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鏡湖醫學》與“中國知網”簽署許可使用協定

經過近一年的洽談，《鏡湖醫學》與“中國知網”於今年10月終於雙方簽署了《港澳臺學術

期刊全文資料庫》期刊許可使用協定。

根據協議，我院提供《鏡湖醫學》期刊的許可使用權和按時提供出版物，作為數位化的處理

和資訊傳播。“中國知網”負責把《鏡湖醫學》期刊資料匯入《港澳臺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並

向全球發行。

《鏡湖醫學》期刊自1948年7月1日創刊以來，經歷了幾個重大的發展階段。1993年復刊，

2001年改名，重新統一卷期號，全面改版向標準醫學雜誌規範看齊。2011年6月獲得國際期刊刊號

並公開發行，目前發行形式依然是以郵寄與派發為主，每期發行量為1200本，傳播範圍有限。傳

統單一的紙質傳播方式遠遠滿足不了互聯網時代資訊交流的需要，《鏡湖醫學》的華麗轉身有賴

強大的網路平臺。尋找更大的平臺，是近年《鏡湖醫學》編輯部的重要工作。去年底，得悉“中

國知網”正在創建全新期刊數據庫《港澳臺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甄選港澳臺優秀學術資源入

庫，主動聯繫後，達成初步意向，最終簽署協定。

中國國家基礎設施(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工程是以實現全社會知識

資源傳播共用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資訊化建設項目，由清華大學發起，始建於1999年。CNKI工程

集團由中國學術期刊電子雜誌社、同方（北京）技術有限公司等5個企業組成，建成了世界全文資

訊規模最大的“CNKI數字圖書館”。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知網或CNKI)，

是項目承建單位，主要從事數字出版、內容資源管理和技術開發。

“中國知網”已經成為中國知識文化傳播所依賴的知識基礎設施，內容涵蓋了中國90%的期

刊、報紙、年鑒等，以及Elsevier、Springer等國際上多家著名出版社的出版物，服務於中國和45

個國家與地區的高校、科研企業、醫院、公共圖書館等。CNKI是我國規模最大、數據最全的數

字出版平臺。“中國知網”有眾多數據庫，《鏡湖醫學》加入其中的《港澳臺學術期刊全文數據

庫》，目前正在上傳資料處理。

根據協議，我院提供《鏡湖醫學》期刊的許可使用權和按時提供出版物，作為數位化的處理和

資訊傳播。“中國知網”負責把我方資料匯入《港澳臺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並向全球發行。

“中國知網”定期提供《鏡湖醫學》期刊被流覽、下載和引用的統計分析報告，這對提高

期刊品質有極其重要的回饋作用，這是評價期刊和文章影響力的主要指標。“中國知網”同意把

《鏡湖醫學》作為“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資料庫”的來源期刊。

機遇和挑戰是共存的。《鏡湖醫學》加入知名資料庫在網路上傳播，遠遠超出目前我們能估

計的影響力和範圍，倒逼編輯部和作者以更大的工作熱情和嚴謹的科學態度對待這一轉變。堅守

學術誠信、反對學術不端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這是《鏡湖醫學》編輯部一直堅持的工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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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繼續開設“我的老師”和“醫學人文”欄目，感謝作者的支持，歡迎繼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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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人文”是醫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份。醫學走向成熟的標誌是醫學人文精神與醫學科學精神的整合。

呼喚醫學人文精神，珍視人文關懷，鼓勵人文閱讀，對人、對人性、對人生反覆思考與探索，做一個精神完備

的醫生而不是醫匠。歡迎大家分享這方面的觀念和見解。

本刊收到的各類稿件在增加，限於版面篇幅和欄目分配，希望作者注意文稿字數，本刊對來稿擇優錄取。

本刊對各類來稿的字數要求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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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具體情况而定。歡迎文稿完全使用英文，但要附中文題目和摘要。

《鏡湖醫學》雜誌尊重所有作者和讀者，反對學術造假，反對學術浮誇。希望所有的作者嚴謹治學，實事

求是不摻假，腳踏實地做學問。

本刊編輯部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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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中文版吞咽生存質量量表SWAL-Q O L用於評估澳門腦卒中吞咽

障礙患者生存質量的各種信度及效度。  方法 選取符合入選標準的腦卒中吞咽障礙患

者82例為受試者，用中文版SW A L-Q O L評估。對其測量者間信度、重測信度、同質性信

度、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進行檢測。  結果 中文版SWAL-QOL的測量者間信度相關係數為

0.921~0.987(P<0.01)；重測信度相關係數為0.908~0.975(P<0.01)；同質性信度，即量表內

部一致性指標Cronbachα係數在0.769~0.973(P<0.01)；每一個條目與其所在領域的相關係

數為0.754~0.978(P<0.01)，且每一個條目與其所在維度的相關係數均高於與其他維度的相

關係數；在10個維度總分的因子分析中提取出2個公因子（吞咽相關生存質量領域和普通生

存質量領域），累計貢獻率為57.438%。  結論 中文版吞咽生存質量量表SWAL-QOL具有良好

的信度和效度，可作為一種有效的測量工具對腦卒中吞咽障礙患者的生存質量進行評估。

【關鍵詞】吞咽生存質量量表(SWAL-QOL)；腦卒中；信度；效度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wallowing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SWAL-QOL)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TAN Jia Sheng , QI Bing Shi , LAO Chong Leong*, ZHANG Cui Xia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various reliabilities and validities of Chinese version of swallowing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SWAL-QOL) in Macau stroke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Methods   After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SWAL-QO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QOL of 82 stroke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the content valid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will b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The intergroup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S) 
of SWAL-QOL and its domains were in the range of 0.921 – 0.987 (P<0.01).  The coefficient test=retest 
coefficients of SWAL-QOL and its domains were 0.908 – 0.975 (P<0.01).  The Cronbach coefficients range 
from 0.769 to 0.973 (P<0.01).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shown between each entry of WSAL-QOL and 
its domai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754 – 0.978 (P<0.01).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for the ten 
scales of the SWAL-QOL and found two common factors, namely dysphagia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factor 
and generic factor.  These two factors’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was 57.44%.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WAL-QOL is reliable and valid.  It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measuring tool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Key Words]  Swallowing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SWAL-QOL); Stroke; Reliability; Validity

中文版吞咽生存質量量表(SWAL-QOL)在腦卒中患者中信度和效度研究

譚嘉升 祁斌時 劉中良* 張翠霞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康復科 

*通訊作者  E-mail:wwwdr.lau@gmail.com

腦卒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功能障礙，大約50%急性腦

卒中患者會出現吞咽障礙[1]，使患者的生存質量(Qual-

ity of life, QOL)受到嚴重的影響[2]，進食是生存質量

重點涵蓋的內容之一。

目前，在臨床上使用的吞咽障礙生存質量量表分

為普適性量表及特異性量表，普適性量表雖然適用面

廣，但只有個別條目涉及吞咽進食方面，卻未能全面

考察吞咽障礙患者生存質量。特異性量表SWAL-QOL由

McHorney等[4,5]在2000年修訂，是專門對吞咽障礙患者

生存質量進行評估而設計的特異性量表，可針對不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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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吞咽障礙患者，從生理、心理、情感和社會交往各

個方面去評估患者的生存質量，有很強的針對性，不會

被患者其他疾病的症狀所干擾。因此，本研究通過對吞

咽生存質量量表翻譯和編制，進行心理測量學考評，建

立適合澳門人群使用的腦卒中吞咽障礙患者生存質量評

估專表，為該量表在臨床的應用提供客觀的依據。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選取2014年9月~2015年6月在本院康復科診斷為

腦卒中患者，並且伴有吞咽障礙，其中男50例，女32

例；年齡23歲~90歲，平均64.56±15.07歲；腦梗死65例

(79.27%)，腦出血17例(20.73%)。患者由出現吞咽障礙

到首次評估的時間為10.12±6.54日。

入選標準：①符合第四屆全國腦血管病會議通過

的診斷標準[6]；②經確診為吞咽障礙，並由評估人員對

受試者採用標準吞咽功能評價量表(standard swallow-

ing assessment, SSA)篩查提示存在吞咽障礙；③意識

清楚，病情穩定；④知情同意者。

排除標準：①嚴重的精神認知障礙，簡明精神狀態

量表 (mini-me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評估排除

文盲組得分≤17分，小學組得分≤20分，中學及以上組得

分≤24分[7]；②聽力障礙；③嚴重的心肺功能障礙。

二、漢化過程

本研究首先獲得了英文版SWAL-QOL量表原作者McHor-

ney[4]的授權，對該量表進行引進和漢化。翻譯步驟參考

國內外推薦的翻譯程式和內地一些量表漢化的程序[3,8]。

三、評估內容

對吞咽障礙患者採用標準吞咽功能評價量表進行

篩查，採用MMSE對患者進行認知功能評估。確定入選人

員後，對受試者進行中文版SWAL-QOL評估。

1、標準吞咽功能評價量表(SSA)

標準吞咽功能評價量表由3個評估部份組成：①首

先是臨床檢查；②第二部份請患者吞咽5ml水3次，評估

員觀察有無喉部運動、有無吞咽時氣喘及吞咽後喉功能

狀况等情况；③如第二部份有異常則終止試驗；如無異

常則讓患者繼續第三部份，吞咽60ml水，觀察吞咽需要

的時間、有無咳嗽等[9]。

SSA結果評價標準：根據患者飲水情况評價患者是否存

在吞咽障礙。如患者在飲水時出現嗆咳、氣喘或飲水後聲

音變化，立即終止評估，認為患者SSA篩查為陽性，提示可

能存在吞咽障礙；患者無飲水時嗆咳或飲水後聲音變化，

則認為患者SSA篩查為陰性，不存在吞咽障礙[9]。82位受試

者的SSA篩查必須由同一名語言治療師完成。

2.簡明精神狀態量表（MMSE）

使用MMSE量表對患者的認知功能進行篩查，以排

除認知障礙患者對本研究造成干擾。量表總分為30分。

MMSE評分標準為文盲組17分、小學組20分、中學或以上

組24分，≦分界值則判斷為認知功能異常[7]。82位受試

者的MMSE篩查必須由同一名語言治療師完成。

3.中文版吞咽生存質量量表(SWAL-QOL)

經過翻譯後的中文版SWAL-QOL量表中，一共11個

維度涵蓋了44項條目，包括10個維度是測量患者的生存

質量和1個維度測量患者的吞咽症狀。10個生存質量維

度包含了30項條目，其中8個為吞咽相關的維度，包括

心理負擔、進食時間、食欲、食物選擇、語言交流、進

食恐懼、心理健康和社會交往；2個普通維度，包括疲

勞和睡眠；1個吞咽症狀維度。量表計分採用Likert評

分，分成(1~5)五個等級，得分越高生存質量越好。

四、信度和效度檢驗

SWAL-QOL的評估人員由兩名語言治療師A、B組成，評

估員A、B均經過量表評估培訓，並能獨立完成量表評估。

根據測量指標對受試者給予1次或2次SWAL-QOL的評估。

測量者間的信度：首次評估由評估員A、B對82位

受試者各進行1次SWAL-QOL的評估。評估者在評估過程

中不得進行任何討論，各自獨立完成量表的評估並記錄

量表各項得分。

重測信度：在評估員A、B完成首次評估的24~48h內，

由評估員A用Minimize軟件在82例患者中隨機抽取30例受

試者，進行第二次SWAL-QOL評估並記錄量表各項得分。

同質性信度、內容效度、結構效度：由評估員A對

82例患者進行SWAL-QOL評估，使用評估員A記錄的得分

進行分析。

結 果

一、測量者間信度和重測信度的結果

SWAL-QOL總分及11個維度測量者間信度和重測信度

相關係數均＞0.8，在統計學上具有顯著性意義（表1）。

二、同質性信度的檢測結果

SWAL-QOL總分和10個維度的Cronbach α係數在

0.769~0.973(P<0.01)（表2）。

三、內容效度的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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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心理負擔、社會交往、心理健康、進食時間、

