節尺側複合組

織塊大小為20mm*14mm*5mm，斷面有破碎指骨附着，污染

較輕，黏着木屑（圖1、2）。電鋸傷還累及左示指，近

節橈掌側斜行不規則傷口，長32mm，部份皮膚缺損，屈指

深淺肌腱完全斷裂，近端斷端回縮，橈側指神經斷裂。

在臂叢神經阻滯麻醉下，上臂氣囊止血帶止血，

圖1                             圖2

圖3

顯微鏡下清創，去除指骨粗隆碎塊，找出斷離組織塊及

拇指殘端創面上血管並標記。斷離組織塊斷面有一條可

供吻合的動脈（指尖動脈弓分支）斷端，外徑0�3mm。

在22倍手術顯微鏡下，用10/0縫綫間斷吻合血管，通血

後見斷端滲血持續，無發現可供吻合的靜脈和神經，採

用加大間隔縫合皮膚，讓傷口適度撐開滲血以作為靜脈

回流通路。示指屈肌腱和神經也作相應縫合。

術後應用抗感染、抗凝等藥物治療2週，再植的拇指組

織塊順利成活，早期曾出現靜脈回流不暢，組織塊色澤稍

紫，經局部按摩等措施，3天後好轉，成活癒合後出現部份表

皮壞死。術後隨診半年，拇指外形與功能恢復滿意（圖3）。

章偉文, 陳宏, 王曉峰, 等� 530 例末節斷指再植的臨床研究� 中華

手外科雜志, 1999; 15(4):101-103�

李衛平, 徐中和, 朱向輝, 等� 指動脈逆行島狀皮瓣修復指腹和指掌

側缺損� 中華顯微外科雜誌, 1993; 16(3):207-209�

林浩, 黃東, 黃永軍, 等� 吻合一條血管的指端組織塊再植體會� 實

用手外科雜志, 2013; 27(4):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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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常；4�雙側腦室結構對稱，無腦室擴大或腦結構性

的改變的影像證據；5�排除其他病因[5]。

三、IIH的治療

目標是保護視力，降低顱內壓。

1�病因治療  消除病因後，部份患者症狀可消失[6,7]。

2�藥物治療 (1)乙酰唑胺(acetazolamide)：能減

少脈絡膜叢分泌CSF，降低眼內壓，改善患者視力[5]。

某研究發現，使用乙酰唑胺及結合低鈉減重飲食療法，

隨訪半年後，患者視力改善，顱內壓降低[8]。(2)降低

顱內壓藥物：如脫水劑甘露醇和利尿劑速尿等。(3)腎

上腺糖皮質激素：顱內高壓明顯時可與脫水劑、利尿

劑聯合應用[5]。(4)減少腦脊液生成：地高辛、洋地黃

等能減少CSF生成，但需洋地黃化量才有效，小劑量反

可使CSF生成增加[6]。(5)治療頭痛症狀：其與偏頭痛有

一些共同的特點，故可用普萘洛爾(propranolol)等藥

物。

3�手術治療  經保守治療後，若視力繼續惡化，

可考慮手術治療，如腦脊液分流等。

4�預後  IIH預後一般良好，病程為數天至3個月

左右，與病因有關(部份病因去除後能迅速恢復)，少數

可持續數年。但視神經乳頭水腫恢復較慢，甚至導致視

神經萎縮而失明[6]。

特發性顱內高壓(idiopathic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IIH)，或稱假性腦瘤(pseudotumor cerebri)、良性顱內高壓

(benign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BIH)，是一種常見的綜合

征，有頭痛等顱內高壓的症狀，可伴有視乳頭水腫表現，

缺乏神經系統體征，伴有腦脊液(CSF)壓力增高，其他化驗

檢查及影像學檢查正常。預後大多良好，但部份可伴視力

損害。2014年本院兒科收治IIH患兒1例，現報告如下。

患兒 女性，6歲，因“反覆頭痛1週，加重1天”

於2014年12月01日入院。患者頭痛呈持續性前額部疼

痛，無發熱或其他不適。既往史：無類似發作史，有服

用維生素A(3000IU QD×1年)史。查體：生命體征平穩，

GCS 15分，咽心肺腹查體正常，神經系統查體正常。

輔助檢查：血液學檢查正常。五官科會診後

排除五官科情況。眼科會診未見雙視乳頭水腫表

現。腰椎穿刺術測C S F壓力為225m m H2O（正常值為

70~200m m H2O）
[1]，CSF常規生化正常，蛛網膜試驗陰

性，CSF培養、單純疱疹病毒DNA陰性。顱腦MRI平掃和

雙側頸總動脈、頸內動脈超聲未見異常。

治療及結果：停服維生素A，予甘露醇脫水治療。

治療8天後，患者因私人原因簽字離院，當時患者頭痛

較前緩解，出院後隨訪2週癥狀緩解。

討 論

一、IIH病因：確切發病機制尚不清楚。肥胖、維

生素A攝入過多等都為可能病因[2]。4~7歲兒童維生素A

推薦攝入量1980IU/D，若日攝入達12000IU，長期可致

慢性中毒，出現顱內高壓表現[3]。本例患者服維生素A

劑量已超過推薦攝入量，故不能排除維生素A過量致顱

內壓增高可能。結合文獻報導，靜脈回流障礙、彌漫性

腦水腫及CSF吸收障礙可能是IIH的病因[2]。

二、IIH診斷：需排除顱內佔位性病變、非特異性

炎性反應和阻塞性腦積水[4]。在1937年Dandy的診斷標

準，及1985年經Smith修改的標準如下：1�有顱內高壓

的症狀與體征；2�缺乏神經系統定位體征（但外展神經

麻痺除外）；3�臥位行腰穿時CSF壓力升高，但CSF檢驗

沈曉明, 王衛平� 兒科學�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9:475�

王衛余, 盧剛, 朱飆, 等� 良性顱內壓增高症的診治分析� 溫州醫學

院學報, 2003; 33(2):136-137�

胡亞美, 江載芳� 諸福棠實用兒科學第7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2:521-522�

李來剛� 良性顱內壓增高症12例臨床分析� 檢驗醫學與臨床, 2010; 

7(10):963-964�

孫國英, 劉瑛, 高陽, 等� 特發性顱內壓增高症� 中華眼底病雜誌, 

2008; 24(2):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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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8(12):113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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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isu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and mild visual loss: the idiopathic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 treatment trial� JAMA 2014; 311(16):1641-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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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循環改善，毛細血管充盈時間<2秒，患兒轉平穩，

最後未予激素治療。

討 論

梅毒是由蒼白密螺旋體引起的一種性傳播疾病。通

過胎盤引起胎兒宮內感染者稱為先天性梅毒[2]。早期症

狀如下：1�一般症狀：發育、營養狀況差；哭聲嘶啞；

易激惹，黃疸，低血糖等；2�皮膚黏膜損害：常於生後

2~3週出現，皮疹為多形性；3�骨損害：出現於約90%患

兒，多發生於生後數週，長骨的幹骺端最易受累，常

因劇痛造成肢體“假性癱瘓”；4�肝、脾、全身淋巴結

腫大；5�血液系統表現：包括貧血、白細胞減少或白細

胞增多，血小板減少等；6�中樞神經系統症狀：多在生

後3~6個月出現急性化膿性腦膜炎樣症狀。本例患兒具

有哭聲嘶啞，低熱；皮疹為多形性，表現為全身散性斑

丘疹；口周或臀部皮膚呈放射狀裂痕；肝腫大。根據母

親梅毒病史、臨床表現及實驗室檢查(V�D�R�L：1：64; 

TPHA：1：2560)可以明確診斷患兒為先天性梅毒。本例

赫氏反應發生在首劑青霉素注射後45分鐘內出現，經停

用青霉素，心電監護，予生理鹽水擴容、藥物降溫，備

用氫化可的松等處理後患兒轉平穩。

在應用青霉素治療梅毒過程中有可能出現赫氏反

應，故應用青霉素治療梅毒時應驚惕：1�青霉素應由小

劑量起用（3~5萬單位/公斤/次）；2�在治療過程應密

切注意患兒體溫、循環、心率、呼吸、皮疹等變化，若

出現寒顫高熱、頭痛、全身酸痛、心率呼吸加快、皮損

加重，休克等症狀，應考慮赫氏反應可能，須立即停用

青霉素並予以對症處理；3�為了避免赫氏反應，可在使

用青霉素的同時合用皮質激素。

赫氏反應(Jarisch-Herxheimer)好發於先天性梅

毒患兒在應用抗生素，尤其在青霉素治療過程中，多發

生於首次治療後30分鐘至4小時內，患兒有寒顫高熱、

頭痛、全身酸痛、心率呼吸加快、皮損加重，甚至休

克，死亡[1]。現將近期發生1例病例資料報告如下。

患兒 女性，2+月。因確診先天性梅毒3週，皮疹

2天餘收入院。患兒為第1胎第1產；胎齡40+6週，出生

體重3�34公斤。其母妊娠後期患有梅毒病史，經性病研

究實驗室試驗(VDRL)及梅毒螺旋體顆粒凝集試驗(TPHA)

確診先天性梅毒。查體：體溫：36�5度，脈搏：104

次/分，呼吸：25次/分，體重：6�1公斤。神清，前

囪平軟，呼吸平順，頸部、大腿、臀部、顔面出現淡

紅色斑丘疹，表面少許脫屑；淺表淋巴結未及，結膜

無充血，咽紅，頸軟，無扺抗；雙肺呼吸音粗，無囉

音，心律齊有力，心率104次/分，未聞病理性雜音，

腹平軟，肝右肋下1�5厘米，腸鳴音存在；四肢暖，

病理征陰性。輔檢：血常規：白細胞：9�9x10e9/L；

血紅蛋白：92g/L；血小板計數：373x10e9/L；尿常

規及培養無異常L；生化大致正常，Ph7�422；氧分壓

150mmHg，碳酸氫根23�2mmol/L，Be：-1�3mmol/L；

V�D�R�L：1：64；TPH A：1：2560。根據母親梅毒病

史、臨床表現及實驗室檢查確診先天性梅毒。治療反

應：在使用青霉素1小時後，患兒出現寒顫、高熱、

四肢厥冷、心率呼吸加快、皮膚潮紅，皮損加重。

查體：體溫：40度，心率：200~210次/分，呼吸：55

次/分，血壓：85/45mmHg，頸部、大腿、臀部、顔面

現淡紅色斑丘疹加深；雙肺呼吸音粗，心率：200~210

次/分，未聞病理性雜音，腹平軟，肝右肋下2厘米，末

梢循環不良，毛細血管充盈時間>2秒。考慮患兒出現赫

氏反應，立即停用青霉素，予心電監護，生理鹽水擴

容、藥物降溫，備用氫化可的松，患兒約半小時後體溫

漸下降，平色轉淡，心率漸下降120~130次/分，四肢回 章敏姬, 先天性梅毒赫氏反應1例� 中華婦幼臨床醫學雜誌, 2008; 