食物選擇、進食恐懼和食欲均高負荷於因子1，語言

交流、疲勞和睡眠高負荷於因子2（表3、圖1）。這與

McHorney[11]提出的8個維度的吞咽相關生存質量領域與

2個維度的普通生存質量領域設定不完全相同，語言交

流維度被納入了普通生存質量領域。

表1.SWAL-QOL總分及11個維度測量者間信度和重測信度係數

項目 條目數 測量者間信度(r) 重測信度(r)

總分 44 0.987 0�955

心理負擔 2 0�921 0.973

食欲 3 0�959 0�968

進食時間 2 0.970 0.947

食物選擇 2 0.973 0�959

語言交流 2 0�958 0�908

進食恐懼 4 0.967 0.947

心理健康 5 0�981 0�943

社會交往 5 0.972 0.975

睡眠 2 0�930 0�965

疲勞 3 0.957 0.970

吞咽症狀 14 0�983 0�936

注：r為Pearson相關係數，P<0�01

表2.SWAL-QOL總分和11個維度的Cronbach α係數

項目 條目數 同質性信度（α）

心理負擔 2 0.827

食欲 3 0.769

進食時間 2 0�896

食物選擇 2 0.871

語言交流 2 0.973

進食恐懼 4 0�841

心理健康 5 0�869

社會交往 5 0�853

睡眠 2 0.735

疲勞 3 0.887

總分 30 0�933

注：P<0�01

SWAL-QOL中每一個條目與其所在維度的相關係數為

0.754~0.978(P<0.01)，具有顯著性意義；每一個條目與

其所在維度的相關係數均高於與其他維度的相關係數。

四、結構效度的檢測結果

結構效度主要通過KMO檢驗、Bartlett球形檢驗和因

子分析進行檢測[10]。首先，通過KMO檢驗和Bartlett球形檢

驗進行評估本組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本研究把量

表10個維度總分進行檢驗，結果KMO統計量為0.838＞0.8，

表明此研究適合進行因子分析研究，結果具有統計學

意義的；Bartlett球形檢驗近似卡方分佈，為2192，

P=0.000，有統計學意義，本研究矩陣可以進行因子分析。

10個維度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2個公因子，前

2個因子的特徵值(4.670、1.122)＞1，累計貢獻率為

57.438%。隨着因子數目增加，特徵值降低，當因子數

目為10時，特徵值接近於0，說明了前兩個因子能反映

10個維度的大部份資訊。在旋轉後的因子負荷陣中可以

表3.旋轉後因數負荷矩陣

項目
公因數

1 2

心理負擔總分 0�843 0.087

社會交往總分 0�800 0�248

心理健康總分 0.739 0�421

進食時間總分 0.730 0�035

食物選擇總分 0.677 0�392

進食恐懼總分 0.457 0�351

食欲總分 0�432 0�366

語言交流總分 -0.114 0.772

疲勞總分 0�318 0.697

睡眠總分 -0.114 0�483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份編號

圖1.陡坡圖 

討 論

在SWAL-QOL的中文版翻譯和編制中，必須注意到

語言本地化。由於澳門居民使用粵語居多，所以該中文

版量表的翻譯和編制主要以粵語為基礎，並根據粵語使

用者的文化背景進行文化調適，最後完成患者的預實

驗，使SWAL-QOL量表翻譯成適合廣大澳門人群使用的中

文版量表（粵語版）。

本研究使用了測量者間信度、重測信度和同質性

信度三個指標進行信度測量。在信度的測量中，信度係

數越高，量表的可靠程度越高。McHorney在原英文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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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11]中，計算出量表10個吞咽障礙維度的內部一

致性統計量Cronbachα係數為0.79~0.94(P<0.05)，重

測信度的Pearson相關係數為0.60~0.91(P<0.05)，說明

了原英文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測量者間信度研究中，本研究比較A、B兩位評

估者所測得的SWAL-QOL總分和11個維度得分之間的相關

係數，結果均大於0.8(P<0.01)，說明量表有比較合理

的評分系統，不同評估員評估同一受試者的結果非常接

近。這與原量表的研究結果[9]比較一致。

本研究在重測信度中分析了30例患者前後兩

次S W A L-Q O L總分及11個維度得分之間的相關係數

均＞0.8(P<0.01)，說明量表的重測信度非常高，在較

短時間內重複測量能獲得相當穩定的結果。這與原版的

測量結果[11](0.60~0.9)一致。

在同質性信度研究中，測得SWAL-QOL總分及10個

維度得分的Cronbach α係數在0.769~0.973，均大於

0.7(P<0.01)，提示各個維度中的條目一致的反映該維度

相關的生存質量情况，該結果與原量表研究[9]的同質性

信度(0.79~0.94)基本相同；同時，各維度間相關係數均

小於各維度內部的係數，也進一步說明各條目都能統一

地反映各自維度的生存質量狀况，10個維度的條目又能

在整體上全面地反映吞咽障礙患者生存質量狀况。

內容效度是指量表內各個維度與目標內容之間

兩者的相關程度。本研究主要通過計算量表中各個條

目與其所在維度與其他維度的相關係數來評價內容效

度。結果得到其中各個條目與所在維度的相關係數為

0.754~0.978，均大於0.7(P<0.01)，而且每個條目與其

所在維度的相關係數均高於與其他維度的相關係數。說

明了各個維度內的條目能很好的反映所在特定維度的資

訊，同時能與其他不同維度區分開來。

統計學上使用因子分析法對資料進行結構效度分

析。因子分析法主要通過兩個方面對結構效度進行考

核：①公因子數量與量表內維度數目必須達到基本一

致，公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50%；②在其中一個公因

子上，每一個條目必須有較高的因子負荷(>0.4)，同

時對其他公因子的負荷較低[10]。在McHorney[11]的研究

中，對10個維度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其可分為

吞咽相關生存質量領域和普通生存質量領域，其中疲勞

和睡眠高負荷於普通生存質量領域，其它維度則高負荷

於吞咽相關生存質量領域。

在本研究結果中，語言交流、疲勞和睡眠高負荷

於普通生存質量領域。這與作者在原量表中的研究[11]

不完全相同。查閱原作者在量表縮減前（具有93個條

目）的研究[4]，發現語言交流維度與疲勞維度、睡眠維

度同屬於普通生存質量維度，但在縮減成44個條目後

就歸類於吞咽相關生存質量領域，並且在結構效度分

析[11]得到其的因子負荷值比較高（達到0.54）。這種

改變可能更多地來自於臨床的考慮，因為臨床上吞咽障

礙患者出現語言交流問題的幾率很高，所以原作者就把

語言交流維度納入吞咽相關生存質量領域。而對於究竟

把語言交流維度納入吞咽相關生存質量領域還是普通生

存質量領域，則需加大樣本量做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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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急診醫學作為一門臨床專業學科，處理急危重病

人是急診工作的重點，急診科在搶救急危重病人方面發

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越來越得到重視。但是，急

診科在搶救急危重病人的同時也需要處理大量非急診病

人，急診室擁擠現象已成為全球性的普遍現象和難以解

決的問題[1,2]。了解急診急危重病的流行病學特徵有助

於更合理地利用急診有限的急救資源，及時識別和快速

有效地救治危重病人。

本科曾對本院2005~2009年的急診病人作了流行趨

勢的分析[3]，但仍沒有急診搶救病例的流行病學資料。

現作者對本院2014年4月1日~2015年3月31日急診搶救病

例進行回顧性分析，總結其流行病學特徵，以期為本院

急危重病人的搶救、科室的建設、人員的管理和培訓提

供依據。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摘要】  目的 研究急診科搶救室危重病例的流行病學特點，為本院提高急診對危重

病例的搶救水平，科室的建設和人員的培訓提供依據。  方法 對2014年4月~2015年3月間本

院急診搶救室的696例危重病例的性別、年齡、主要症狀、主要診斷和關鍵搶救措施等資料

進行回顧性描述性研究。  結果 循環系統、神經系統和呼吸系統疾病是急診搶救室危重病

例的前3位。男性多於女性。中老年病例佔80%以上。急性心肌梗死和急性腦血管意外病例最

為突出。  結論 心腦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統疾病的救治可作為科室建設和發展的重點，專業

學習和培訓的方向；建立和完善院內多學科合作團隊，提高搶救成功率；加強相關疾病和急

救常識的宣教。

【關鍵詞】急診；搶救室；危重病例；流行病學

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696 case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resuscitation room

WONG Hong Chio, HUNG Wai Kwan, LI Da Bin*, LEONG Chon Hang 
Department of A&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requiring 

resuscitation room (RM) management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so 
as to help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nd define future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staff training 
needs of the departmen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descriptive study of 696 RM cases between April 2014 
and March 2015, including their gender, age, chief complaints, diagnoses and treatment was conducted.   
Results  The three leading systemic disorders are circulatory system, nervous system and respirator system.  
There were more male patients, and more than 80% are above the age of 40.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acute stroke were the two most frequent diagnoses.  Conclusion  The management of circulatory and 
respiratory system disorders should be the priority for service planning and staff training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Strengthening of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mong clinical 
team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improving resuscitation success rate of RM patients.

[Key Words]  Emergency department; Resuscitation room; Critical illness; Epidemiology 

696例急診科搶救室危重病例的流行病學特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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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急診科承擔全院各科室急診病人的診治工

作，按急診分流分級處理急診病人，分流Ⅰ級病人馬上

進入搶救室進行救治，Ⅱ級和Ⅱ級以下分級病人由急診

主診醫生根據病情決定是否進入搶救室。本研究選擇

2014年4月1日~2015年3月31日間進入本院急診搶救室進

行救治的696例搶救病例進行分析。

二、方法：本研究為回顧性描述性研究。收集上

述時間所有696例搶救病例的性別、年齡、主要症狀、

搶救室的第一診斷和在急診搶救室進行的搶救措施等

資料，按年齡將病例分為<20歲、20歲~39歲、40歲~59

歲、60歲~79歲、>80歲組。分析不同年齡和性別的疾病

分佈特點，計算不同疾病的構成比，比較不同年齡組疾

病的分佈特點，並分析常見病例的特點。

三、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使用EXCEL和SPSS 21進行統計計算處理，

研究其規律和特點。

結 果

一、年齡分佈特點

696例搶救病例中年齡最小23天，最大109歲，平均

年齡為60.7歲。各年齡組病例的分佈如下：<20歲組12例

(1.72%)；20歲~39歲組107例(15.37%)；40歲~59歲組207

例(29.74%)；60歲~79歲組201例(28.89%)；>80歲組169

例(24.28%)。病例主要以中老年為主，其中大於40歲的

病例有577例，佔所有病例的82.90%，大於40歲的各年齡

組的分佈情况相似。

二、性別分佈特點

696例搶救病例中男性428例，女性268例，男女比

例為1.60:1。各年齡組男女比例如下：<20歲組5.00:1；

20歲~39歲組2.45:1；40歲~59歲組3.50:1；60歲~79歲組

1.48:1；>80歲組0.56:1。整體男性病例明顯多於女性，

除>80歲年齡組女性病例多於男性外，其他各年齡組均為

男性多於女性。

三、疾病構成特點

根據急診搶救室的主要

診斷對疾病進行分類，排在前

8位的疾病分類依次為循環系

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呼吸

系統疾病、外傷、消化系統疾

病、院前猝死、休克和中毒。

上述8類疾病佔所有病例的

94.40%，其中循環系統疾病217例(31.18%)、神經系統疾

病112例(16.09%)和呼吸系統疾病108例(15.52%)，分列

前3位，總數佔所有病例的62.79%。詳見表1。

四、急性心肌梗死病例的特點

696例急診搶救病例中診斷為急性心肌梗死的有99

例，佔所有病例的14.22%，在217例循環系統疾病中佔

45.62%。其中男性76例，女性23例，男女比例為3.30:1。

年齡最小35歲，最大92歲，平均年齡61.58歲。各年齡組

急性心肌梗死病例的分佈如下：<20歲組0例(0%)、20歲~39

歲組3例(3.03%)、40歲~59歲組49例(49.49%)、60歲~79歲

組30例(30.30%)、>80歲組17例(17.17%)。其中2例在急診

發生心跳驟停，經心肺復甦搶救後均恢復自主心跳。99例

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例中35例(35.35%)進行了急診CAG/PCI治

療，4例(4.04%)進行了靜脈溶栓治療。

五、腦血管意外病例的特點

696例急診搶救病例中診斷為急性腦血管意外的有

97例，佔所有病例的13.94%，在112例神經系統疾病中佔

86.61%。男性61例，女性36例，男女比例為1.69:1。年齡

分佈於20~96歲，平均61.38歲。各年齡組急性腦血管意

外病例的分佈如下：<20歲組0例(0%)；20歲~39歲組8例

(8.25%)；40歲~59歲組39例(40.21%)；60歲~79歲組31例

(31.96%)；>80歲組19例(19.59%)。97例中有30例(30.93%)

接受了急診腦血管介入治療或開顱手術治療（見表2）。

六、死亡及猝死病例的特點

表1.696例急診搶救病例疾病構成情况

疾病分類 例數（n） 構成比（%）

循環系統 217 31.18%

神經系統 112 16.09%

呼吸系統 108 15.52%

外傷 54 7.76%

消化系統 53 7.61%

院外猝死 52 7.47%

休克（低血壓） 43 6.18%

中毒 18 2.59%

其他 39 5.60%

表2.心腦血管疾病和院前猝死病例各年齡組構成情况

組別 <20 20~39 40~59 60~79 >80 合計

急性心肌梗死 0 (0%) 3 (3.03%) 49 (49.49%) 30 (30.30%) 17 (17.17%) 99 (100%)

出血性腦血管意外 0 (0%) 7 (10.94%) 30 (46.88%) 20 (31.25%) 7 (10.94%) 64 (100%)

缺血性腦血管意外 0 (0%) 1 (3.03%) 9 (27.27%) 11 (33.33%) 12 (36.36%) 33 (100%)

院前猝死 2 (3.85%) 2 (3.85%) 12 (23.08%) 15 (28.85%) 21 (40.38%) 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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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例急診搶救病例中診斷為院前猝死（到院前已無

呼吸心跳）病例有52例（其中1例為高處墜落傷），經心

肺復甦搶救恢復自主循環的有6例(11.54%)。急診死亡48

例，其中46例來自院前猝死，另消化道大出血1例和呼吸

衰竭1例。死亡病例和院前猝死病例的情况詳見表2。

討 論

急診醫學在國際上成為一門專業學科已經有將近

40年的歷史，急診醫學主要是對急危重症、創傷意外傷

害進行評估、急診處理、治療和預防的臨床學科，核心

在於判斷、救治急危重症和創傷，具有病種廣泛、不可

預測性強、病情複雜變化快和搶救時間緊迫等特點[4]。

快速準確的判斷和救治是改善急危重病預後的基礎，而

掌握當地的急危重症的流行病學特點有利於進一步提高

搶救成功率，也有利於合理應用資源和培訓。

本組696例本院急診室搶救病例的資料顯示40歲以

上577例，佔總病例數的82.90%，發病年齡段的排位是

40歲~59歲、60歲~79歲、>80歲、20歲~39歲、<20歲，

提示本院急診室搶救病例中老年病例所佔的比例大，

與內地的研究一致[5-7]，與心腦血管疾病的好發年齡相

吻合。本組病例顯示急診搶救的病例中整體男性多於女

性，男女比例為1.60:1，除大於80歲年齡組外，其他各

年齡組也是男性多於女性。性別差異的可能與不同性別

從事的社會角色、參與的社會活動和從事的職業不同有

關，當然也與生理和疾病不同有關。

本組696例的疾病構成特點顯示，排在前3位的分

別是循環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和呼吸系統疾病，此

3類疾病已經佔所有病例的62.79%。雖然由於地域的差

異、各地疾病譜構成的差異、社會狀况的差異和人口構

成比例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各地急危重症搶救病例的

比例和排序不完全相同[8,9]，但在總體上，循環系統疾

病、神經系統疾病和呼吸系統疾病都位於前列[6,7]。其

中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腦血管意外和AECOPD是最為常見

的病例，對上述疾病的救治水平也從另一方面反映當地

和醫院的整體水平。

本組696例搶救病例中，急性心肌梗死99例，佔

14.22%，是單一病種所佔比例最高的疾病。將近半數的急

性心肌梗死病例集中在50歲~69歲年齡段，但年齡在50歲

以下的病例並不少見，有15例，佔15.15%。這與內地的報

導基本一致，發病年齡有年輕化的趨勢[10,11]。本組資料顯

示大部份的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例有典型的胸痛發作，有69

例，佔69.70%。另一方面，仍有30%的病例缺乏典型的胸

痛症狀，應該引起重視，內地文獻也有類似報導[12]。在老

年患者中，缺乏典型胸痛的比例較年輕患者的比例大，小

於65歲患者有典型胸痛症狀是大於65歲患者的2.479倍，

年齡越大可能越缺乏典型胸痛發作。99例急性心肌梗死的

病例中只有39例(39.39%)進行了急診的冠脈再灌注治療，

包括35例CAG/PCI(35.35%)和4例靜脈溶栓(4.04%)。目前

PCI已經成為治療冠心病的重要技術手段，急診PCI能夠盡

早開通急性心肌梗死受累血管的血流，挽救瀕死心肌，改

善預後。進一步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病例的急診冠脈再灌注

治療的比例(尤其是CAG/PCI)，預期可進一步減少急性心

肌梗死病例的併發症和改善預後[13-15]。

腦血管意外也稱為腦卒中，是一組急性腦血管疾病

的統稱，包括腦出血、腦血栓形成、腦栓塞和蛛網膜下

腔出血等。我國腦血管意外的發病率較高，並且有逐年

上升的趨勢，40歲後病死率隨年齡的升高而上升[16,17]。

本組696例搶救病例中，腦血管意外97例，其中缺血性33

例(佔34.02%)，出血性64例(佔65.98%)。這與國際上+的

缺血性腦卒中和出血性腦卒中的比例不一致[18]，原因可

能是由於整體上缺血性腦卒中的症狀相對較輕而沒有進

入搶救室，相反大部份出血性腦卒中的病例需要進入搶

救室。出血性腦血管意外的病例大部份是年輕患者，而

老年的病例中缺血性和出血性腦血管意外的比例相近。

腦血管意外最常見的臨床表現有肢體活動障礙，神志改

變，頭暈頭痛和語言功能障礙等。雖然上述症狀在缺血

性腦血管意外和出血性腦血管意外病例中發生的機率有

所不同，但並不能從臨床症狀區分是缺血性或出血性，

明確診斷依賴神經影像學的檢查[19]。本院以腦部電腦掃

描為主，因此在危重病人中出現上述症狀的，應高度懷

疑急性腦血管意外，盡快完成腦部電腦掃描檢查，以明

確診斷，為進一步搶救創造有利條件。

根據文獻報導，院前猝死病例中心腦血管疾病佔

大多數，其中心血管疾病佔50%以上，以冠心病為主，

腦血管疾病佔15%左右，呼吸系統疾病則排第3[20,21]。

本組病例中非外傷性的院前猝死病例有51例。按此比例

估計猝死病例中有將近33例(佔4.74%)來自心腦血管疾

病。由此可見，心腦血管疾病是本院急診搶救病例的最

主要構成部份，也是急診死亡病例的最主要的原因。

根據本組696例急診搶救病例的數據分析，心腦血

管疾病是構成急診搶救病例最主要的構成疾病，佔所

有搶救病例50%以上。急診科加強對心腦血管疾病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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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長期研究已證明對無牙頜進行牙種植修復是可行

的。種植體植入的二次手術方法的目的是在最初骨整合

時期保護種植體避免細菌感染和負荷。通常認為種植體

埋植3~6個月是骨整合的基本需要[1]。這一傳統的治療

方法時間長，並需被迫戴用臨時活動義齒和多次手術，

這成為許多人難以接受牙種植的因素。

近20多年來，牙種植體的廣泛應用已有許多變

革，一次手術方法問世，並被證明有效[2]，其中牙種植

體即刻負荷方法應運而生，患者在種植體植入術後戴入

種植體支持的固定修復體，可恢復社交生活和一定的咀

嚼功能，維持垂直高度，改善軟組織癒合，減少病人

就診次數，從而增加病人對牙種植治療的接受度[3]。目

前，採用多少枚種植體支持固定修復尚無一致定論[4]。

Branemark等建議最少使用6枚種植體被作為重建下頜無

牙頜的金標準[5]，在上頜無牙頜要增加至14枚種植體[6-

8]。Malo等[9,10]發表的文獻中使用4枚種植體即刻負重重

建無牙頜，通過傾斜兩枚遠中種植體來減少懸臂[10]。

Agliardi等[11]報導6枚種植即刻修復上頜無牙頜是可

靠、經濟和有效的選擇，避免了植骨。

本回顧性研究的目的是分析

採用4枚和6枚種植體即刻負重修復上頜或下頜牙

列的成功率、影像學結果。

資料與方法

一、病例選擇

選擇2010年4月~2015年4月到本口腔中心就診的單

頜或雙頜牙列缺失病例共31例（男14例，女17例），

平均年齡48.8歲（範圍為36歲~78歲）。病例納入標

準：上頜、下頜、全口無牙頜或牙列正在脫落中的病

人，能耐受牙種植手術。排除標準：夜磨牙，影響骨代

謝的疾病，及一般牙種植手術的禁忌症。

二、種植體

Replace select種植體或Active種植體，瑞典No-

bel biocare公司生產。

三、手術及修復過程

患者在術前印模、確定牙合關係，行錐形束C T

【摘要】  目的 觀察採用4與6枚種植體即刻負重修復無牙頜的效果。  方法 31例患者

根據無牙頜的骨量植入4枚或6枚種植體，術後即刻負重，觀察種植體成功率、種植體周邊緣

骨喪失。  結果 31例患者共植入160枚種植體。4枚種植體組種植體累積存活率為100%，6枚種

植體組種植體累積存活率為98.1%。  結論 兩種即刻負重修復無牙頜方案的中期效果良好。

【關鍵詞】牙種植；即刻負重；無牙頜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immediate loading of edentulous jaws with four or six im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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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our and six implant groups were 100% and 98.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Both approaches are 
reliable treatment options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completely edentulous patients in the medium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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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leos, sirona, 德國）檢查頜骨骨量，骨量不足的