4(2):31。

王衛平� 兒科學� 第8版�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4:134。

[1]

[2]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朱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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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傷性肺損傷合併肺氣囊1例報導

張曉戰1* 楊貞勇2 古紀璇1 王薇1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呼吸科 2�影像科

*通訊作者  E-mail:zhangxiaozhan282@sina�com

患者 男性，31歲，瑞典白人。職業：高空表演。

因“高處墜下致右胸、隻肩及左骨盆疼痛12小時”於

2014/06/21入院。既往2週前患“上呼吸道感染”已好

轉。否認肺結核等病史。2年前來澳門工作。否認吸煙

及粉塵接觸史。12小時前摩托車高空表演時意外從高處

墜下，右胸、隻肩及左骨盆疼痛劇烈，深呼吸時胸痛。

查體：呼吸平穩，對答切題。右上肺觸覺語顫減低，雙

肺呼吸音清，未聞及幹濕性羅音。左肩、胸部、雙下肢

多處擦傷。左髂骨開放傷清創縫合術後固定。

輔助檢查：CBC(2014/06/21): WBC 41�5×109/L, 

N%0�90, HGB, PLT正常。PPD、γ-干擾素陰性。痰普通細

菌培養及結核菌培養均陰性。胸CT(2014/06/21)見圖1。

治療及隨訪經過：入院後出現間斷咯血及低熱，

胸痛明顯，予止痛、預防感染、支纖鏡吸取血性分泌物

等治療後症狀好轉，咯血及低熱消失，約15天後出院。

複查胸CT：見圖2及圖3。複查CBC恢復正常。

討 論

肺挫裂傷為常見的肺實質損傷，多為迅猛鈍性傷所

致，例如車禍、撞擊、擠壓和墜落等，常表現為肺部滲

出、血腫、氣胸、血氣胸等，但合併肺氣囊並不多見。當

強大的暴力作用於胸壁，使胸腔容積縮小，增高的胸內壓

力壓迫肺臟，引起肺實質出血及水腫；當外力消除，變形

的胸廓彈回，在產生胸內負壓的一瞬間又可導致原損傷區

的附加損傷。CT表現包括：肺泡內滲液，表現為雲霧狀或

磨玻璃狀陰影；肺間質和肺泡內出血，表現為散在斑片狀

或大片狀密度增高影；肺泡、支氣管腔內分泌物、炎性滲

出物以及支氣管腔內凝血塊可堵塞小支氣管，引起小葉性

肺不張，表現為沿肺紋理分佈的小斑片狀陰影；當肺損傷

比較嚴重時，可發生肺實質的撕裂，而肺撕裂傷所形成的

裂口在周圍肺組織彈力回縮後形成囊腔，可有氣體或血

液進入，視氣體及血液進入囊腔的情況，CT表現為肺氣囊

腫、氣液囊腫、肺血腫。其中創傷性肺囊腫是診斷肺撕裂

傷的重要徵象之一[1]，在胸部損傷併發肺實質損傷中發生

率不足3%[2]。肺挫傷一般在傷後2~3天開始吸收，完全吸

圖1�(2014/06/21)：兩側氣胸，右肺壓縮25%，左肺壓縮5%；兩肺散
在多發大小不一類圓形、長卵圓形或欠規則含氣囊腫影，以胸膜下及
支氣管樹旁為主；其中最大一個位於右上肺，欠規則，邊緣呈分葉
狀，大小約5�2cm×7�8cm×3�0cm，壁厚，內含氣體及液體，見液平，
似空洞；另一較大囊腫位於左下肺胸膜下，呈長卵圓形，為單純含氣
薄壁囊腫，大小約11cm×2�9cm×1�6cm；其餘均為類圓形或長卵圓形單
純含氣薄壁囊腫，部份似囊狀支氣管擴張，均小於1cm；另外，兩肺
多發實變及淡薄滲出影；未見肋骨骨折；餘未見明顯異常。

圖2�(2014/07/02)、圖3(2014/08/11)：右上肺大含氣囊腫影逐漸縮小，
被液體填充，大小約4�7cm×3�2cm；左下稍大氣囊腫影也吸收縮小，由
液體充填；其餘小氣囊影均吸收消失。兩側氣胸及兩肺滲出影吸收。

收需2~3週以上[3]。本例滲出灶及氣胸在10天後已完全吸

收，囊腫在50天後仍未完全吸收。對比前後3次CT發現，

囊內氣體在10天時吸收完全，而血腫吸收較慢，50天時大

小仍有4�7cm×3�2cm。多數創傷性假性肺囊腫經保守治療

後囊腫多可吸收消失，少數可殘留索條狀影及斑片狀影；

極少數可合併感染、支氣管胸膜瘺等。

張光輝, 劉旭林, 唐小峰, 等� 肺撕裂傷的影像診斷� 中華放射學雜

誌, 2007; 41(1):37-39�

Patel D, Kamanger N� A patient with trauma having cavitary 

pulmonary nodules: should further workup be pursued? J Intensive 

Care Med� 2014; 29(5):302-305�

Voutsas V, Giakamozis A, Lazaridis T, et al� Post-traumatic lung 

pseudocysts: two case reports in ICU patients� J Thorac Dis� 

2012; 4(1):74-78�

[1]

[2]

[3]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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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述 ‧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腫瘤科

*通訊作者  E-mail:sumscaoyabing@hotmail�com

作者認為指南最重要的部份是對分子靶點治療的

評估。指南關注於已獲批準的藥物，例如bortezomib, 

ibrutinib, lenalidomide和temsirolimus。其中

temsirolimus是唯一獲得復發難治性MCL的適應症。

ESMO推薦這些藥物與化療藥物的聯合使用，這些方案的

緩解率介於30%~50%之間。

對於佔少數的早期患者來說，指南推薦誘導化療

聯合局部放療，但是數據較少。

對於有爭議的地方，例如中樞神經系統預防治

療，指南並無一致的推薦意見，甚至提到可以在復發

後再開始治療。對於PET/CT的應用也是有爭議的話題。

最後提到，值得關注的新藥包括idelalisib, BT-199 

(GDC-0199)和obinutuzumab(GA-101)。

在26號到30號召開的ESMO會議上，有幾項大型的

臨床研究數據得到更新。一項關於CD30抗體偶聯藥物

Adcetris聯合化療治療外周T細胞淋巴瘤(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 PTCL)的研究（摘要944O）。該研

究入組的是新診斷的PTCL患者，隨機入組接受續貫性

Adcetris和CHOP方案化療，或聯合化療(Adcetris＋

CHP)。最新的2年隨訪數據顯示，26例聯合化療患者中

23例完成了6療程化療，40%出現了不良反應（周圍神

經毒性，噁心，嘔吐，脫髮，腹瀉和呼吸困難）。2

年PFS是54%，中位PFS未達到。總生存率80%。由於該

方案的顯著療效，目前正在進行Ⅲ期臨床研究。另外

一項關於I/Ⅱ期濾泡性淋巴瘤的研究（摘要945O）探

索放療的作用。研究中患者共分為三組：侵犯野放療

（36例），Rituximab治療（38例）和Rituximab聯合

放療（34例）。Ⅲ/Ⅳ級不良反應無發生。CR率各組一

致。而Rituximab單藥和聯合組中位PFS較單純放療組長

（P<0�001）

（摘要946O）比較BEACOPP-14和BEACOPP-esc治療

高危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 HL)的安全

性和療效研究。在這項前瞻性研究中，98例高危HL患

者接受BEACOPP-14治療，117例患者接受BEACOPP-esc

化療。兩組患者的客觀緩解率，CR和3年OS均無差異。

BEACOPP-14組又較高的骨髓抑制發生率，而BEACOPP-

esc組有3例毒性導致死亡病例。但兩組副作用的發生率

歐洲腫瘤學年會(ESMO)是歐洲和世界聞名的腫瘤

學專業年會，每年舉行一次，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腫瘤

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的學者將分享各種腫瘤的基礎臨床

治療進展，和美國腫瘤學年會(ASCO)並稱為最著名的學

術盛宴。2014年ESMO在淋巴瘤方面進行大量研究，本文

對相關進展進行分析和解讀。

會議舉行之前，ESMO發佈了套細胞淋巴瘤(mantal 

cell lymphoma, MCL)的指南。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首

個關於MCL的指南。與NCCN的MCL指南不同。NCCN僅僅列

舉了不同的治療意見，而ESMO則只列出了推薦的治療方

案，範圍相對較窄，目的是盡量統一治療方案，使得不

同地區的治療方案具有可比性或重複性。

在病理診斷方面，ESMO指南解决了診斷和病理亞

型的問題。以前根據形態學可診斷出三分之一的MCL，

而目前根據特徵性cy c l i n D1過表達或者t(11;14) 

(q13;q32)染色體易位可診斷出所有的MCL，並且區分出

不同的亞型，即惰性型，初始化療後很快緩解，但又快

速復發；母細胞型，化療有效率低且預後差。每種亞

型中的基因表達具有不同的特徵，例如惰性型僅具有

t(11;14)染色體易位，預後相對較好；而其他表達P53

和P16缺失的亞型具有很差的預後。

ESMO提出了MCL的預後指標，稱為MCL國際預後指

標(MCL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MIPI)。

MIPI 包括了年齡，ECOG PS，LDH，白細胞總數等因

素，根據一个公式得出評分，低於5�7分屬於低危，

5�7~6�2為中危，6�2分以上為高位。值得注意的是，

Ki67評分虽未列在之內，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預後因

素。在歐洲的958位MCL患者中，三種預後因素患者的5

年總生存率分別是83%，63%和34%。

在治療方面，對於65歲以下的患者歐洲推薦續

貫性方案，即R-C H O P之後R-D H A P，繼之以自體幹細

胞移植，相比之下美國是R-HyperCVAD方案。對於佔

MCL大多數的65歲以上患者人群，ESMO推薦R-CHOP和

bendamustine-rituximab(BR)，並以Rituximab治療作

為維持。復發的患者採用BR或R-DHAP方案。

2014年ESMO會議淋巴瘤治療進展

李田芊 胡皓 曹亞兵* 



90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5, Vol 15. No.2鏡湖醫學2015年12月第15卷第2期

無顯著差異。

其他方面，會議對有關PET/CT作為療效評價標準

的討論。

18FDG-PET/CT是Hodgkin lymphoma (HL),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 and Follicular 

lymphoma (FL)的重要評價手段，並且制定了Deauville 

評價標準(DC)。DC標準已在上述亞型中進行驗證。數據

顯示DC標準可以準確判斷患者對治療方案的敏感性，

是個體化治療的重要手段。未來不僅可以檢測殘留病

灶，還可以對殘留病灶進行定量。除了SUV值以外，新

的指標例如高代謝病灶體積(metabolic tumor volume, 

MTV)和全病灶糖酵解水平(total lesion glycolysis, 

T L G)對DLBCL的預後判斷價值更大。綜上所述，目前

PET/CT在淋巴瘤預後的作用主要是：1�在治療中期（完

成第2或第4療程後）進行掃描，目的是判斷病灶對治療

的反應，並且調整下一步的治療；2�在治療結束後進行

掃描，重點分析殘留病灶，必要時活檢，以判斷療效。

新的指標或新的標誌物有助於提高檢測的準確性。

I/Ⅱ期濾泡性淋巴瘤治癒率較高，標準治療方法

是但是50%患者在10年內會復發，而且復發部位多數在

首次治療時放療野之外的部位。回顧性研究發現，患

者接受系統性治療聯合放療(IFRT)較單純放療可改善

PFS，但是OS無明顯區別。利妥昔單抗(R)能够增強淋巴

瘤細胞的敏感性，降低遠期復發率。題為“放療在I/Ⅱ

期濾泡性淋巴瘤的作用（摘要945O）”由意大利和澳大

利亞的兩所醫療機構發起，主要目的是對早起濾泡性

淋巴瘤的標準治療方法進行探索，研究共納入1995年

到2012年的108例患者，主要指標是PFS和OS，以及到下

次治療時間。三個治療組分別接受IFRT，R及IFRT＋R治

療，復發率分別是75%，47�3%和55�8%。利妥昔單抗降

低復發率20%。三組的PFS分別是2�3年，5年和6年，而

到下次需要治療的時間分別是2年，5年和6�6年，差異

均有顯著性差異。利妥昔單抗聯合放療較單純放療顯

著延長了PFS和到下次治療時間。主要結論是單純放療

(IFRT)的緩解率較高，但長期療效(PFS)不及聯合治療

的模式。聯合治療較單純放療或利妥昔單抗治療的療效

提高，可能的原因是利妥昔單抗對放療後的隱性殘留腫

瘤細胞的清除和控制。

在另一項“BEACOPP-14對BEACOPP-esc方案對預後

差的霍奇金淋巴瘤的作用（摘要946O）。”研究中，共

納入215例18-65歲的ⅡB期以上霍奇金淋巴瘤，分別接

受BEACOPP標準組（98例）和高劑量組（117例）治療。

兩組的CR率分別是73�5%和81%(P>0�05)，3年PFS分別是

85�1%和93�9%(P＝0�03)，但3年的OS數據無差異。毒副

作用數據中高劑量組的粒細胞減少發生率高於標準劑量

組。粒細胞減少性發熱無差異。該研究表明，兩種方

案均為治療預後差的HL的有效方案，客觀緩解率分別為

98%和98�3%。隨訪32月時兩組的總緩解率，CR率及OS無

差別，毒副作用均可接受，但高劑量組的3年PFS高，而

粒細胞減少的發生率也較高。

綜上，本届ESMO會議對淋巴瘤的研究體現在分子

基礎，療效評價指標和治療方案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實

用性，對臨床具有指導意義。

（本文編輯：朱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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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纖維組織增生）的生存率只有75%。田璇等[9]研究選

取具有BAC特徵的肺腺癌209例，全組患者5年生存率為

56�9%。隨着對肺腺癌研究的深入，特別是分子生物學

及靶向治療[10]的應用，依據2004年WHO肺和胸膜腫瘤組

織學分類，診斷結果不能為臨床提供比較有價值預後的

信息。因此，2011年2月國際肺癌研究協會(IASLC)、美

國胸科協會(ATS)、歐洲呼吸協會(ERS)聯合發表了肺腺

癌國際分類法[11]。根據新分類中的病理分類，肺腺癌

手術切除標本分為浸潤前病變、微小浸潤性腺癌、浸潤

性腺癌和浸潤性腺癌的變異型4種基本類型。

二、細支氣管肺泡癌新分類特點

1�廢除了細支氣管肺泡癌(BAC)診斷術語

2004年WHO分類雖然對BAC的診斷作了嚴格規定，

只有“腫瘤細胞沿着以前存在的肺泡結構生長（貼壁狀

生長），而無間質、血管或胸膜浸潤證據”。實際上，

以往診斷的BAC包括了從原位癌、微浸潤癌到浸潤性癌

各種類型。BAC作為腺癌的一種特殊類型，起源於細支

氣管上皮和肺泡上皮，病理組織學上再分成非黏液性

(non-mucinous)、黏液性(mucinous)、混合性(mixed)

或不定性(indeteminate)。多數BAC為非黏液性，黏液

性佔25%，混合性罕見。所以大多數以前含有BAC成分的

肺腺癌，如今都應劃歸為混合型肺腺癌。其中BAC成分

較多的的黏液型腺癌，呈一側或雙側肺瀰漫”肺炎性結

節”樣表現，這種腺癌以釘突樣方式播散性生長，如所

謂黏液型BAC。以往這些從非浸潤性腫瘤、低度惡性腫

瘤到高度惡性腫瘤都歸為"BAC"，給臨床診治和預後判

斷等都造成很大的混亂，而且給癌症登記流行病學研究

帶來困難，故新分類廢除了“BAC”這一診斷術語。

2�新分類首次提出AIS和MIA的命名

2004年W H O認為不典型腺瘤樣增生(a t y p i c a 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AH)是細支氣管肺泡癌(BAC)

癌前病變，新分類首次提出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和微小浸潤性腺癌（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MIA）的命名，並將AAH和AIS一起歸入

肺腺癌的浸潤前病變(preinvasive lesions, PL)。在病

理診斷中曾經所用的“BAC”被局限為是貼壁樣生長或

至少是貼壁樣生長為主，不管腫瘤的大小、孤立性和多

肺癌是人類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發病率和死

亡率呈逐年上升趨勢，目前發病率已居世界首位[1]。其中

肺腺癌幾乎佔一半，而且也是非吸煙人群中最常見的肺癌

亞型[2]，以澳門人口而言，在登記的新發病例中肺癌佔第

二位(12%)，就癌症死亡個案而言，肺癌居首位(24%)[3]。

肺腺癌是最常見的肺癌類型，在臨床、影像、分子

生物學及病理學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原來的分類

不能很好地反映腫瘤分子生物學、病理學等的新進展，

也不能滿足臨床治療和預測預後的需要。2015年WHO對肺

腺癌做出了新的分類。本文總結了與2004年WHO分類相比

新分類的變化，對原肺細支氣管肺泡癌(BAC)取消及新增

命名進行了說明，從而指導臨床治療方案的選擇。

一、細支氣管肺泡癌新分類背景

1960年Averill Liebow首次報導了細支氣管肺泡

癌(bronchioloalveolar carcinoma, BAC)[4]，認為BAC

起源於周圍肺上皮細胞，腫瘤細胞類似Clara細胞、杯

狀細胞，或Ⅱ型肺泡上皮細胞。特徵性的組織學特點是

腫瘤細胞沿完整的肺泡隔表面生長，即所謂”釘突樣”

生長。BAC被1990年WHO腫瘤分類接納，將單純“釘突

樣”方式生長的腺癌和BAC成分為主伴有浸潤的兩種類

型腺癌，均診斷為BAC，包括所發表的研究都稱為BAC。

定義以光鏡觀察為基礎，輔助技術（組織化學、免疫組

化）、電鏡、組織培養和分子生物學在致癌因素、組織

發生和分化方面提供有價值的信息[5]。2004年WHO腫瘤

分類繼續採納了這一定義[6]，認為BAC是指腫瘤細胞沿

肺泡壁呈附壁式生長，癌細胞密集排列形態多樣，可呈

立方柱狀、釘狀、圓頂狀，但無間質、脈管或胸膜的侵

犯。但實際的病理診斷中，不同病理科醫生對是否侵

犯依據的標準有差異，使得以前診斷為BAC的肺腺癌包

括了多種不同的病變[7]，有孤立性小的非浸潤性腺癌、

微小浸潤性腺癌、以鱗屑樣生長方式為主的浸潤性腺

癌、混合性亞型浸潤性腺癌和廣泛播散性黏液腺癌。

Noguchi等人[8]對研究示Noguchi A型（指單純性BAC）

和B型（指BAC伴有肺泡塌陷和纖維化）的五年生存率為

100%，而Noguchi C型（指BAC成分為主，伴有局部浸潤

肺支氣管肺泡細胞癌的新分類及臨床意義

葉玉清 朱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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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同時發生。而新分類中被細分為AIS、MIA、貼壁樣

為主的浸潤性腺癌和廣泛播散性黏液腺癌。AAH的診斷

標準與2004年WHO分類相同，AAH通常為局限性的更小病

灶、直徑≦5mm，增生的細胞為肺泡II型細胞和/或Clara

細胞，衬覆於肺泡壁或者呼吸性細支氣管管壁上，細胞

輕度至中度異型。AIS相當於2004年WHO分類中≦3cm的單

純型BAC，原來被定義為≦3cm的局限性小腺癌，腫瘤細

胞完全沿肺泡壁生長，無間質、血管或胸膜浸潤的小腺

癌，若病灶完全切除，患者無瘤生存率可達到100%[12]；

對≦3cm，伴有1或多個最大直徑≦5mm浸潤灶的小腺癌

定義為微小浸潤性腺癌(MIA)。AIS 和MIA可以為非黏液

性、黏液性或黏液/非黏液混合性，且規定MIA中不能出

現淋巴管、血管或胸膜侵犯，也不能出現腫瘤性壞死。

浸潤成分判斷的標準是：(1)腫瘤細胞除沿肺泡壁生長

外，還有腺癌的其他組織學亞型，即腺泡、乳頭、微乳

頭和（或）實性成分；(2)腫瘤細胞浸潤到肌纖維母細

胞間質中。AIS和MIA的無淋巴結轉移，如接受手術切除

治療，5年無瘤生存率可接近100%[13]。

3�不再推薦使用混合性亞型浸潤性腺癌

新分類提出按腺癌中最主要的組織學亞型分類，

將原來的非黏液性BA C如主要以沿肺泡壁生長，腫瘤

浸潤灶最大直徑>5mm，則診斷為貼壁狀為主(lepidic 

predominant adenocarcinoma, LPA)的浸潤性腺癌。組

織來源與AAH、AIS及MIA相同，但浸潤灶至少一個最大直

徑>5mm時診斷為LPA。如有淋巴管、血管和胸膜侵犯以

及腫瘤性壞死，應診斷為LPA，而不是MIA。需要注意的

是，LPA只能用於以伏壁狀生長為主的非黏液性腺癌，而

不是以伏壁狀生長為主的浸潤性黏液腺癌，這與MIA不

同，後者偶可以是黏液性MIA：將LPA作為浸潤性腺癌的

一個獨立亞型，還由於與其它浸潤性腺癌相比，其預後

較好，Yoshizawa等[14]的資料顯示LPAＩ期患者，5年無瘤

生存率可達90%。腫瘤內如含有其他亞型成分採用>5%的

要求在病理報告中注明，並報告各亞型所佔百分比。

將原來的黏液性B A C歸為浸潤性腺癌的一種

變型，即浸潤性黏液腺癌(i n v a s i v e m u c i n o u s 

adenocarcinoma)，本型與臨床少見的產黏液AIS及

MI A的鑒別要點是：病灶＞3cm、浸潤病灶＞5mm、多

發結節、邊界不清、播散至鄰近肺實質形成粟粒樣

結節等[14]。單純性貼壁樣生長的≦3c m的孤立性結節

稱為“原位黏液腺癌(mucinous adenocarcinoma in 

situ)”，而以貼壁樣生長為主的，病灶≦3cm、浸潤病

灶≦5mm的腫瘤稱為“微浸潤黏液腺癌”[15,16]。

三、細支氣管肺泡癌新分類基因分子情況

過去十年裏分子方面的進步使得肺癌的研究發生

巨大轉變，最重要的是發現了肺腺癌中存在的表皮生長

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突變，它是預測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劑治療反應的敏感