患者選擇植入4枚種植體方案（圖1 見封3），骨量足夠

的患者選擇植入6枚種植體方案（圖2 見封3）。Sidexis

軟件（Sirona, 德國）設計種植體位點方向和角度，根

據設計方案製作植牙導板。術前全口潔治。根據患者意

願選擇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常規消毒鋪巾，阿替卡因

局部麻醉下，拔除無保留價值的患牙，牙槽脊頂切開，

分離黏骨膜瓣，修整骨面；按預先計畫的植入位點、方

向，定位鑽定位，根據骨密度植入Nobel replace select

或Active種植體（Nobel Biocare AG, 瑞典）。最終植

入扭矩35~45Ncm，根據種植體位置和角度選擇連結直基

台、17度或30度覆合角度基台，調整出合適和螺絲孔方

向，縫合創口，基台水平開窗式印模，取合關係，24小

時內安裝種無懸臂的臨時植體支持式丙烯酸樹脂橋。在

安裝臨時橋後3~6個月製作最終修復體。最終修復體採用

金屬烤瓷橋、純鈦支架丙烯酸樹脂橋，調整咬合避免任

何早接觸，採用前牙引導和平衡咬合的相互保護咬合。

四、療效觀察

術後第1、6和12個月複診，之後每年複診1次。

五、種植體成功標準

種植體無鬆動，X線檢查種植體周圍無透射區，種

植後無持續的或不可逆的症狀及體征, 如疼痛、感染、

神經疾患、感覺異常及下頜管損傷。

六、種植體邊緣骨水平測量

選取手術當天，1年，2年和3年拍攝的根尖周和全

景X線照片，由一個檢查者使用TrophyDicom軟件（Ko-

dak，美國）進行測量，使用種植體螺紋寬度作為測量

標準的參考，進行X線分析。測量每枚種植體的近遠頸

緣（作為參照點）與骨-種植體接觸最冠方之間的垂直

距離，取平均值作為該種植的數值。術後當天X線照片

的測量值作為基值，計算每次隨訪觀察每枚種植體的骨

喪失。X線照片中參照點與骨-種植體接觸最冠方的距離

增加，側測提示出現骨吸收。

結 果

31例患者均對可以避免戴用活動義齒表示滿意。

本研究共植入160枚種植體，4枚種植體組52枚，6枚種

植體組108枚（2枚replace select植體在3個月後發現

鬆動，給予取出種植體和即刻重新植入種植體，順利永

久修復）；4枚種植體組的累積存活率為100%，6枚種植

體組的累積存活率為98.1%，詳細隨訪情况如表2所示。

討 論

為了使義齒獲得良好的被動就位，我們採用了開

窗式印模。由於印模和義齒製作過程不可避免地產生誤

差，義齒與種植體之間被動就位不可能真正獲得[12-14]。

被動就位不良會導致過度微小動度和種植體喪失，因

此，被動就位是即刻負荷種植體骨整合的重要因素[15]。

本研究31例中未發現因被動就位不良導致失敗的種植

體。根據Gallucci等[16]的報導，即刻負荷方法中被動就

種植體邊緣骨水平的改變具體如表3所示，4枚種

植體組的邊緣骨吸收在各個時間段均小於6枚種植體的

邊緣骨吸收。

表1.患者資料

4枚種植體組 6枚種植體組

男性 6 8

女性 7 10

平均年齡 52�3 46�3

吸煙 2 1

10mm種植體 5 25

13mm種植體 37 77

15mm種植體 10 6

表2.種植體存活分析表

時間 種植體數 失敗 失訪 存活率(%) 累計存活率(%)

4枚種植體組

1年 52 0 0 100 100

1~2年 36 0 0 100 100

2~3年 28 0 0 100 100

3~4年 20 0 0 100 100

4~5年 12 0 0 100 100

5~6年 8 0 0 100 100

6枚種植體組

1年 108 2 0 98�1 98�1

1~2年 90 0 0 100 98�1

2~3年 72 0 0 100 98�1

3~4年 54 0 0 100 98�1

4~5年 24 0 0 100 98�1

5~6年 12 0 0 100 98�1

表3.邊緣骨水平的改變（單位：mm）

時間 4枚種植體組 6枚種植體組

0~1年 0.91±0.52（52枚） 1.04±0.45（108枚）

1~2年 0.21±0.16（36枚） 0.23±0.15（90枚）

2~3年 0.14±0.09（28枚） 0.18±0.11（72枚）

3~4年 0.11±0.06（20枚） 0.14±0.09（54枚）

4~5年 0.09±0.05（12枚） 0.13±0.07（24枚）

5~6年 0.09±0.04（8枚） 0.10±0.07（12枚）



15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6, Vol 16. No.2鏡湖醫學2016年12月第16卷第2期

位不良導致的靜止應力在骨整合第1週消散，在種植體

完全骨整合至永久修復期間不可能發生。當種植體植入

時，板層骨保持最初的應力，隨着板層骨被吸收，新

生骨組織不可能保持最初的應力，殘留應力通過後續

骨整合形成的重建過程被減緩。在骨整合形成後，永久

修復體被動就位不良會使種植體系統產生應力，可能在

植入多年後仍存在。由於這個原因，被動就位不良可能

導致螺絲鬆動、修復體或種植體折裂、種植體周骨喪

失[17]。因此，種植體基台與上部結構的精確吻合，以

及後續不存在骨組織應力是種植體支援式修復長期成功

的重要因素。

對於術後當天即刻修復的病例，1週複診拆線時，

我們盡量在不卸下臨時固定橋的情况下拆除縫線，採用

的是可吸收縫線，對於修復體與組織面之間難以拆除的

縫線可以不拆除，這樣可以減少種植體在癒合期間受到

不利的影響。許多學者為了避免種植體受到任何擠壓

力，不贊成在癒合期間取出固定的上部修復體[18,19]。

Tarnow等[20]認為在骨整合期間取出臨時修復體是即刻

負荷種植體失敗的原因。

不同文獻報導單頜即刻固定修復使用的種植體數

差別很大，上頜從4~12枚，下頜最少2枚最多10枚。

Cannizzaro等[21]短期回顧性研究報導用2枚種植體和短

牙弓的形式重建下頜修復，由於隨訪時間只有1年和失

敗風險高未能推廣。Hatano等[22]的縱向回顧性研究報

導了下頜採3枚種植體重建下頜牙列，任何1枚種植體的

失敗將導致修復體喪失。許多回顧性研究報導用4枚種

植體重建上或下頜的方法[9,10,23,24]，被許多學者接受並

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廣，但仍存在缺點，需要操作者有

一定手術經驗和技巧，1枚種植體失敗就需要重做修復

體，修復體制作精密度要求高。我們傾向於在骨量足

夠的情况下植入6枚種植體，不會過多增加患者費用負

擔，同時即使將來有1~2兩枚種植體失敗仍然可以保證

修復體無需重做。對於骨量不足的情况下植入4枚種植

獲得固定修復，避免植骨需要等待的時間和費用。

本研究6枚種植體有2枚種植體在臨時修復體階段

出現鬆動脫落，1例是重度吸煙患者（每日40支煙），

依從性差，口腔衛生不良，右側偏側咀嚼，脫落的是16

牙位的種植體；另1例是重度牙周炎患者，經數次衛生

宣教仍無法掌握有效的口腔清潔方法，42牙位種植體脫

落。兩例均在永久修復前給予重新植入，至今未見鬆

脫。在邊緣骨水平改變方面，4枚種植體組的邊緣骨水

平變化均小於6枚種植體組，雖然沒有經過統計學分析

和比較；但4枚種植體組的種植體間距更寬，清潔易度

更高，植入位點頦孔前區和上頜前牙區骨質更好，這些

因素均影響邊緣骨的改變，也影響種植體的成功率。

總的來說，採用4枚或6枚種植體即刻負重修復無

牙頜短中期效果是可行的，遠期效果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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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連續觀察分析澳門鏡湖醫院住院呼吸道感染兒童病毒病原學情况。  

方法 採集本院2014年1月~2015年12月住院的2096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兒的鼻咽分泌物，用

Luminex公司的xTAG RVP FAST V2檢測9種呼吸道病毒。  結果 2096例呼吸道感染患兒鼻咽分

泌物標本中，陽性檢出率為77.1%(1615/2096)，前4位依次為腸病毒/鼻病毒(EV/HRV)36.3% 

(586/1615)、腺病毒(ADV)23.7%(383/1615)、呼吸道合胞病毒(RSV)19.2%(310/1615)、副流

感病毒(PIV)12.8%(207/1615)，2種及2種以上病毒混合感染達18.9%。不同年齡組病毒總檢

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3.167，P<0.001)，幼兒組檢出率最高為82.8%，其次為學齡前

組為78.5%，學齡組最低為62.4%。RSV檢出率隨着年齡增長而降低，流感病毒(Flu)的檢出率

隨年齡增長而增加。兩年四季中春、冬季病毒檢出率最高。喘息組患兒的病毒檢出率較非喘

息組高，其中EV/HRV檢出率49.2%(95/193)，其次RSV檢出率為36.3%(73/193)。ADV、Flu主

要引起AURI。RSV、人偏肺病毒(hMPV)、PIV、人博卡病毒(HBoV)及人冠狀病毒(HCoV)主要引

起下呼吸道感染(ALRI)。  結論 病毒是住院兒童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體，腸病毒、鼻病

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在澳門地區兒童呼吸道感染疾病中佔重要地位。幼兒及學齡前

期兒童易感呼吸道病毒，RSV在嬰兒檢出率最高，流感病毒、ADV在大年齡組檢出率高。RSV

和EV/HRV在兒童喘息性疾病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

【關鍵詞】兒童；呼吸道感染；病毒

Viral Etiology of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 Macau between 
2014 and 2015 

LEI Cheng , U Hong Chon , IO King , PAN Bao Qua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iral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ARTI) in Macau.  Methods   Nasopharyngeal secret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2096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inpatient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5.  Nine common respiratory viruse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xTAG Respiratory Viral Panel FAST V2.  
They include enterovirus (EV)/rhinovirus (RHV), adenovirus (ADV), respiratory synctyial virus (RSV), 
parainfluenza virus (PIV), influenza virus (Flu), human netapneumonia virus (hMPV), human bocavirus 
(HBoV) and human coronavirus (HCoV).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detected respiratory viruses in 
children with ARTI was77% (1615/2096).  The three most common viruses were EV/HRV (36.3%), ADV 
(23.7%) and RSV (19.2%.  The rate of mixed infection with two or more viruses was 18.9%.  The virus 
detection rate between age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χ2=63.167, P<0.001).  The positive rate was 
highest in toddlers (82.8%), followed by preschoolers (78.5%).  The detection rate of RSV decreased with 
age, whereas that of Flu was the opposite.  The virus detection rate was highest in spring in the two years 
under analysis, followed by winter.  The positive rate in wheezing patients (94.3%) was higher than in non-
wheezing patients (75.3%).  ADV and Flu mainly caused acut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AURI), 

2014~2015年澳門鏡湖醫院住院呼吸道感染兒童鼻咽部病毒病原學分析

李靜 余鴻進 姚荊 潘寶全*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通訊作者  E-mail:panbaoquan9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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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 

A R I)是兒童常見病，並且是兒童住院治療的常見病

因，部份可造成兒童死亡。WHO健康報告[1]顯示2013年

急性呼吸道感染在不同國家5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佔

0%~33%，引致超過900,000例兒童死亡。很多病原體可

引起ARI，其中病毒感染佔主要比重[2]。目前常見的引

起兒童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有呼吸道合胞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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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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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有很多地區就當地的呼吸道病毒感染情况

作出研究，但因不同地區的氣候、人口組成、地理環

境、生活習慣不同，各地的呼吸道病毒病原譜各有特

點。澳門地區醫院近幾年開展以上病毒的檢測項目，但

缺乏呼吸道病毒病原學的連續監測資料。本院的住院呼

吸道兒童鼻咽部病毒病原學分析可為澳門兒童常見呼吸

道病毒病原譜研究提供基礎。本文就本院2014年~2015

年兩年共2096例住院急性呼吸道感染兒童的鼻咽部病毒

檢測結果進行分析，了解以上病毒的流行特點及與呼吸

道疾病的關係。

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

2014年1月~2015年12月本院兒科病房收治的急性呼吸

道感染病例為病例組，入選標準：①12歲以下兒童②有

呼吸道感染的臨床表現及相應的肺部影像學特征，上、

下呼吸道感染診斷標準依據《諸福棠實用兒科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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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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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所有病例鼻咽部病毒的檢出情况，

不同年齡組、不同年份間病毒檢出情况比較，喘息性疾病

和非喘息性疾病中病毒的分佈，各病毒與診斷的關係。

4.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採用卡方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一般情况

共收集兒科住院呼吸道感染(ARTI)患兒2096例，

男1175例，女921例，男女比例1.28:1，1615例病毒

檢出陽性，總檢出率77.1%，男性檢出912例，檢出

率為56.5%(912/1615)，女性檢出703例，檢出率為

43.5%(703/1615)。男、女病毒檢出率比較差異無統計

學意義(χ2=0.484，P=0.487)。年齡7d~12歲，其中嬰兒

400例，幼兒1019例，學齡前兒童494例，學齡兒童183

例。幼兒組檢出率最高，學齡前期組次之。

臨床診斷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AURI)1070例，下呼

吸道感染(ALRI)1026例，其中支氣管炎366例，支氣管肺

炎467例，毛細支氣管炎84例，支氣管哮喘7例，喘息性

支氣管炎102例，將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氣管炎、支氣

管肺炎納入非喘息組（1903例），毛細支氣管炎、支氣

管哮喘、喘息性支氣管炎納入喘息組（193例）。陽性病

例中診斷AURI757例，ALRI858例（見表1）。

二、病毒檢出結果 

兩年病例總病毒檢出率以微小病毒(EV/HRV)(36.3%, 

whereas RSV, hMPV, PIV, HBoV and HCoV mainly caused 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ALRI).  
Conclusion   Respiratory viruses were the major pathogens of ARTI in children.  EV/RHV, ADV, RSV and 
PIV are important etiological agents for children in Macau.  Toddlers and preschoolers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by respiratory viruses.  The detection rate of RSV, Flu and ADV were highest in infants, school 
children and preschoolers.  RSV and EV/HRV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wheezing diseases of children.

[Key Words]  Children;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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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腺病毒ADV在2014年明顯高發。RSV、PIV、HCoV檢出

率兩年間無差異（見表2）。

檢出病毒陽性的病例共1615例，其中單一病毒感

染1309例(62.5%)，混合感染306例(18.9%)，其中兩種

病毒混合感染291例(18.0%)，三種病毒混合感染13例

(0.8%)，四種病毒混合感染者2例(0.1%)。詳見表3。

三、不同年齡組患兒病毒檢出情况

不同年齡組間的病毒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χ2=63.167，P<0.001)，幼兒組病毒檢出率(82.8%)最

高，學齡前組檢出率為78.5%，嬰兒組和學齡組檢出率

分別為66.8%和63.4%，低於前組。除嬰兒組與學齡組間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630，P=0.427)，其它各組間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

RSV檢出率隨着年齡增長而降低，Flu的檢出率隨

年齡增長而增加，PIV、HBoV檢出率最高為幼兒組，ADV

檢出率最高為學齡前組，以上各病毒的檢出率在各組間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hMPV、EV/HRV、HCoV檢出率在各組

間無明顯差異（見表4）。

四、不同季節間病毒檢出情况比較

兩年之間四季病毒檢出率差異無統計學差異

(P>0.05)，同一年的四季之間病毒檢出率有顯著差異，

均表現為春季病毒檢出率最高，冬季其次，秋季及夏季

表1.病例組的一般情况

特點 ARTI(%)(n=2096) 陽性病例(n=1615)

性別 男 1175(56.1) 912(56.5)

女 921(43.9) 703(43.5)

年齡 嬰兒組 400(19.1) 267(16.5)

幼兒組 1019(48.6) 844(52.3)

學齡前組 494(23.6) 388(24.0)

學齡組 183(8.7) 116(7.2)

診斷 AURI 1070(51.0) 757(46.9)

ALRI 1026(48.8) 858(53.1)

喘息 喘息組 193(9.2) 182(11.3)

非喘息組 1903(90.8) 1433(88.7)

表2.不同年份病毒檢出情况

Total
(n=1615(%))

2014
(n=691(%))

2015
(n=924(%))

χ2 P

RSV-A 233(14.4) 88(12.7%) 145(15.7%) 1�398 0.237

RSV-B 77(4.8) 25(3.6%) 52(5.6%) 2�609 0�106

Flu-A 83(5.1) 23(3.3%) 60(6.5%) 6�643 <0�05

Flu-B 75(4.6) 18(2.6%) 57(6.2%) 9.670 <0�05

H
1
N
9

11(0.7) 11(1.6%) 0(0) 16.675 <0�001

PIV 207(12.8) 85(12.3%) 122(13.2%) 0�009 0�926

hMPV 128(8.0) 32(4.6%) 96(10.3%) 15�052 <0�001

EV/HRV 586(36.3) 277(40.0%) 309(33.4%) 11�694 <0�05

ADV 383(23.7) 233(33.7%) 150(16.2%) 149�940 <0�001

HCoV 54(3.3) 16(2.3%) 38(4.1%) 3.147 0.076

HBoV 101(6.3) 53(7.7%) 48(5.2%) 5�401 <0�05

表3.混合感染情况

陽性病例總數(n) 單一感染(n(%)) 混合感染例數(n(%))

RSV 311 225(72.3) 86(27.7)

Flu 169 141(83.4) 28 (16.6)

PIV 207 136(65.7) 71(34.3)

hMPV 128 106(82.8) 22(17.2)

EV/HRV 586 369(63.0) 217(37.0)

ADV 383 268(70.0) 115(30.0)

HCoV 54 32(59.3) 22(40.7)

HBoV 101 31(30.7) 70(69.3)

χ2 107.393

P <0�001

586/1615)最高，其次為ADV(23.7%, 383/1615)，RSV(19.2%, 

310/1615)，PIV(12.8%, 207/1615)，Flu(10.4%, 169/1615)，

hMPV(7.9%, 128/1615)，HBoV(6.3%, 101/1615)，HCoV(3.3%, 

54/1615)。

2014-2015年間，不同病毒檢出率略有不同。其

中，Flu-A、Flu-B、hMPV檢出率在2015年高於2014年，

EV/HRV、ADV、HBoV的檢出率在2014年顯著高於2015年。

表4.不同年齡組間患兒病毒檢出情况

<1Y
(n=400(%))

1~<3Y
(n=1019(%))

3~<6Y
(n=494(%))

≥6Y
(n=183(%))

χ2 P

RSV 89(22.2) 190(18.6) 31(6.3) 1(0.5) 87.326 <0�001

Flu 20(5.0) 70(6.9) 47(9.5) 32(17.5) 30�346 <0�001

PIV 32(8.0) 133(13.1) 37(7.5) 5(2.7) 26.783 <0�001

hMPV 19(4.8) 64(6.3) 39(7.9) 6(3.3) 6�645 0�084

EV/HRV 105(26.3) 302(29.6) 142(28.7) 37(20.2) 7.599 0�055

ADV 14(3.5) 182(17.9) 145(29.4) 42(23.0) 101.857 <0�001

HCoV 10(2.5) 32(3.1) 9(1.8) 3(1.6) 3�061 0�382

HBoV 11(2.8) 84(8.2) 5(1.0) 1(0.5) 52.679 <0�001

Total 267(66.8) 844(82.8) 388(78.5) 116(63.4) 63.167 <0�001

表5.不同季節病毒檢出情况

2014 2015
χ2 P

n 陽性病例(%) n 陽性比例(%)

春季 181 154(85.1) 361 294(81.4) 1�116 0�291

夏季 195 143(73.3) 310 209(67.4) 1�982 0�159

秋季 230 182(79.1) 265 195(73.6) 2�086 0�149

冬季 261 212(81.2) 293 226(77.1) 1.397 0.237

χ2 8�549 18�550

P <0�0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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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見表5）。

五、喘息性疾病與非喘息性疾病中病毒分佈的比較

喘息性疾病組患兒的病毒檢出率(94.3%)高於非喘

息組(75.3%)，EV/HRV、RSV、HBoV在喘息組中的檢出率

顯著高於非喘息組。ADV、PIV、Flu、HCoV在非喘息組中

的檢出率顯著高於喘息組（見表6）。

六、各病毒與病情間的關係

在各病毒與相應病例的診斷方面，AD V、F l u主

要引起急性上呼吸道感染(AURI)，ADV比例(72.3%，

277/383)最高。RSV、hMPV、PIV、HBoV及HCoV主要引起下

呼吸道感染(ALRI)，尤其以hMPV引起肺炎比例(51.6%，

66/128)最高，RSV(39.3%，122/310)次之。100%(7/7)哮喘

急性發作病例及59.8%(61/102)喘息性支氣管炎病例均檢出

EV/HRV。61.9%(52/84)急性細支氣管炎及17.6%(18/102)喘

息性支氣管炎病例檢出RSV（見表7）。

討 論

本研究顯示幼兒組的病毒檢出率最高，其次為學

齡前組和嬰兒組，學齡組最低，表明病毒易感性具有年

齡趨勢，考慮①與兒童免疫力有關，即隨着年齡增加，

免疫力增強，病毒感染減少。②幼兒及學齡前兒童參加

托幼機構，集體生活可增加病毒接觸機會，而嬰兒雖然

免疫功能未發育成熟，但多於家中照顧，病毒接觸機會

較少從而減少感染率。本研究中RSV的檢出率隨着年齡

增長而降低，嬰兒組及幼兒組檢出率佔所有RSV病例的

90.0%(279/310)。ADV及Flu則表現出相反的趨勢，在較

大年齡兒童檢出率較高，與Comach等的報導類似[4]。而

PIV、HBoV在幼兒期檢出率最高，因而在不同年齡的急性

呼吸道感染中，嬰幼兒需注意防治RSV、PIV、HBoV，學

齡前兒童和學齡期兒童則需防治ADV及Flu的感染。

不同地區的兒童呼吸道感染病毒檢出率各有不同，

報導在15.6%~70%[4-8]。本研究ARI的病毒檢出率達77.1%，

高於以上研究結果。兩年的四季病毒檢出率均表現為春

季最高，冬季其次，夏季最低的表現，提示不同病毒檢

出情况與各地氣候、環境、生活學習習慣密切有關，澳

門地區氣候潮濕炎熱，人口密度高，大部份兒童自1~2歲

開始參與學校集體生活，可增加病毒感染機會，此外，

病毒檢出率也與不同檢測方法有關，本研究的xTAG RVP 

Fast 技術與免疫熒光法以及病毒培養比較，不同病毒的

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61.1%~100%和84.9%~99.3%[8]。

另外，本研究提示，各病毒在不同年份的檢出率

有波動，2014年EV/HRV、ADV及HBoV的檢出率高於2015

年，2015年Flu、hMPV的檢出率高於2014年，以上檢出

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而RSV、PIV、HCoV的檢出率並

無顯著差異。不同年份的病毒流行情况可有改變，連續

監測門診及住院呼吸道感染病人的病毒病原學有利於建

立本地區病毒病原譜，為制定本地區的呼吸道病毒防治

政策提供依據。

本研究發現，EV/HRV仍是檢出率最高的病毒，考

慮①因該方法未能區分EV及HRV，②Enterovirus是引起

手足口病、皰疹性咽峽炎的重要病毒，本澳地區近數年

夏秋季均有手足口病、皰疹性咽峽炎的流行，HRV同樣

是常見的呼吸道病毒。因而兩年的檢出率均為最高。目

前臨床區分的手段仍為結合臨床表現（咽峽部皰疹、手

足皮疹等）進一步診斷，但部份非特異的呼吸道感染則

表6.喘息組與非喘息組病毒分佈的比較

喘息組(193例) 非喘息組(1903例)
χ2 P

n 陽性率(%) n 陽性率(%)

EV/HRV 95 49�2 492 25�9 47.461 <0�001

ADV 13 6.7 377 19�8 19.780 <0�001

RSV 70 36�3 240 12�6 77.820 <0�001

PIV 10 5�2 196 10�3 5�180 <0�05

HBoV 17 8�8 86 4�5 6�899 <0�01

Flu 3 1�6 166 8.7 12�148 <0�001

hMPV 17 8�8 111 5�8 2.705 0�100

HCoV 0 0 50 2�6 5�195 <0�05

Positive 182 94�3 1433 75.3 35.769 <0�001

表7.各病毒與診斷間關係

AURI
(%)

ALRI

支炎
(%)

細支炎
(%)

喘支
(%)

肺炎
(%)

哮喘
(%)

Total
(%)

EV/HRV
276

(47.1)
98

(16.7)
27

(4.6)
61

(10.4)
117

(20.0)
7

(1.2)
310

(52.9)

ADV
277

(72.3)
57

(14.9)
2

(0.5)
4

(1.0)
43

(11.2)
0
(0)

106
(27.7)

RSV
32

(10.3)
96

(31.0)
52

(16.8)
18

(5.8)
122

(39.3)
0
(0)

278
(89.7)

PIV
72

(34.8)
64

(30.9)
3

(1.4)
7

(3.4)
50

(24.2)
1

(0.5)
135

(65.2)