指標[17]。EGFR突變在亞裔、無吸煙的女性人群中較為

常見，主要在適度分化與低分化的腺癌中存在。貼壁狀

為主的非黏液腺癌中，47%~78%的病例存在EGFR突變，

15~22%的浸潤性黏液腺癌病例存在EGFR突變。相反，

僅2%~17%的貼壁樣生長非黏液腺癌存在K-ras突變，而

67%~86%的浸潤性黏液腺癌存在K-ras突變[18,19]。EGFR突

變被認為在浸潤性黏液腺癌中缺失，表明這一類患者利

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劑不能達到靶向治療的目的。K-ras

突變在腺癌的分佈中差別很大，主要在浸潤性黏液腺癌

發生突變，其對各種治療反映相對較差，造成這種差異

性的生物學基礎和發生、發展機制至今尚不清楚[15]。

四、免疫組織化學特徵

貼壁狀為主的非黏液腺癌(非黏液型BAC)中CK7及

TTF-1陽性，CK20陰性[5,6,20]；浸潤性黏液腺癌中CK7，

TTF-1陰性，CK20有時陽性，CDX2均陰性[20,21]。

五、小活檢和細胞學

新的分類標準凸顯了組織學亞型與分子和臨床

特徵的相關性。病理學上使用了一個定量指標“5%遞

增”，當亞型中某種組織成分＞5%時需要在報告中注

明，並列出各亞型所佔的百分比。大約70%的肺癌患者

是通過小活檢和細胞學標本診斷的，因此新分類標準提

供了較詳細的針對小活檢和細胞學標本的指引：

1�肺癌組織學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小活檢和細胞學

標本不可能反映整個腫瘤的組織學結構，是否存在浸潤也

難以判斷，因此小活檢和細胞學標本不能診斷AIS和MIA。

2�如果病理醫師不能在光鏡的基礎上對腫瘤進行

明確分類，則應該借助免疫組織化學和（或）組織化學

染色等來進一步分類；小活檢和（或）細胞學標本難

以進一步分型，通常診斷為不明確的NSCLC，要借助免

疫組織化學(TTF-1及P63)方法盡可能將NSCLC區分為傾

向腺癌和傾向鱗狀細胞癌，以便選擇靶向藥物治療；小

活檢和組織標本除用於病理診斷外，還應適當留存一些

標本做基因突變、擴增和染色體易位等分子檢測，用於

預測某些靶向藥物治療的療效；新分類推薦細胞學檢查

最好與小活檢組織學檢測一起進行，以提高診斷的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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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子標誌物的檢測應該有計劃性，要充分利用活檢

組織進行病理學診斷和分子分析，對活檢組織病理標本

要妥善處理和保存，尤其是對小活檢和細胞學標本，應

該提供盡可能多的、高質量的組織來進行分子研究。

六、細支氣管肺泡癌新分類診斷中的體會

1�病理醫生要充分熟悉肺腺癌新分類的診斷標準，

以便準確把握和應用新分類進行肺癌的診斷例如，新分

類建議不要使用BAC這一診斷名稱，在診斷“AIS”時最

好附上2004年WHO分類中“原來的BAC”；在診斷“伏壁

狀為主腺癌”時附上“混合性亞型腺癌，由BAC和腺泡成

分混合”，或診斷”浸潤性黏液型腺癌”時附上”原來

黏液性BAC”等。利用小活檢和細胞學標本做診斷時，應

盡可能按臨床要求提供免疫組織化學和分子檢測信息。

2�病理醫生與臨床醫生和影像科醫生需要互相溝

通，揚長避短，以提高肺癌的病理診斷水平，特別在病理

取材出現局限時。例如：在冷凍切片上，病理醫生有時很

難準確區分AAH、AIS和MIA，而不同的診斷直接關系到外

科醫生的手術方式和範圍。影像學上純磨玻璃影有助於

AAH或AIS的診斷，而部份實性結節則有助於MIA的診斷。

3�新分類較好地體現了病理形態學、免疫表型、分

子生物學與臨床的結合，不僅有利於肺腺癌各亞型的病

理診斷和鑒別診斷，而且對治療和預後的判斷有較大的

幫助。例如，浸潤性黏液性腺癌與非黏液性AIS、MIA和

LPA在臨床和免疫表型等方面不同：後者女性較多見，細

胞類型為II型肺泡上皮和/或Clara細胞，CK7陽性(98%)

和半數以上TTF-l陽性(67%)，大約半數有EGFR突變，KRAs

突變較低(大約為13%)[15]。總之，新分類是結合病理形態

學、免疫組織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並融人臨床和影像學

資料的結晶，能更好地為臨床診斷和分類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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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大小以及侵犯程度，而且還能發現是否有遠處轉

移[9]。但是，傳統的CT掃描技術可能會低估了氣管內病

變的浸潤程度[4]。研究發現，對於一些CT評估為可手術

切除的病例，手術探查時被最終確定為不可切除。隨着

CT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三維重建技術，對氣管進行模擬

成像，可用於鑒別腔內或腔外病變以及帶蒂或廣基底浸

潤。提高了診斷的準確性。肺功能測試和氣流循環試

驗對診斷氣管內腫瘤或胸廓外腫瘤有指導性作用，但

對較小病變或是局限於一側主支氣管病變診斷作用有

限[10]。支氣管鏡檢查不僅可以直接觀察氣管內部腫瘤

的情況，還可以獲取病理組織進行活檢，同時也對氣管

內腫瘤是否可切除有評估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纖

維支氣管鏡容易引起出血，咳嗽，水腫從而加重梗阻。

而硬質支氣管鏡能夠減輕這些併發症，當存在完全性氣

管氣道梗阻時硬質鏡首選[11]。在行氣管鏡時配合使用

解剖光學相干斷層成像術可在行氣管鏡檢查時實現實時

測量，達到提高診斷率和輔助治療的目的。另外[8]，配

合反射光譜技術可用於鑒別良惡性腫瘤。腔內超聲技術

的發展也可用於氣管腫瘤的診斷，對於氣管壁惡變診斷

的敏感性可達到95%[12]，並且能輕易鑒別氣管和氣管旁

腫瘤。

三、分期  

診斷後分期對於治療決策的選擇具有明確的指導

作用，PET-CT可用於輔助腫瘤分期，特別適用於鱗癌這

類FDG高攝取的腫瘤[13]。目前尚無AJCC或是UICC針對氣

管內腫瘤分期方法，2004年，Bhattacharyya等提出了

一種新的氣管內腫瘤TNM分期方法[14]：

1�TNM描述：

2� Stage：

氣管內腫瘤發病率低，常見病理類型為鱗狀細胞癌

和腺樣囊性癌，原發氣管內小細胞癌的報導較少。因發病

隱匿，早期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臨床上漏診及誤診常

見。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該疾病做一系統性回顧以

便於臨床診治。本文就氣管內腫瘤診療進展做一綜述。

由於臨床症狀非特異性，氣管腫瘤的診斷目前仍

然具有挑戰性。過去因為臨床上缺乏認識，很多可利用

的診療手段沒有得到很好地應用。近年來，一些較新技

術的應用對診斷準確率有了較大的提高。本文系統歸納

了該病的臨床特徵以及目前現有的診斷與治療方法，希

望對其有更進一步認識。

一、臨床特徵

原發氣管內腫瘤臨床少見，文獻報導年發病率

約為0�2/100000[1]。發病平均年齡為60~65歲，其中

56%~70%為男性患者[2]。兒童原發氣管內腫瘤發生率極

低，且大多數為良性[3]。早期氣管內腫瘤無特異性臨床

症狀，根據氣管內病變的不同，臨床症狀各異[4-6]。如

腫瘤生長較大，可引起上呼吸道梗阻，常表現為喘息和

呼吸困難（多為勞力性呼吸困難，可隨體位變化而減

輕）。如因腫瘤浸潤性生長，局部形成潰瘍，常表現為

咳嗽和咯血。當病灶侵犯到周圍氣管和組織時，可表現

為吞嚥困難或聲音嘶啞。因此，臨床上特別是中老年男

性，表現為以上症狀，應考慮氣管內腫瘤的可能性。 

 二、診斷

Nouraei等指出，氣管內腫瘤從最初的症狀到診斷

的平均時間為2�5個月，約有10%的患者診斷時間超過6

個月[1]。對於一些早期無痛性病變，易誤診為哮喘；對

於呼吸系統症狀明顯的患者易誤診為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肺炎，也可能被誤診為浸潤

性甲狀腺癌[7]。        

因受大血管、胸骨等顯像的

影響，普通X片不易發現氣管內腫

瘤，診斷陽性率僅為18%~28%[8]，

X綫胸片主要用於排除肺內其他

病變。胸部CT不僅可以用於評估

氣管內原發腫瘤的診療進展

李田芊 丘熹彬 胡皓 曹亞兵*

  TNM描述

原發腫瘤T： 區域淋巴結(N): 遠處轉移(M):

TX:原發腫瘤無法評估; NX:區域淋巴結無法評估 MX:遠處轉移無法評估

T1:腫瘤最大徑≤2cm，並局限與氣管內 N0:無區域淋巴結轉移 M0:無遠處轉移

T2:腫瘤最大徑>2cm，並局限與氣管內 N1:區域淋巴結受累 M1:有遠處轉移。

T3:腫瘤侵犯到氣管外但沒有累及臨近器官

T4:腫瘤侵及臨近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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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 腫瘤情況