HBoV
37

(36.6)
30

(29.7)
7

(6.9)
10

(9.9)
17

(16.8)
0
(0)

64
(63.4)

Flu
143

(85.1)
13

(7.7)
1

(0.6)
2

(1.2)
9

(5.4)
0
(0)

25
(14.9)

hMPV
21

(16.4)
24

(18.8)
5

(3.9)
12

(9.4)
66

(51.6)
0
(0)

107
(83.6)

HCoV
21

(38.9)
19

(35.2)
0
(0)

3
(5.6)

1
(1.9)

0
(0)

33
(61.1)

Total 1023 369 84 102 46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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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鑒別，仍需引進其它檢測手段進一步區分該兩種病

毒。在不同年份、不同年齡組中，EV/HRV檢出率並無區

別，提示此兩種病毒普遍高發。

本研究發現連續兩年ADV均出現高發現象，分別為

33.7%和16.2%，但383例患兒中72.3%表現為急性上呼吸

道感染，僅11.2%表現為肺炎，44例肺炎中無重症病例，

提示腺病毒感染是一種常見的呼吸道感染病毒，其發病

率高於我們的想象，且並不常引起嚴重疾病，與Susanna

的報導一致[9]。在發病年齡方面，ADV與其它呼吸道病毒

不同，在澳門地區，ADV高發於高齡兒童，檢出率最高為

學齡前期兒童，其次為學齡期兒童。

R S V的檢出率達19.2%，兩年間檢出率無統計學

差異，且90%(279/310)的R S V在嬰兒組和幼兒組檢

出，89.7%(278/310)的RS V陽性病例累及下呼吸道，

61.9%(52/84)的毛細支氣管炎病例檢出RSV，提示RSV仍然

是澳門地區嬰幼兒呼吸道感染尤其是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毛細支氣管炎的主要病毒[7,10]。本研究中PIV兩年間檢出

率無統計學差異，在以上病毒中檢出率為第四位，在幼兒

組和嬰兒組檢出率高於大齡兒童組別。65.2%的PIV病例為

ALRI病例，但PIV在喘息組病例的檢出率達8.8%，提示澳

門地區PIV是嬰幼兒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體之一，常可

引起下呼吸道感染以及兒童喘息性疾病[11]。

呼吸道感染病例常常可檢查一種以上的病毒，本

研究混合感染率達18.9%，Zhu的研究中混合感染率則達

35.8%[8]。其中各病毒中混合感染發生率最高為HBoV，

其次為HCoV、EV/HRV。Broccolo[12]認為HBoV持續存在於

氣道黏膜，而病毒的持續存在（定植？）直接影響呼吸

道感染病例的病毒高混合感染率，定植病毒在呼吸道感

染發生過程中是“過客”還是主要致病原的作用仍未

確定。Moesker[13]則認為在和病毒或細菌合併感染的基

礎上，HBoV可導致兒童嚴重的呼吸道感染疾病的發生。

以上文獻均提示HBoV的發病與混合感染有關。本研究的

HBoV病例亦有高達69.3%的混合感染率，與之相符。

本研究發現呼吸道病毒在兒童喘息性疾病中存在較

高的檢出率，喘息組病毒檢出率(94.3%)明顯高於非喘息

組(75.3%)。不同病毒與喘息疾病的發生關係不一。在喘

息組中，EV/HRV的檢出率(49.2%，95/193)最高，其次為

RSV(36.3%，70/193)，HBoV(8.8%，17/193)。以上病毒

在喘息組的檢出率均高於非喘息組，提示RSV在澳門仍然

是嬰幼兒喘息性支氣管炎及急性毛細支氣管炎的主要病

因，與既往報導一致[10]。7例哮喘急性發作及59.8%的喘

息性支氣管炎病例均檢出EV/HRV，目前部份研究[14-16]已

明確提出RSV、HRV感染可導致兒童哮喘的發展及急性發

作。因而值得進一步檢測HRV感染情况以明確本地兒童哮

喘的發生、急性發作與HRV的關係。另有研究[17]也發現

HBoV是引起兒童喘息性疾病的常見病原體之一，與本研

究一致。以上資料提示，兒童喘息急性發作與病毒存在

有密切關係，呼吸道病毒感染是誘發或加重兒童喘息發

作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在過去兩年的病毒檢測中，發現EV/

HRV、RSV、ADV、PIV在澳門地區住院兒童呼吸道感染疾

病中佔重要地位。不同呼吸道病毒在不同年份的檢出率

略有不同，春季冬季病毒感染機會較高，幼兒組及學齡

前組的病毒檢出率較高。其中RSV在嬰兒組檢出率最高，

隨年齡增長檢出率下降，而Flu、ADV在大年齡組檢出率

較高，且多引起急性上呼吸道感染。HBoV常常和其它病

毒合併感染，RSV、HRV、HBoV等病毒是誘發或者加重兒

童喘息發作的重要致病原。連續監測澳門地區兒童呼吸

道感染的病毒病原學，有利於制定防治兒童呼吸道感染

的措施和公共衛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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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珠江口是珠江水系的主要出海口，年通航船舶高

達150多萬艘次，是我國通航密度和通航量最大的水域

之一，是全國乃至全球高速客船運行最密集的水域之

一[1]。2008年1月11日晚上8時許，珠江口水域發生了一

起2艘來往港澳兩地的高速噴氣客船迎頭相撞的特大水

上交通事故[2]，造成144人受傷,傷員分別被送往澳門的

仁伯爵醫院和鏡湖醫院。本文就此次事故的傷員傷情作

一整理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傷員資料來自澳門的仁伯爵醫院

和鏡湖醫院2008年1月11日首診及其後的就診記錄。失

【摘要】  目的 探討珠江口水域2008年1月11日發生的兩高速客船相撞的水上交通事

故的傷情特點，為突發的群體意外事件處理提供資料。  方法 收集“1.11”水上交通事故

傷員的傷情資料，統計分類。  結果 是次事故被送往澳門的2所綜合醫院救治的傷員共144

人，ISS<9分（輕度外傷），共139例，佔96.5%；ISS 9-15分（中度外傷），共3例，佔2.1%；

ISS>16分（嚴重外傷），共2例，佔1.4%。接受急診處理後可以離開醫院的有121人，佔傷員總

人數的84%；需要馬上入院治療的有23人，佔傷員總人數的16%；經急診處理回家後再要求住院

檢查治療4人，住院天數天1~131天。全部傷員生存，無死亡病例，出院時遺留傷殘2例。  結

論 碰撞類型的水上交通意外中的傷員以輕度外傷為主，要在衆多傷員中迅速發現嚴重外傷

者並優先處理。

【關鍵詞】水上交通事故；創傷；外傷嚴重度分數

Analysis of the injury characteristic of  “1.11”  water transport accident in Pearl River estuary

LI Wei Ping* 1, CHEUNG Kam Fai Peter 2, CHANG Wun Fong 1, CHAN Chi Kit 1

1.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Hospital Conde S. Januário,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ju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ter transport collision accident 

of two high-speech ferries in Pearl River estuary on January 11, 2008 and their first aid and treatment.  
Methods   To collect the wounded personnel data of “1.11” water transport accident and make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144 wounded of the water transport accident were sent to the two hospitals in 
Macau. ISS < 9 score (injury in mild degree), 139 cases, accounted for 96.5%; ISS 9-15 score (injury 
in moderate degree), 3 cases, accounted for 2.1%; ISS > 16 score (severe injury), 2 cases, accounted for 
1.4%. 121 wounded accounted for 84% of total wounded count left hospital after treat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23 wounded accounted for 16% of total wounded count were hospitalized immediately. 4 
wounded who were treated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back home, requested for further hospitalization. 
Days of hospitalization was 1~131. All of wounded were alive and no case of death. 2 wounded suffered 
from disability on discharge.  Conclusion  The wounded suffered in water transport accidents with collision 
type presented mild injury in majority of cases. Thus, finding and treating in priority of severe wounded 
among all of the wounded in accident was important.

[Key Words]  Water transport accidents; Trauma; 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 

珠江口“1.11”水上交通事故傷情特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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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客船在澳門靠岸後馬上被送往仁伯爵醫院的傷員有

70人，被送往鏡湖醫院的傷員有67人。次日自行來診6

人，3天後首診1人。到上述醫院就診的傷員總數為144

人，不包括馬上返回香港就診者。在受傷的144名傷員

中，男83人，女61人；年齡最小11歲，最大72歲，平均

41歲。中國內地、港澳居民135人，外籍人士9人。

二、受傷情况  全身多處擦挫傷21例，頭面部挫

傷30例，軀幹挫傷34例，上肢挫傷17例，下肢挫傷9

例，頭面部軀幹裂傷13例。顱骨骨折1例，頜骨骨折1

例，頸椎骨折3例（伴脊髓損傷2例），肋骨骨折3例，

腰椎骨折1例，肱骨骨折2例，橈骨幹骨折2例，掌骨骨

折1例，指骨骨折1例，股骨幹骨折1例。額頂部硬膜下

出血1例，輕型顱腦損傷1例，脾腎破裂1例，肋骨骨折

伴肝破裂1例。無昏迷和休克傷員，無溺水傷員。

結 果

一、根據外傷嚴重度分數(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3]評分系統給予創傷評分：1分71例，佔傷員總數的

49.3%；2分42例(29.2%)；3分10例(6.9%)；4分6例(4.2%)；

5分5例(3.5%)；6分3例(2.1%)；8分1例(0.69%)；9分1例

(0.69%)；10分2例(1.4%)；16分2例(1.4%)。

ISS<9分為輕度外傷，共139例，佔96.5%；ISS 9-15

分為中度外傷，共3例，佔2.1%；ISS>16分為嚴重外傷，

共2例，佔1.4%。

二、治療方式  體表擦傷：清潔消毒後包扎，藥

物對症處理；體表挫傷：檢查後（根據病情行X光照片

和/或B型超聲波檢查）藥物對症處理；皮膚裂傷：常規

清創縫合併藥物對症處理。骨折者給予初步固定制動，

簡單的骨折予門診治療；複雜或嚴重的骨折入院治療，

手術內固定或非手術治療。ISS>16分的嚴重外傷的2例

傷員，都接受了手術治療（頸椎骨折切開復位內固定、

腎修補和脾切除術）。

三、接受急診處理後即時離開醫院的有121人（仁

伯爵醫院64人，鏡湖醫院57人），佔傷員總人數的84%；

需要馬上入院治療的有23人（仁伯爵醫院6人，鏡湖醫院

17人），佔傷員總人數的16%；沒有急診留觀病人。經急

診處理回家後再要求住院檢查治療4人。

四、住院天數：最短1天，最長131天，平均18天。

五、預後：全部傷員生存，無死亡病例,無肢體殘

缺。出院時遺留傷殘2例，脾切除1例，高位脊髓損傷不

全截癱1例。

討 論

珠江口是水上交通事故多發水域[1]，“1.11”事故為

碰撞事故，非傾覆沉船事故，無落水及溺水傷員，無發生

起火爆炸。事故發生前無任何先兆，大部份乘客都在自己

的座位上；事故發生時，乘客與座位碰撞，部份乘客稱被

拋離數排座位；事故發生後，因照明中斷而出現混亂和擠

壓。傷員都是撞擊暴力所致，多為鈍挫傷；皮膚軟組織挫

擦傷111例，佔77.1%；皮膚裂傷13例，只佔9.0%。沒有被

拋離座位的傷員傷情多為輕度外傷（ISS<9分），中度和

重度外傷的傷員都是來自被拋離座位的乘客群。上述傷情

分析顯示，水上交通和道路交通一樣，行駛中系牢安全帶

十分重要和必要。客船座位上配置安全帶應該成為航行安

全的不可缺失的一環，一旦發生碰撞事故可以有效减輕外

傷程度。目前來往港澳的高速客船都在座位上配置了安全

帶，在航行安全的宣傳中，不但有救生衣的穿着指導，也

有安全帶的使用指導。在突發的群體意外事件處理中，院

前救護和傷情分類很重要。在衆多傷員中要迅速判斷傷情

輕重緩急，找出危重傷病員，合理安排後送。本事故中，

中重度外傷的傷員都是第一優先送到醫院救治。

正常運作的醫院急診部門，常年處於滿負荷狀態。

一旦短時間內接收處理大批量傷病員，沒有足量的額外資

源可供使用。候診分流空間不够，診室不足，設備不够，

醫護人員不足，正常流程受阻。只要在一個環節不暢，就

會出現堵塞的瓶頸。在停止提供部份正常急診業務外，勸

諭病情輕微的原候診病人移至它處就診，還要動員全醫院

醫務人員參與，簡化流程，盡快疏導分流傷員，以恢復正

常的急診常規運作。增加資料錄入人手，加快錄入速度。

在接診室不够的情况下，大部份輕傷傷員，可在候診室排

查，簡單檢查處理後可配藥離院，减輕候診區的壓力。藥

房也可按約定藥方批量出藥，减少輪候時間。本次水上交

通事故大批量傷員的處理，從到達醫院到處理完畢約為2

小時，傷患相互理解，醫患相互配合，秩序井然，耐心輪

候，候診期間無出現昏迷和休克事件。

羅春艶. 廣東水上交通事故連續六年保持下降態勢. 珠江水運, 2007; 

10:20-21.

http://life.mingpao.com/cfm/dailynews3b.cfm?File=20080114/

nalgo/gol3.txt

Baker SP, O'Neill B, Haddon WJ, et al. The injury severity score: a 

method for describing patients with multiple injuries and evaluating 

emergency care. J Trauma Injury Infect Crit Care 1974; 14(3):187-1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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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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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討韌帶樣纖維瘤(desmoid-type fibromatosis, DF)的影像學特點及

在磁共振(MRI)、超聲(US)及電腦斷層掃描(CT)的表現。  方法 回顧性分析12例經病理證實

DF的臨床和影像資料。6例患者行MRI檢查、8例患者行US檢查、5例患者行CT檢查。分析病灶

的部位、大小、形態、信號、回聲、密度、強化程度、彩色多普勒血流、肌筋膜或皮膚浸

潤。  結果 根據解剖部位7例為腹壁型，3例為腹外型，1例為腹內型，1例為多中心型。病

灶最大徑範圍為0.9cm~11.2cm。病灶形態表現為結節狀、多結節融合狀、紡錘狀或團塊狀。

與鄰近肌肉相比，病灶T1WI呈等或低信號，T2WI呈中等高信號，病灶內部可見條狀低信號，

增強掃描明顯強化。US圖像呈低回聲，CDFI表現為血流豐富、少許血流或無血流。CT圖像呈

低密度，增強掃描中等或明顯強化。40.0%浸潤皮膚，90.1%浸潤肌筋膜（筋膜尾征）。  結

論 本研究中MRI診斷DF優於其他影像學方法，條狀低信號及筋膜尾征有助於鑒別診斷。

【關鍵詞】纖維瘤；磁共振成像；超聲；體層攝影術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smoid-type fibromatosis

WU Ling, XIE Xue Bin*, LI Jun, LIN Ning, O Hio Pak
Medical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smoid-type fibromatosis (DF)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ultrasonography (US) and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CT).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examined 12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DF.  Six patients received 
MRI examinations, while 8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US and 5 patients with CT.  The lesions were 
assessed with in terms of location, size, shape, signal intensity, echogenicity, image density, the degree of 
contrast enhancement, Doppler vascularity, muscular fascia and cutis involvement.   Results  There were 
7 cases of abdominal wall type, 3 cases of extra-abdominal type, 1 case of intra-abdominal type and 1 case 
of multi-centric type.  The maximum diameter was 11.2 cm and the minimum diameter was 0.9 cm.  The 
lesion shapes include nodular, multi-nodular, spindle and global.  Compared with muscle, lesions appeared 
iso- or slightly hypo-intense on T1W1, hyper-intense on T2W1, band area of hypo-intensity on both 
T1W1 and T2 W1, and intense enhancement.  Lesions appeared low echogenicity on USS, and hyper-, 
hypo- or non-vascularity on CDFI.  Lesions appeared hypo-density on CT and showed moderate or intense 
enhancement.  40% of the lesions involved the cutis and 90.1% involved the muscular fascia (fascial tail 
sign).  Conclusion  MRI is the optimal imaging method for DF, and band area of hypo-intensity and 
fascial tail sign are valuable diagnostic clues.

[Key Words]  Fibroma;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Ultrasonography; Tomography

韌帶樣纖維瘤的影像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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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帶樣纖維瘤(desmoid-type fibromatosis, DF)

是一種少見的起源於筋膜、腱膜或肌肉的間葉組織源性

腫瘤，常呈浸潤性生長，手術切除後易復發，易與其他

軟組織腫瘤、炎症、血腫等病變相混淆[1]。DF按照病變

所在解剖部位可分為三型：腹壁型（約25%~49%）、腹

外型（約43%~50%）及腹內型（約8%~15%）[2,3]。本文旨

在總結分析DF的臨床表現及MRI、US、CT影像學特徵，

以期提高對DF的認識，減少誤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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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一、患者資料

回顧性分析本院2009年1月~2016年4月期間經手

術病理證實的DF共12例，女性10例、男性2例，年齡25

歲~84歲，平均36.6歲。6例患者行MRI檢查、8例患者行

US檢查、5例患者行CT檢查。10例為原發；1例2次手術

並2次復發；1例3次手術並3次復發，並於其他部位發生

DF。研究方案經本院相關部門的審查批準，患者檢查前

均了解整個檢查過程並簽署知情同意書。

二、掃描方案

本次研究為回顧性分析，涉及多種影像學檢查。

MRI檢查的基本掃描序列包括：T1WI(TR/TE, 300-641/10-

19)、T2WI(TR/TE, 4300-5820/90-102)、STIR(TR/TE, 5500-

11438/65-103)及增強掃描(TR/TE, 360-657/10-20)，

層厚範圍為2~5mm；增強掃描對比劑均為釓特酸葡甲胺

(gadoterate meglumine，Gd-DOTA，Dotarem)，劑量約

0.2mL/kg，流速2.5mL/s。US檢查均選用淺表探頭，探

頭頻率6~11MHz，採用彩色多普勒(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探查病灶血流情况。CT檢查掃描層厚範

圍為1.0~1.5mm，增強掃描對比劑均為碘帕醇(Iopamidol, 

Iopamiro)，劑量約1.5mL/kg，流速3.0mL/s。

三、圖像分析

由一名住院醫生記錄患者的臨床資料，由高年資

MRI、US、CT醫師各一名評價相應影像學檢查結果，包

括：病變的部位、大小（前後徑、左右徑及上下徑）、

受累肌肉、數目（3個以上用“＞3”表示）、形狀、邊

界（規則或不規則）、有無侵犯皮膚、有無侵犯肌筋膜

（筋膜尾征[4]）。MRI圖像上病灶與同層肌肉相比，了

解病灶在T1WI、T2WI上的信號高低（低信號、等信號或

高信號），平掃病灶內是否有條狀低信號，增強掃描的

強化程度（輕度、中等或明顯強化）。US圖像上病灶與

鄰近肌肉相比，了解病灶回聲的高低（低回聲、等回聲

或強回聲），內部是否有條狀強回聲，以及CDFI圖像上

病灶血流是否豐富（發現2支以上血管為血流豐富，≤2

支血管為少許血流[5]）。CT平掃圖像上病灶與同層肌肉

相比，了解病灶密度的高低（低密度、等密度或高密

度），以及增強掃描的強化程度（輕度強化：20HU≤CT

值增加＜40HU，中等強化：40HU≤CT值增加＜100HU，明

顯強化：CT值增加≥100HU）。

四、病理學檢查

病理標本用10%甲醛溶液固定，石蠟包埋，行HE染色

及免疫組化。所有病理切片均由高年資病理醫師閱片。

結 果

一、臨床特點

12例患者中有5例(41.7%)感到患處疼痛，7例無

明顯疼痛(58.3%)。7例為腹壁型(58.3%)，3例為腹外

型(25.0%，1例位於上臂，2例位於小腿)，1例為腹內

型(8.3%)，1例為多中心型(8.3%，先後發現為腹外型

及腹腔型)。8例為單發病灶(66.7%)，4例為多發病

灶(33.3%)。7例腹壁型患者均為育齡期女性(25歲~44

歲)，其中5例有剖腹產史(71.4%)，1例有腎切除史

(14.3%)，1例有順產史(14.3%)。

二、影像特徵

病灶可表現為結節狀、多結節融合狀、紡錘狀

或團塊狀。病灶最大徑範圍為0.9cm~11.2c m，長軸與

肌纖維平行。7例邊界不規則(58.3%)，5例邊界規則

(41.7%)。10例非腹內型（腹壁型＋腹外型）中有4例浸

潤皮膚(40.0%)。11例發生在肌肉或肌間隙，其中有10

例沿肌筋膜浸潤生長，即出現筋膜尾征(90.1%)。

6例行M R I檢查的，其中5例T 1 W I呈等信號

(83.3%)，1例呈低信號(16.7%)，所有病例T2WI均呈中

等高信號，且T1WI及T2WI病灶內部均可見不規則散在分

佈的條狀低信號，代表DF內的膠原纖維成分[6]；增強掃

描所有病灶呈不均勻明顯強化，其內條狀低信號区無明

顯強化（圖1）。術前3例患者正確診斷為DF（50%，其

中1例有既往DF手術史），1例考慮神經源性腫瘤與纖維

類腫瘤鑒別，1例誤診為血腫，1例誤診為惡性間葉組織

腫瘤。

圖1. 男性，84歲，腹外型DF。
①T1WI示病灶位於三角肌、肱三頭肌肌間隙，呈等信號。②T2WI病灶
呈中等高信號。③STIR病灶呈顯著高信號。④增強掃描病灶明顯強
化。病灶內均可見條狀低信號，以T2WI及STIR顯示最佳。病灶上緣見
筋膜尾征，以STIR及增強掃描顯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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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行US檢查，病灶與鄰近肌肉相比均呈低回聲，