I T1 N0 M0

Ⅱ T2 N0 M0

Ⅲ T3 N0 M0

Ⅳ

T4 N0 M0

任何T N1 M0

任何T 任何N M1

該分期指出:I期和Ⅱ期患者，5年生存率達到

80%。而Ⅳ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僅為15%。但該分期的局

限之處在於病例數較少，不能準確代表所有患者。另

外，由於沒有根據病理類型來區分，對於像小細胞癌這

種惡性程度高的腫瘤來說顯得說服力不足，建議參照美

國退伍軍人醫院和國際肺癌研究會對小細胞肺癌的分期

方法。

四、治療

至今尚無相關的隨機對照試驗來指導臨床治療，

目前氣管內腫瘤的主要治療方法有手術、放射治療和化

療治療。治療效果取決於氣管腫瘤的組織學類型。

手術切除加術後輔助治療仍然是治癒氣管腫瘤的

最佳方法。對於鱗狀細胞癌和腺樣囊性癌而言，手術

切除是首選方法[15]。手術切除的最終目標是達到R0切

除。因起病較晚，手術難度增大。即便在一些大型氣管

外科中心，每年完成氣管腫瘤切除的病例也不算多。

雖然許多病人符合手術切除條件，但手術完全切除率

不高，切緣陽性率約為10%~40%，圍手術期死亡率約為

4%~14%[16-19]。而對於小細胞癌來說，因惡性程度高，

較早出現遠處轉移，很難達到根治性切除，手術的目的

大多是為了解除氣管梗阻，主要治療手段為放化綜合治

療。不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根治性手術治療，尤其是對

於那些腫瘤長度超過氣管1/2的患者、周圍組織廣泛侵

犯的患者、PS評分差的患者以及多發淋巴結轉移或者遠

處轉移的患者，因為，這些患者的圍手術期死亡率較

高[15]。但對於氣管內腫瘤體積大，隆起型病變可考慮

行姑息性手術切除。另外，在使用硬性支氣管鏡中配合

鐳射切除，可作為手術切除的過渡性治療，也可配合置

入氣管支架緩解症狀，達到對症治療的目的[20,21]。

放療為手術切除後的重要輔助治療手段。大多數

患者均有放療適應症，包括手術不能完全切除術後有

鏡下或肉眼殘留者，有手術切除禁忌症者而未行手術

者，即便是對於手術完全切除者，放療在提高局部控

制率方面仍有優勢[22]。對於無手術適應症的患者，放

療首選，放療也可作為姑息性治療的手段。術後輔助

放療劑量一般給予50~60GY，2GY/次，預防性照射區域

劑量45~50GY，1�8~2GY/次，切緣陽性區域劑量需達到

60GY。對於根治性放療患者，推薦總劑量70GY，分次劑

量為1�8~2GY[19]。因氣管小細胞癌惡性程度高，增殖分

裂快，α/β值大，屬於放射治療敏感類型。除上訴放療

劑量外，筆者推薦參照小細胞肺癌放療設計，即總劑

量45GY，1�5GY/次，每日2次，療程為3週以縮短治療時

間。為保證正常組織的修復，每次放療間隔時間需至少

大於6小時[23]。

至今為止，尚無關於氣管腫瘤化療的前瞻性隨機

對照試驗，系統化療作為初始治療或者輔助治療的地位

仍然不明確[24]。現有的研究中，有在同步放化療中使

用卡鉑、紫杉醇、依託泊苷、氟尿嘧啶的方法。但是對

於其劑量及使用頻率仍不十分清楚[25]。 對於不可手術

切除的病灶，放療同時加入化療臨床獲益尚不明確，目

前還沒有大型臨床試驗進行相關研究。但是，也有一些

臨床研究發現，對於不可切除的鱗癌，同步化療較單純

放療顯示出生存率的提高。但是同步放化療也同時顯示

出毒副作用的增加，如放射性食管炎等[26]。如何結合

更先進的放射治療手段及尋找降低化療副作用的方法尚

需進一步研究。

五、預後

影響氣管腫瘤預後一個重要因素是臨床症狀的嚴

重程度。而臨床表現往往能間接反應病變的期別。SEER

數據庫578例病人資料分析：那些局部病變為主的患者

預後較區域淋巴結轉移以及遠處轉移的患者好，其五

年生存率分別為47%，26%和4%[27]。組織學類型同樣顯

著影響預後，鱗癌的生存率較腺樣囊性癌差，（5年生

存率分別為13%和74%），早期病變也是這種表現（5年

生存率分別為25%和91%）。腺樣囊性癌預後較好與其生

長緩慢的生物學特性有關[28]。另外淋巴結陽性或浸潤

性病灶也為不良預後因素[29]。治療效果方面，部份研

究者[30]指出：可手術切除治療的病例，生存率高於非

手術治療者。對於接受手術的患者，其5年生存率約為

39%~47%，十年生存率約為18%-36%[16-18,31]。

六：結論與展望

氣管內腫瘤起病隱匿，臨床診斷與治療常延遲。

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的進步和纖維支氣管鏡的廣泛應

用，提高了該疾病的早期診斷率，降低了漏診、誤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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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從而增加了手術切除比例。介入性肺內手術的應用

降低了手術難度，也降低了氣管腫瘤的死亡率。隨着

放射治療技術的發展，尤其是IGRT（圖像引導的調強放

療）和VAMT（容積旋轉調強放療）等精確放療的廣泛應

用，使得放化聯合治療提高療效的同時，更大程度的降

低了治療副作用。但是目前原發氣管腫瘤的治療經驗仍

然有限，需要進一步臨床研究來指導臨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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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1cm的腸管已足夠，但需行術中冰凍以確保遠切緣

陰性[6]。美國結直腸外科醫師學會《直腸癌診治應用指

南2013修訂版》認為：對位於更低位置的直腸癌，僅切

除腫塊下緣1cm即可[7]。近期一項Meta分析結果表明，

遠切緣>lcm與≤1cm的局部復發率差別僅為1%，並且差異

無統計學意義(P>0�05)[8]。這些理論有可能改變我們當

前所接受的安全遠切緣距離。

二、直腸癌新輔助治療對保肛手術的影響

術前新輔助治療的廣泛應用是近年來直腸癌治療

的重要進展之一，新輔助放化療與術後放化療相比，

能有效使腫瘤降期及體積縮小，提高R0切除率[9]。

Rullier等[10]認為，對行保肛術的超低位直腸癌，應該

行新輔助治療。2012版NCCN指南推薦為治療規範[6]。

1�新輔助放療的敏感性

新輔助放療對直腸癌的療效因人而異，僅三分之

一的患者的腫瘤對新輔助放療敏感，其餘患者的腫瘤則

只有部份效果甚至無效。目前常規的實驗室及影像學檢

查無法判斷腫瘤的放療敏感性，臨床醫生的個人經驗仍

然決定患者是否行術前放療。部份對放療不敏感的患者

接受了新輔助放療，不僅產生了不必要的放射毒性反

應，還延誤了手術時機，使保肛難度加大。上海長海醫

院傅傳剛的研究團隊發現多藥耐藥蛋白4在放療不敏感

腫瘤標本中存在異常高表達，由此提出多藥耐藥蛋白4

聯合P53/P21可作為放療敏感性的標記，有望通過進一

步研究將其應用到臨床，在未來對直腸癌患者行敏感性

篩查，並在放療後行保肛手術[11]。

2�新輔助化療的敏感性

術前新輔助放療一般同步聯合化療，有學者對44

例行新輔助放療+化療的樣本進行分析，發現直腸癌組

織中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的低表達的患者對術前放

化療較為敏感[12]。但該結果樣本量較小，尚需更有力

的研究來證實新輔助化療的敏感性。

3�新輔助治療對保肛手術的影響

有多中心方案證實，新輔助放療與TME手術聯合應用

能提高保肛率[13]。Wohhuis等[14]認為新輔助放療有助於縮

短浸潤距離，降低術後局部復發率及提高總體生存率。

超低位直腸癌(ultralow rectal cancer)是指距

離肛緣5cm以下的直腸癌。1908年Miles首次報導的經

腹會陰直腸癌切除術(abdominal-perineal resection, 

APR)長期作為超低位直腸癌的標準術式，但不保肛行結

腸造口的術式嚴重影響患者的遠期生活質量。隨着直腸

癌保肛新理論的出現和新技術的發展，超低位保肛手術

得到不斷發展。

一、超低位直腸癌保肛手術的遠切緣距離

超低位保肛手術須確保遠切緣陰性，足夠的遠切緣

是保證直腸癌根治性切除的關鍵，殘餘的腫瘤細胞會引起

局部復發或遠處轉移，進而影響患者的遠期生存率。

1�直腸癌浸潤轉移規律的認識

Miles[1]認為直腸癌的腫瘤位置無論高低，其淋巴

結擴散均可有上、下和側三個方向。這種觀點多年來一

直被大多數學者認可。目前研究證實Dukes A、B期或直

徑<3cm直腸癌的腫瘤細胞轉移主要是向上，即使是高度

惡性或晚期癌，逆行向下擴散的距離很少>2�5cm，向遠

端腸壁內的擴散超過2cm者不足3%[2]。最近，日本學者

提出直腸癌除了沿腸壁連續浸潤外，還存在沿淋巴、血

管、外周神經及腫瘤細胞的不連續浸潤。腫瘤分化程度

越差則不連續浸潤比例越高，同時浸潤距離和變化區

間也越大[3]。Komori等[4]證實低2型分化腫瘤的浸潤長

度最長可達36�3mm。我們可以認為，分化較好的早期腫

瘤，浸潤距離一般不超2cm。

2�直腸癌根治手術遠切緣距離

傳統手術者認為直腸癌遠切緣需達到5c m才是

安全的，而當前廣泛接受的直腸全系膜切除(t o t a 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原則證實，遠切緣“2+3”

才是金標準，即切除腫瘤遠端2cm腸管已足夠，而遠端

的直腸系膜要再切除3cm。有研究指出，行TME手術病人

的局部復發率為5�0%~7�1%，遠低於單純手術治療病人

的18�5%[5]。2012版NCCN指南推薦：低位直腸癌行TME要

求遠切緣為1~2cm，對新輔助放化療的患者，切除腫瘤

超低位直腸癌保肛手術發展

李昂1 何家駒2 崔鳳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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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輔助治療後的治療存在爭議，有10%~30%的患者

在接受新輔助治療後，獲得了完全病理緩解。Habr�Gama

等[15]提出通過新輔助治療獲得完全病理緩解的患者，只

密切隨訪即可。而主流學者認為新輔助治療後的患者均

應行根治性切除並行引流區域淋巴結清掃[16]。

三、直腸癌術前分期

不同分期的直腸癌可選擇的手術方式區別很大，

如早期超低位直腸癌可行局部切除術，甚至行內鏡下切

除術。早中期直腸癌可行根治性切除術。對於局部晚期

（T3~4期）或者存在區域淋巴結轉移的直腸癌則考慮採用

術前新輔助治療後再行手術。準確的術前分期可以指導選

擇最佳的治療方案，從而提高患者的遠期生存率[17]。

1�腫瘤的浸潤深度

腫瘤的浸潤深度分期即T分期，直腸指診對於超低

位直腸癌的診斷具有重要價值，可判斷腫瘤的位置及活

動度，但通過直腸指診無法獲得準確的腫瘤分期[18]。

CT檢查可準確判斷腫瘤是否侵犯漿膜層、鄰近器官及盆

壁，但對於局限腸壁內的腫瘤則難以準確診斷[7]。

直腸腔內超聲(endorectal ultrasonography, 

E R U S)是診斷直腸癌術前T分期較為可靠的方法，準

確度達80%~95%[19]。鑒別T1、T2期腫瘤的準確率接近

100%[20]。腸道內的糞渣和積氣都會對顯像造成干擾，

同時EURS診斷結果較強的主觀性影響其推廣[21]。

盆腔MRI檢查為目前應用最廣的方法，新近有學者分

析了盆腔MRI對直腸癌術前分期準確性，結果表明盆腔MRI

診斷直腸癌術前T分期的靈敏度為87%，特異度為75%[22]。

2�腫瘤的淋巴結轉移

腫瘤的淋巴結轉移分期指N分期，目前認為依據淋

巴結大小進行N分期的影像學檢查均不夠準確[7]。研究表

明，CT對於直徑大於8mm的淋巴結的準確度為22%~73%，而

對於較小的轉移性淋巴結，CT則很難檢測[23]。

E U R S 評價 N分期的準確度較 T分期低，為

58%~83%[24]。病變內如有較大潰瘍，易形成明顯偽影，

故不作為N分期的首選檢查。

有研究指出，盆腔MRI診斷直腸癌N分期的靈敏度

和特異度分別為77%和71%[22]，可以認為是目前較好的N

分期診斷方法。

3�腫瘤遠處轉移的診斷

腫瘤的遠處轉移分期指M分期，直腸癌的遠處轉移

主要見於肝、肺，目前術前均常規採用胸部X綫片及腹

部B超來排除肝、肺轉移。初步懷疑有轉移，則採用胸

部CT和肝臟MRI進一步明確診斷。肝臟MRI對直腸癌肝轉

移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達95�6%和97�2%[25]。

PET-CT對於全身轉移情況具有重要價值，但因缺

乏腔內及靜脈對比，靈敏度較低，在遠處轉移分期的地

位有待商榷[7]。同時其較高的檢查費用，使得PET-CT不

作為術前常規檢查項目。

四、超低位直腸癌保肛手術的發展

在TME原則的指導下以及新器械和新技術的應用，

在以往基礎上發展而來的ISR及各類拖出式手術令保肛

率大為提高。

1�局部切除術：局部切除術包括經肛切除術、經

肛內鏡微創手術(transanal endoscopic microsurgery, 

T E M )、經骶切除術以及內鏡下黏膜下層剝離術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等。該術式

在TI sm1期直腸癌中的運用得到了普遍認可[26]。美國結

直腸外科醫師學會《直腸癌診治應用指南2013修訂版》

的局部切除標準為：T1N0M0期腫瘤，無淋巴管或神經侵

襲，腫瘤直徑<3cm，佔據腸腔範圍<1/3週[7]。此外，高

齡、無法耐受麻醉或者不願接受永久造口的患者也可選

擇局部切除術。局部切除術具有創傷小及恢復快的優

點，並且術後短期死亡率、併發症的發生率均較低，肛

門功能也有較好的保留。但局部切除術手術範圍較小，

未做引流區域淋巴結的清掃，術後局部復發率較高，因

此限制了本術式的應用[27]。

2�經括約肌間直腸切除術：經括約肌間直腸切

除術（intersphincteric resection, ISR）是1971

年由K a s a i等[28]首先提出，其設計初衷是用於治療

Hirschsprung病。Braun等[29]於1992年首先報導用ISR

治療低位直腸癌。該術式主要應用於腫塊下緣距肛緣

1~3c m，並且腫瘤未侵犯肛門外括約肌、肛提肌以及

恥骨直腸肌的直腸癌。有研究指出行IS R術患者的平

均局部復發率和平均5年生存率與Mi l e s術相近[30]。

Martin[31]等對1289例行ISR的病人進行系統回顧，發

現平均5年無瘤生存率達78�6%，不亞於傳統術式。同

時，作者按照是否完全切除肛門內括約肌將ISR術細分

為：部份ISR、次全ISR、完全ISR以及ISR＋部份外括約

肌切除，使ISR技術日臻規範化。ISR術的應用，使得直

腸癌的保肛手術不再完全受腫瘤與肛緣距離的限制。

3�Parks術：Parks[32]於1972年報導了Parks術式，即經

肛門結腸肛管吻合術。該方法為切除病灶後，經肛門從齒

狀綫開始環形切除直腸黏膜，再行結腸肛管超低位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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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s術的術後控便功能雖優於同時期的拖出式保肛術，但

由於存在直腸黏膜切除，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控便障礙。

4�拖出式經括約肌間吻合器切除吻合術：近期，

Fu C G[33]等提出了一種拖出式經括約肌間吻合器切除

吻合術(pull-through intersphincteric stapled 

transection and anastomosis, PISTA)。該手術的經

腹部份與LAR術相同，遊離直腸至腫瘤下方的盆底肌平

面，切斷肛尾韌帶，沿內外括約肌間隙，將遠端直腸進

一步分離至齒狀綫水平。經肛門用卵圓鉗夾住遠端直腸

殘端後拖出，直視下用生理鹽水沖洗拖出的直腸，直

視下在腫瘤與齒狀綫之間的合適位置用閉合器將腸管

閉合、切斷，用管狀吻合器進行結腸肛管吻合。作者對

136例行PISTA術及142例行LAR術的病人進行系統回顧，

發現行PISTA術病人的局部復發率為2�2%，遠低於行LAR

術的11�3%，並且行PISTA術的病人有較好的排便節制。

該術式在直視下對腸管進行離斷，可以有效保證切緣的

準確性，同時使直腸的離斷和吻合更加簡便和安全。

PISTA術拓寬了超低位保肛術的適應症，相信以往無法

保肛的病例可行保肛手術。

五、展望

理想的超低位直腸癌保肛術要求能夠兼顧長期生

存以及保全功能。對遠切緣的進一步認識、新輔助治療

的推廣、術前分期的研究以及保肛術式的發展，推動了

超低位直腸癌保肛術的發展，保肛術後患者的肛門功能

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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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卒中是一種高發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殘率和

高復發率的疾病。研究表明，頸動脈斑塊是卒中的獨立

危險因素，是預測卒中風險的重要指標[1]。頸動脈斑塊

可通過多種途徑導致缺血性卒中的發生，而易損斑塊是

卒中的主要原因。因此早期識別頸動脈易損斑塊並對其

進行有效治療是腦卒中預防的關鍵。磁共振成像技術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已被廣泛應用於頸

動脈易損斑塊成像的相關研究中。MRI斑塊成像技術可直

接顯示病變的血管壁，有極佳的軟組織對比，並可顯示

斑塊的形態特徵、評估斑塊內炎症的程度以及監測病變

的進程[2-5]。

一、頸動脈斑塊的特點及MRI分型

動脈斑塊形成早期是由於血管內皮細胞的功能受

損，血中低密度脂蛋白顆粒進入血管壁並被巨噬細胞吞

噬形成脂質條紋，血管壁反應性增厚，隨病程進展表層

沉積大量的膠原纖維，平滑肌細胞增生並分泌大量的細

胞外間質，構成厚薄不一的纖維帽。纖維帽下的細胞外

脂質、富含脂質的巨噬細胞和泡沫細胞以及脂紋則構成

脂核，進一步發展可出現壞死、斑塊內微血管生成或斑

塊內出血以及鈣化等。而易損斑塊具有下列特點：1�較

大的脂質核心；2�薄纖維帽；3�炎性細胞浸潤；4�新生

血管生長；5�斑塊內出血和表面潰瘍[6,7]。

目前關於斑塊的影像學研究較多，C a i[2]等學

者根據自己的研究以及按照美國心臟協會分類標準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lassification, 

AHAC)[8]，修改制訂出了動脈粥樣斑塊的MRI分型(CAAs

斑塊MRI分型標準）即：I~Ⅱ型：血管腔厚度正常或接

近正常，未見鈣化；Ⅲ型：彌散性內膜中層增厚或小

的非鈣化性偏心斑塊；Ⅳ~V型：脂質核心或壞死核心

斑塊，有纖維帽包繞，可合併有鈣化，在磁共振T1WI及

PDWI上可以表現為均勻一致高信號，而在T2WI上表現為

非均勻性高信號；Ⅵ型：複合斑塊，可合併出血、血栓

或表面潰瘍；Ⅶ型：鈣化斑塊；Ⅷ型：纖維斑塊，可合

併有小的鈣化。其中Ⅳ~V型及Ⅵ型斑塊為易損性斑塊，

因為其與斑塊的破裂及進展有關，進而發生臨床腦缺血

事件。根據Cai等的研究，MRI對Ⅲ~Ⅶ型斑塊的檢出敏

感性和特異性較高，可達80%以上，而MRI對I，Ⅱ型和

Ⅷ型斑塊的敏感性稍低，只有60%左右。

二、頸動脈斑塊的MRI檢測技術

頸動脈斑塊的觀察方法包括頸動脈超聲、超聲

造影技術(CEUS)、血管內超聲(IVUS)、CT血管造影術

(CTA)或血管造影術(DSA)、核磁共振技術(MRI)及正電

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PET)等。MRI由於其多參數成像及

不同的成像序列，可以很好的顯示血管組織結構、管壁

厚度、斑塊形態特徵，同時還可以分析複雜的斑塊的成

分，研究斑塊的不同成分對於斑塊易損性的影響，另外

對斑塊造成的血管狹窄所出現的血管重構亦可以很好的

成像。因此可以認為MRI是目前檢測斑塊較好的無創性

檢測技術。

MRI技術是一種利用原子核在強磁場內發生共振所

產生的信號經圖像重建的一種成像技術。MRI技術是多參

數成像，調節不同的參數及使用不同的成像序列，從而

可以顯示身體不同的組織的圖像以及發現病變部位及其

特徵。目前臨床上用來檢測斑塊的MRI技術主要有黑血技

術，亮血技術以及對比增強技術等，另外由於斑塊中的

各種成分可以通過調節MRI的多個參數來顯示各個成分。

1�多序列MRI掃描技術

頸動脈多序列MRI掃描技術可以識別動脈粥樣硬化

損害區的纖維帽、脂質核、出血、纖維化以及鈣化成分

等，包括3個基本序列—T1WI、質子像(PDWI)、T2WI，

可進行黑血及亮血成像，獲取血管造影資料[2,12]。

黑血技術[9]是一種利用血液的流動性，採集不同

時相的信號，通過抑制血流信號，使血管壁相對於低

信號的管腔更容易辨認從而顯示斑塊的技術。根據成

像目的的不同，調整回波時間(TE)和重複時間(TR)，

可以很好的鑒別斑塊的特殊成分。目前黑血技術主要

包括沿血流方向的預飽和自旋回波序列和雙翻轉恢復

序列(DIR)。預飽和序列主要用於顯示斑塊的形態和其

組織成分，特別是脂質、出血和纖維組織。DIR序列可

準確的評估斑塊的大小及其內部成分，是目前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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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斑塊顯示技術。

亮血技術[4]是以梯度回波序列(GRE)為基礎的MRA序

列，亮血技術提供短TE和短TR，TE極短時可提高斑塊內

鈣化和富含膠原的纖維帽的顯示效果[10]。

對比增強技術，其主要是通過血管內注入造影劑

來顯示斑塊內各種成分的成像技術。目前應用的較多的

造影劑為釓噴酸葡胺(Gd-DTPA)對比劑，採用對比劑增

強三維序列可以反映局部管腔的狹窄程度並提供斑塊穩

定性的信息。

也有學者採用超小顆粒超順磁性氧化鐵(WSPIO)對

比劑來做研究[11]，可以用來提供粥樣硬化累及血管壁

早期的病變的影像學特徵。

2�動態增強MRI掃描技術

頸動脈斑塊對比增強掃描可對血管壁形態和主要

斑塊成分進行極其準確的並可重複的量化分析[12]。對

比增強通過在血漿內引入造影劑，因造影劑可使纖維

帽的信號提高，而使脂核的信號下降，使強化的纖維

帽與未強化的脂核形成良好的對比，則可以顯示脂核

及纖維帽更多資訊。因為斑塊內新生血管的生長和內

皮通透性的增加與斑塊內炎症相關[13,14]，對比增強掃

描可顯示斑塊內新生血管和內皮通透性的增加，研究

者們開始討論將增強掃描技術用於斑塊定量分析來提

供斑塊內的炎症資訊。Kerwin等的研究證實動態增強

MRI技術對頸動脈斑塊的增強掃描檢出率與組織學檢查

所見的斑塊內新生血管和巨噬細胞浸潤具有很強的相

關性[15,16]。

三、頸動脈斑塊MRI技術的臨床應用

1�有效預防缺血性卒中

高分辨MRI能夠觀察斑塊的成分，Saam等[5]通過將

MRI所示的斑塊成分與組織學所見進行對比，證實了MRI

可量化分析頸動脈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主要成分；還可

以檢出斑塊內出血的情況，有文獻報導，MRI檢查對活

體頸動脈斑塊內出血的顯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中到高

度的特異性[3,17-19]。而且可在腦出血分期標準的基礎上

加以修改，來區分不同時期的斑塊內出血[19]。頸動脈

斑塊MRI技術為易損斑塊的診斷和評估提供了一種前景

廣闊的檢測手段。早期識別易損斑塊對於缺血性卒中

(ischemic stroke，IS)的預防具有重要意義。大量橫

斷面研究證實，斑塊內出血、纖維帽破裂、表面潰瘍、

大脂質核等頸動脈複雜斑塊磁共振表現特徵與腦血管症

狀密切相關[20-24]。應用常規手段對IS患者進行篩查，

仍有30%~40%的患者找不到明確原因[25]，稱為隱源性卒

中。近來有學者對32例頸動脈存在偏心性斑塊(＜50%

狹窄)的隱源性卒中患者進行MR管壁成像，發現12例

(37�5%)存在易損斑塊[26]。研究提示我們，一部份“隱

源性卒中”患者通過MRI管壁成像有可能找到病變。因

此，早期識別易損斑塊並對其進行有效干預，有利於IS

的預防。

2�輔助診斷和測定患者藥物的治療效果

目前用MR I研究頸動脈斑塊用來輔助診斷和測定

患者對藥物的治療效果，例如用MR I來檢測降脂治療

對頸動脈斑塊消退的影響。Zhao[27]等學者用MRI來研

究他汀類藥物治療對頸動脈粥樣斑塊各成分的影響，

MRI可以很好的顯示斑塊內的成分變化。Corti[28,29]等

學者利用MRI上的PDWI和T2WI像來研究辛伐他汀對頸動

脈血管壁粥樣成分的影響，研究12個月後在MR I上可

以明顯看到粥樣成分的消退。此外，MR還可以使用一

些特異造影劑觀察斑塊內特定成分在藥物治療過程中

的變化，如用超小順磁性超氧化鐵顆粒(ultrasmall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USPIO)觀察斑塊內巨

噬細胞的情況。Patterson等[30]研究表明，在使用阿托

伐他汀治療後，頸動脈斑塊對於USPIO的攝取在12週內

出現了下降，提示斑塊內炎症反應減弱。

四、小結及展望

隨着影像技術的進展，MRI已越來越多地應用於顯

示頸動脈斑塊，由於它可定量檢測斑塊的多種成分和形

態特徵，其不僅可以明確顯示斑塊的存在和大小，更向

進一步細緻評估斑塊內部成分發展，該技術很適用於研

究動脈粥樣硬化的進展和減退。

隨着MRI軟體和硬體的發展，有學者推薦應用三維

成像技術對頸動脈進行成像，與二維技術相比，其縱向

覆蓋範圍可以擴大至250mm，且掃描時間明顯縮短[31]。

有學者研究開發三維管壁成像技術[32-33]，以加快掃描速

度、提高空間解析度、更好抑制複雜血流，這也是顱內

動脈易損斑塊成像的未來發展方向。再者，隨着分子對

比劑的發展，今後此項檢查技術在判斷斑塊易損性方面

將會有長足的發展，為臨床穩定斑塊治療、介入治療及

頸動脈內膜剝脫術提供依據。另外MRI還可以對斑塊的

自然發展過程、治療療效的評價進行無創的隨訪跟蹤，

以指導臨床對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轉歸有更深的瞭解，

相信隨着研究的進展以及技術的進步，此種無創手段最

終將在臨床擁有廣泛的應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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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

—憶王逸先教授

徐德利

‧我的老師‧

那個同學，問“咳不咳？”。

王老師在教學上是很嚴厲的，一次同學在門診實

習做患兒病人腹部檢查，他發現那個同學沒有按照規範

要求，將衣服脫到良好暴露腹部，而是從患兒褲子兩腿

之間“開檔”間隙觸診腹部，在患兒家長和其他同學面

前，狠狠地批評了那個同學，並且要求他按照操作規範

重新檢查一遍。門診病人多，脫衣服費時間，家長也不

理解，但是王老師檢查每一個病人，都會一絲不苟標準

操作，為我們示範。還有一次，同學寫的X-RAY檢查申

請單，病情介紹寫的簡單不規範，被X光科老師投訴。

王老師沒有讓將申請單退回，而是親自帶着全實習小

組同學，去到X光科，重新填寫了申請單。並在X光科拿

出了一個很明顯胸部陰影的X光片，讓全組同學每人讀

片，閱讀後給出診斷。“病人多大年齡？男女？發病多

久？咳嗽否？有痰嗎？胸痛嗎？發熱嗎？消瘦嗎？胸部

聽診情況？血液化驗結果？”，大家提了許多問題，我

們體會到那些問題沒弄清楚，只有X光片沒辦法診斷。

那個不合格的申請單，以後多次他拿出來，分析不合格

原因，講述規範書寫的意義。我一直記着這件事，以後

工作中，我都會認真填寫各種檢查申請單。

畢業前生產實習我們回到了省城，住的條件改善

了。但是實習醫院距離住處要乘2小時公交車。我們8點

鐘上班，一定要趕上6點鐘第一班公交車。而學校食堂

早晨6:30才開飯。王老師和食堂商量後，解決辦法是，

食堂值夜班師傅將前一天剩的饅頭或包子熱好，我們可

以在6點去食堂打飯，在去公交車路上或公交車上，消

滅我們的早餐。於是每天在學校到公交車路上或車上，

王老師帶領我們一幫學生，每人一個熱水瓶，邊乘車邊

吃，有時會引起乘車的人們好奇的觀看。在夏天，在冬

天，已經是知天命年齡的王老師，和我們一樣，奔波

着，每一天我們都按時上班實習，認真學習，我們想成

為像王老師一樣的醫生和老師。

王逸先教授是我的大學老師，大學五年，他陪伴

了我們3年。雖然我畢業已經30多年，他的音容笑貌，

舉止言行，時時浮現眼前；與王老師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的情景，曆曆在目，恍若昨天。我的大學時代，十年

“文革”剛剛結束，大學教和學皆荒蕪，百廢待興，師

資奇缺，所以從臨床課開始，到畢業前一年的“實習醫

生”，王老師始終和我們在一起。

第一次見到王老師是在靠近內蒙古的邊遠小城，

大學附屬醫院當時“下放”到了這裏。在五月還會飄雪

花的邊城，二月是相當的寒冷，我們就是在二月末到達

附屬醫院的。王老師到火車站接我們，戴了頂皮帽子，

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腳上是一雙大頭翻毛棉鞋，和邊城

老鄉的唯一區別是頸上圍了一條藍格子圍巾。那個漫天

大雪的冬天，在邊城火車站前，那個頭上，肩上落滿積

雪，眼鏡和眉毛上都結着白霜，幫着女同學提着兩只大

行李的王老師，在地上留着一行深深足跡，足跡一直通

向我們實習的醫院。

在邊城，我們的宿舍是部隊營房改建的，冬天很

冷，王老師經常去宿舍了解我們是否生活有困難需要解

決。他非常誠實和相信學生。一次他到男生宿舍看看是

否寒冷，一個吸煙的同學正在宿舍裏吸煙，當時學校對

我們這屆學生吸煙是沒有明確禁止的。但是吸煙的同學

還是自覺不在老師面前吸煙。見老師來了，掐滅了香

煙，但是一口吸在嘴裏的煙，不能吐出，只能吞下，嗆

得大聲咳嗽起來，王老師很是關注，忙問“為什麼咳嗽

呀？多久了？”，另一個同學善意的掩飾着答道：“小

葉同學冬天經常會咳嗽，沒有大事情。”王老師認真關

切的詢問並說了一些意見，其他同學笑着，鬧着就過去

了。但是以後整整一個冬天時間，王老師見到那個咳嗽

的同學都會問“小葉，咳不咳？”，那個同學只能尷尬

地回答“好了，好多了。”很長一段時間，同學們打趣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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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為快樂的人

—憶老師韋加寧大夫

李衛平

‧我的老師‧

已經畫好的部分感到不夠滿意，立意退休後重新開始。

沒曾想到，癌症突然向我襲來，並已到了晚期，我必須

和時間賽跑。假如我還能坐起來，假如我的手還不抖，

我必須把它完成，獻給我深愛的事業，也獻給我的學

生，並通過他們獻給那些需要我們幫助的病人”。在生

命的最後時刻，韋大夫也擔心完成不了圖譜，依然治學

嚴謹，他說：“假如我的時間不够，不能完成一部完整

的、系統的手外科手術圖譜的话，那麼就命名為‘韦加

宁手術圖譜拾零’吧！”韋大夫在胃癌術後，拖著化

療、放療後虛弱的身體，趴在病床的小餐桌上，日以繼

夜地畫圖、注解。他拒絕了頸部淋巴結的放療計劃，擔

心手癱瘓影響圖譜的完成，因爲過去他多次碰到這樣的

患者，由於頸部淋巴結放療導致臂叢神經麻痹，手功能

喪失。2003年4月9日韋大夫終於將手外科圖譜的手稿完

成了，那一天也是他最高興的一天，他說：“我該做

的都做了，現在是無怨無悔，惟一令我感到遺憾的就是

沒能與許許多多想見面的人見上一面”。3天後便安詳

地走了，才剛過65歲呀。國失良才，吾失恩師！每念茲

此，黯然神傷。

1988年，我到北京積水潭醫院進修手外科，有幸

分配在韋大夫的科室，說有幸是因爲名額有限而太多進

修醫生都想跟韋大夫學習。韋大夫是很有親和力的大好

人，很願意傳授技術和經驗，耐心講解手術要點，治療

上有很多好點子，經常提一些啓發你思考的問題，答不

上提問也從不會讓你難堪，一見人有空閑就勸去圖書館

讀書。曾有年輕醫生發現，圖書館所有手外科的書籍期

刊都有韋大夫借閱的印記，有的前沿著作曾反復借閱10

多次。

在韋大夫手下，他會不斷鞭策你、教導你和幫助

你。一次讀書報告會後，韋大夫建議我把譯文整理加工

後投稿，他幫我修改校對，教我如何投稿，幫我聯繫醫

院醫務科教部門出公函，這是我向醫學期刊投稿的“第

一次”。韋大夫和大家關係很融洽，除了工作話題也談

論生活和家庭遇到的問題，私下還會用已經生疏的粵語

和你聊家常。和韋大夫相處，親切溫暖，如沐春風，

感染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專家權威的氣場。韋

韋加寧大夫，我國的手外科專家，北京積水潭醫

院手外科的主任醫師，北京醫科大學的教授。作爲新中

國的第一批手外科醫生，爲國家培養了無數手外科醫

生。他與李良平醫生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同體斷足

再植手術。有人說，有志於這個領域的醫學生，如果不

知道韋加寧，就如同學音樂不知道貝多芬、學繪畫不知

道凡高。韋加寧大夫，被認爲是我國手術例數最多、成

功率最高、療效最好的手外科專家。但他非常謙和，和

任何人都有可談的話題，沒有大牌權威的樣子，最喜歡

別人稱他爲“韋大夫”，他解釋說：“大夫，就是北方

人說的醫生，很親切；不要叫主任、教授。”但也接受

我們這些在他手下工作學習的晚輩稱呼“韋主任”。

韋大夫是個有強烈使命感的人，年少就立志要當

個好郎中，並一生爲之而努力。據說，當年在武漢同濟

醫學院讀書時遇上特大洪水，水漫學校解剖室，還是醫

學生的韋大夫跳進解剖池去撈尸體標本，他的行爲著實

感動了一位解剖學的教授—他的女兒是學習成績很好

的與韋大夫同年級的學生會主席和班長，這位一級教

授後來成了韋大夫的岳父。韋大夫知道身在北京積水潭

醫院一定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學習，一直在學習英語。當

年，我曾去過他那並不寬敞的家，見識過他的“學習

室”—洗手間，洗手盆上一塊可翻下的木板當作書桌

面，關上門讀外語不會影響家人休息，他說經常深夜讀

到口麻眼朦朧。後來在美國進修，其導師是著名的手外

科大家AB•Swanson教授，很欣賞韋大夫的才能和敬業

精神，授權他帶領其旗下的醫生。美國的麻醉醫生是醫

院最早到位的，韋大夫常常是和他們早上7點同時出現

在手術室裡，幫忙低溫麻醉，檢視術前準備，一天的忙

碌就這樣開始了。韋大夫私下告訴我們：“這樣的工作

真的很累，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倒”。讓韋大夫美名遠播

還有其漂亮的斷肢再植手術，當地報紙稱贊“韋大夫在

中國是一位英雄，在美國也是一位英雄”。

韋大夫說:“我想畫一本《手外科手術圖譜》已經

很久了，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經開夜車畫了不少。但

人在中年的我，尚無暇坐下來著書立說。而我卻對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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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的風範正如《素書》所說的“德足以怀远”， 德

行充實於内心的人，道的作用及人的精神有感染作用， 

他的精神力量在無形中吸引着万物，故使人内怀喜悦之

心，近者归远者服。

韋大夫有一雙很靈巧的手，手術做得很漂亮，準

確流暢，和他同台做手術是一種享受。在手術臺上無論

是主刀還是助手，他的手從不會有空閒，即使不用他動

手也會在不停地擺弄器械。韋大夫能做木工、鉗工，製

作各種很有創意的手部支具和工具。我在27年前的筆記

中是這樣描述他那雙粗細活都能幹的手的：“現在的手

爲一很粗糙的手，只看其手絕不會想像到這是一位手外

科主任的手。” 

高超的繪圖技術更能體現韋大夫手的靈巧。上午

科室交班時，大家都喜歡坐在韋大夫的周圍，看他隨手

畫就的各種精美的手術圖譜。第一次看韋大夫輕鬆自如

地手繪準備送去印刷的手術圖就給了我很大的震撼，在

靈動的筆觸下清晰的手術過程躍然紙上，工具只是一支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蘸水繪圖鋼筆和一瓶墨水。在以往

的觀念中，印刷出來的繪圖一定是經過反復修改的，

從未想到有此等一揮而就的高人。只要親眼見過了，相

信是可以模仿的。受韋大夫的激勵，在半年的時間內，

有空就練習，手繪超過1千張圖，繪圖水平明顯提高，

自認可進入當時前1/3的行列中。最近在某醫學網站看

到一手術手繪圖很眼熟，原來是截取了本人在《中華手

外科雜志》上的文章中的手繪附圖。這些都得益於積水

潭醫院手外科對繪圖的嚴格規定，病歷上除了文字描述

專科情况外還要附上手繪圖說明，手術記錄也要附圖說

明，這樣對醫生的訓練很有幫助。進修報到後的第一件

事是到文具店買蘸水繪圖筆和繪圖墨水，當時還沒人用

或用不起規格粗細不同的針管式繪圖筆。韋大夫就是用

這樣一杆筆描繪了成千上萬的手術圖，科室反復强調任

何人不能爲了收藏而“偷”走這些精美的手術記錄圖，

因爲病歷上的圖經常不翼而飛。一位國外同行說：“能

做這麽漂亮手術的人有，能畫這麽漂亮圖譜的人也有，

但是能把二者融於一身的只有韋加寧。”

韋大夫在工作上是“拼命三郎”，對工作的熱愛

發自他的內心。據積水潭醫院的醫生護士們回憶，韋大

夫年輕時爲了多做手術提高技能，每天晚上睡在急診室

的長凳上等待病人，一直堅持了好幾年。爲了减少病人

的輪候時間，他從不挑揀手術，手術對他來說是“多多

益善”。即便在胃鏡檢查發現胃癌晚期的當天，血色素

僅6�5克，他還安排了6台手術。他的門診病人很多，爲

了節省時間不上洗手間，他寧願不喝水。他常跟我們

說：“醫生周圍都是病人才體現你的價值，治病會給你

帶來快樂，沒有病人找你怎能體現你的價值呢？醫生就

是治療病人，臨床臨床就是在病人的身旁。”韋大夫認

爲，醫生培養不易，好醫生不做臨床工作而從事行政事

務是很大的資源浪費。

韋大夫從心底裏同情窮人，手外科病患窮人多，

不少人舉債上京求醫。韋大夫不僅想盡辦法少花錢治

療病患，能門診手術就不住院，經常不收手術點名

費；還想辦法解决他們的吃住問題，掏錢讓病人吃

飯，甚至幫其借宿門診診室，購買返程車票。一些外

地病人就診後，韋大夫寫下治療方案和畫圖解釋，讓

病人帶回當地治療，以减輕病人的經濟負擔。爲了不

讓病人負擔專家挂號費用，叫病人上班前在醫院門口

“堵”他診病和複查。

韋大夫生活簡樸，沒有時間和心思去追求物質享

受，他的心中只有病人，也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家庭。一

旦能回家，韋大夫就努力彌補對家庭的“虧欠”，做飯

買菜樣樣都幹，我多次見到韋大夫騎車上街購生活用

品。我曾和韋大夫談論忙碌的醫生與成功培養兒女的矛

盾，他呵呵一笑：“不要擔心，他們天天看著我們上班

如何努力工作，下班如何埋頭讀書，他們也會像我們一

樣成長，身教重於言傳嘛。”果不其然，虎門無犬子，

韋大夫的一對兒女都在北大畢業，學有所成。 

命運弄人，韋大夫有很多學術頭銜和榮譽稱號，

好像沒有什麽行政職務，也沒有很多行政資源和相應

的“好處”。大家知道，在“官本位”的環境下，沒

有行政職務的業務骨幹，在職稱晋升、收入分配，甚

至當年房屋分配上是經常吃虧的，他也有他的無奈。

但上天是公平的，他的付出、他的奉獻並不會被抹

殺。在同輩中，“食君之祿”比他多的人沒有誰比他

的聲望高，他是大家心目中的永恆的豐碑—平凡而

偉大，善良和勤奮。離開了積水潭醫院，其他人的名

字可能會慢慢模糊，但韋大夫的音容笑貌依然親切清

晰。韋加寧大夫，您敬業的精神，您不滅的熱情，您

大愛的情懷是留給我們的豐富遺産。韋加寧大夫，永

遠是我無法望其項背的老師！

（本文編輯：徐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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