回聲均勻或混雜，7例病灶內部可見不規則的強回聲

(87.5%)，CDFI示3例病灶血流豐富(37.5%)，3例無明顯

血流(37.5%)，2例少許血流(25.0%)（圖2）。術前1例

患者診斷為纖維瘤(12.5%)，1例考慮血管瘤與DF鑒別

(12.5%)，其餘誤診為慢性血腫、子宮內膜異位征、性

質待定的軟組織腫瘤等。

5例行CT檢查，病灶與鄰近肌肉相比均呈稍低密

度，增強掃描病灶較均勻中等度強化（圖3）。術前2例

考慮DF可能(40%)，1例考慮小腸間質性腫瘤，1例考慮

腹膜後間質瘤、巨淋巴結增生癥與淋巴瘤鑒別，1例考

慮良性腫瘤可能。

三、病理特點

腫瘤由梭形細胞和膠原纖維束組成，二者相互交

錯排列，排列成編織狀。細胞未見明顯異形性，偶見或

未見明顯核分裂像。部份腫瘤表面有包膜，部份腫瘤邊

界不清，浸潤骨骼肌及筋膜。免疫組化：腫瘤細胞核

β-catenin陽性，Actin、S-100和CD34等很少表達。

四、復發及轉移

腹壁型（7例）、腹內型（1例）DF術後均未復發，

腹外型DF有1例多次復發，1例多中心型DF發生在腹外的病

灶多次復發，腹內病灶未復發。所有病例均未出現轉移。

討 論

DF由Mueller在1838年首次報導，發病率約為2.4~4.3

人/百萬每年，約佔所有腫瘤的0.03%，軟組織腫瘤的

3%[7,8]。多見於15~60歲的人群，平均中位數年齡約36.7

歲，其中男女發病率之比約為1：2~3.5[9,10]。兒童患者

中無明顯的性別差異，且多為腹外型。青春期至40歲多

見於女性，特別是妊娠或剖宮產術後，多為腹壁型。40

歲以上患者的男女發病率、腹壁型及腹外型發生率基本

相等。本組病例發病年齡跨度及平均發病年齡與文獻報

導較一致；男女發病率之比(1:5)低於既往研究，可能

與本組病例數目較少有關。

腹壁型DF是腹壁最常見的軟組織腫瘤，87%的患者

為女性，95%至少生育一胎，20%有手術史[11]。本研究中

7例腹壁型DF均為女性患者，平均年齡約30.1歲，6例有

生育史（其中5例曾行剖腹產），1例有腎切除術，與文

獻報導相符。本組病例中腹壁型DF較其他類型的病灶小

（最大徑範圍約0.9cm~9.4cm，平均值約為4.0cm），一

方面可能因為腫瘤生長緩慢，另一方面可能因為腹壁腫

瘤位置表淺，患者自己容易發現，早期即來就診。腹外

型DF發病高峰年齡為25歲~30歲，上臂多見(30%)。發生

在頭頸部的DF侵襲性強於其他部位，易浸潤血管、臂叢

神經或氣道。腹內型DF體積較大，可發生在盆腔、腸系

膜或腹膜後，最常見於小腸系膜，也是小腸系膜最常見

的原發腫瘤[12]。本組病例中腹外型和腹內型DF數目均

較少，發病部位包括上臂、手掌、小腿、腸系膜、腹膜

後。有1例為多中心型（手掌、腹膜後），更屬罕見。

MR I由於軟組織解析度高，可準確評估腫瘤的邊

界，腫瘤與周圍肌肉、神經、血管、骨骼的關係，既

往的研究指出，多數DF形態不規則，信號欠均勻，鈣化

或壞死少見，在T1WI與鄰近肌肉信號相近，呈等信號；

T2WI信號高於脂肪而低於肌肉，呈高信號；增強掃描可

呈中等或明顯強化[13]。病灶內可見在T1WI及T2WI均呈

低信號的條狀影(62~91%)，增強掃描無明顯強化，與大

體病理上的膠原纖維束相關，被認為是DF較為特徵性的

MRI徵象[14]。條狀低信號影可以提示DF的診斷，但並非

DF獨有，其他含有纖維成份的腫瘤也可以出現（如纖維

肉瘤、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等）。另一個更有助於DF診

斷的影像學徵象為筋膜尾征(83%)，即腫瘤沿着肌筋膜

圖2. 女性，32歲，腹壁型DF。
①US圖像示病灶位於左下腹壁，呈低回聲結節。②CFDI示病灶內血流
豐富。

圖1. 女性，28歲，腹內型DF。
①CT平掃示病灶呈等密度。②~④依次為增強掃描動脈期、門靜脈
期、2分鐘延遲期，隨掃描時間延長，病灶強化程度增加，呈中等強
化，病灶位於胰腺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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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潤生長；其他類型的軟組織腫瘤很少具備這種生長方

式，因此有着重要的鑒別診斷價值[15]。本組病例的大

小、形態、信號、強化特點等與文獻描述相一致，大部

份病灶都有條狀低信號及筋膜尾征，術前診斷正確率也

高於US或CT檢查。

US雖然是淺表軟組織病變的首選檢查方法，以往

關於DF超聲表現的研究並不多，且認為其US表現無特異

性[16]。本研究中的病灶在US圖像上與鄰近肌肉相比均

為低回聲，邊界可規則或不規則，大部份病灶都出現皮

膚浸潤，CDFI表現多樣，可為無血流、少許血流或豐富

血流。近年來有研究指出，高解析度超聲(HRUS)能發現

病灶內纖維狀的強回聲區，與MR圖像上的條狀低信號灶

相對應，反映病灶內的膠原纖維成份[17]。筆者認為文

獻中條狀強回聲區有助診斷這一結論有待大樣本的研究

證實。

DF的CT表現亦缺乏特異性：平掃密度接近或略低

於同層肌肉密度，增強後強化方式多樣，強化程度可

等於、稍高於或明顯高於肌肉。由於CT的軟組織解析度

不及MRI，病灶向周圍肌肉浸潤性生長的邊界常顯示不

清，病灶密度的不同與組織病理學並無相關聯系[18]。

本研究中行CT檢查的DF病例數少，其中3例發生在育齡

期婦女的腹壁，術前影像診斷時考慮到了DF的可能或良

性腫瘤。另2例發生在腹內均被誤診：腸系膜的病灶被

誤診為小腸間質性腫瘤，腹膜後的病灶考慮間質瘤、巨

淋巴結增生癥與淋巴瘤鑒別。

本研究為回顧性分析，存在的不足包括：病例

數少、檢查參數未能統一、每位患者未能都同時進行

MRI、US及CT三種檢查、免疫組化檢測的項目不一致，

未能獲得詳細的手術資料等。

綜上所述，DF作為一種交界性的軟組織腫瘤，臨

床症狀不典型，影像學表現複雜，鑒別診斷困難，治療

方法多樣。育齡期婦女剖宮產術後發現腹壁腫塊這一臨

床病史對診斷有極大的提示作用。MRI為最佳的影像學

檢查方法，T1WI、T2WI的條狀低信號灶及筋膜尾征有助

於鑒別診斷。

Devata S, Chugh R. Desmoid tumor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volving biology, unpredictable behavior, and myriad of manage-

ment options. Hematol Oncol Clin North Am 2013; 27:98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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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討瘢痕子宮婦女再次妊娠分娩方式的選擇及其對母嬰結局的影響。  

方法 對2015年5月1日~2016年4月30日本院婦產科收治的579例分娩的瘢痕子宮產婦臨床資料

進行回顧性分析，其中再次剖宮產447例(RCS組)，陰道試產132例(TOLAC組)，陰道試產成功

96例(VBAC組)。隨機選取同時期543例分娩的非瘢痕子宮產婦，其中首次剖宮產447例(PCS

組)，陰道分娩96例(VBNC組)，比較和分析各組母嬰分娩結局及併發症。  結果 579例瘢痕

子宮產婦再次分娩試產率為22.8%(132/579)；有36例陰道試產失敗，中轉剖宮產，陰道試

產成功96例，成功率為72.7%(96/132)，陰道分娩率為16.6%(96/579)；行剖宮產者483例，

瘢痕子宮產婦剖宮產率為83.4%(483/579)；有1例孕婦出現子宮破裂(0.17%，1/579)；RCS組

和VBAC組患者在孕婦年齡、孕週、產褥病率及新生兒Apgar評分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VBAC產婦產後出血量、住院時間分別為220.52±17.31mL、3.23±0.43d，均低於RCS組；

VBAC組與 VBNC組母嬰分娩結局及併發症無顯著差異；RCS組產婦產後出血量丶產後出血發生

率均高於PCS組；而Apgar評分、住院時間、產後發熱丶新生兒體重和先兆子宮破裂發生率

無顯著性差異。  結論 瘢痕子宮婦女再次妊娠採用陰道分娩，不會增加母嬰不良結局的發

生，在嚴格監護手術適應症下，符合條件的瘢痕子宮婦女陰道試產是安全可行的。

【關鍵詞】瘢痕；剖宮產後陰道分娩；妊娠結局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effect of vaginal delivery in scarred uterus on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LOU Weng I, BO Di, HUANG Yao Bin*
Department of O&G,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 of redelivery in women with scarred uterus and the effect 

on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579 pregnant women with scarred uterus 
having delivery in the O&G Department of Kiang Wu Hospital from May 2015 to April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447 women opted for second cesarean section (RCS group) while 132 women chose to have trial 
of vaginal delivery (TOLAC group), with 96 (72.73%) successfully delivered vaginally (VBAC group).  The 
maternal and neonatal outcomes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o tow other groups which 
consisted of 447 patients with first cesarean section (PCS group) and 96 patients undergoing vaginal delivery with 
no prior cesarean section (VBNC group).   Results  For the VBAC group, the postpartum hemorrhage volume 
(220.52ml), hospitalization days (3.23 days) and the incidence of bleeding or fever (2.08%)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RCS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aternal and infant ad adverse outcome 
rates between VBAC and VBNC groups.  The postpartum hemorrhage volume and incidence of bleeding in RC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PCS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pgar score, hospitalization 
days, incidence of fever and threatened uterine rupture RCS and PCS groups.  Conclusion  Vaginal delivery for 
uterine scar pregnancy will not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poor outcomes of mothers and infants.

[Key Words]  Cicatrix; Vaginal birth after cesarean; Pregnancy outcome

瘢痕子宮再次妊娠經陰道分娩對母嬰結局影響的回顧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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瘢痕子宮是指在既往子宮手術史後經過組織修復而

形成的有瘢痕的子宮。臨床上剖宮產、子宮畸形矯治及

子宮肌瘤剝除等手術後形成瘢痕子宮[1]。近年來，由於

剖宮產率的不斷升高，瘢痕子宮再次妊娠日益增多[2]。

瘢痕子宮婦女妊娠在其分娩時有引發子宮破裂風險，嚴

重威脅母嬰的生命安全。因此，瘢痕子宮婦女分娩方式

的選擇，成為婦產科醫生一個關注的問題。本文對本院

收治的579例分娩的瘢痕子宮婦女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

分析，探討其分娩方式的選擇及對母嬰結局的影響。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15年5月1日~2016年4月30日，在本院婦產科分

娩3603例。瘢痕子宮分娩者579例(16.1%)，其中再次

剖宮產447例(RCS組)，陰道試產132例(TOLAC組)，陰道

試產成功96例(VBAC組)。產婦年齡20歲~51歲。產次1~5

次；孕次1~8次；孕週32+1~41+6週，距上次剖宮產時間

為1年~14年。同時，隨機選取同期收治的非瘢痕子宮產

婦579例，其中首次剖宮產447(PCS組)例，作為RCS組的

對照；隨機抽取非瘢痕子宮陰道分娩96例(VBNC組)，作

為VBAC組的對照。PCS組與RCS組，VBAC組與VBNC組在年

齡、產次、孕次等各方面均無顯著性差異。

二、陰道試產

試產標準：本次妊娠之前的剖宮產產婦均採用了子

宮下段橫切口術式；b超檢查子宮下段前壁厚度≥3mm；前

次剖宮產指征已不存在，也未出現新的剖宮產指征；宮

頸成熟度良好，無頭盆不稱；無妊娠併發症和不宜陰道

分娩的內、外科合併症；患者和家屬知情同意。

終止陰道試產指征：宮頸擴張停滯＞2h，或第一

產程＞12h；宮口開全胎頭仍未銜接；持續疤痕區疼

痛，先兆子宮破裂；胎兒窘迫。終止試產後改剖宮產。

試產過程中盡量縮短第二產程，第二產程禁止加

腹壓以防子宮破裂，適當放寬會陰側切和陰道手術助產

指征，胎盤娩出後常規經宮

腔檢查子宮下段。

三、剖宮產

前次剖宮產術式不詳；

既往有子宮肌壁間肌瘤剔出

術史；≧2次剖宮產史；目

前仍有明顯的產科手術指

征；有不適合於陰道分娩的

內、外科合併症存在；距上次剖宮產時間不足2年；恥

骨聯合處有自發痛和壓痛；b超檢查提示子宮下段厚

度＜3mm。

四、分析指標與方法

記錄各組的試產成功率、分娩過程中子宮破裂、新

生兒窒息以及產婦產後發熱和出血等併發症例數；記錄

Apgar評分及新生兒體重[3]。同時進行比較，統計學分析。

五、統計學處理

採用SPSS 19.0統計軟件進行資料分析，計量資料

採用單因素均值雙邊T檢驗，計數資料採用交叉表卡方

分析，P值顯著差異定義為≤0.05。

結 果

一、579例瘢痕子宮產婦再次妊娠分娩方式

瘢痕子宮再次分娩陰道試產132例，佔22.8%，試產

成功96例，試產成功率72.7%，改行剖宮產36例，其中

15例為胎兒宮內窘迫，11例為頭盆不稱，6例為先兆子

宮破裂，3例為活躍期停滯，1例為繼發宮縮乏力。疤痕

子宮產婦再次行剖宮產共483例（其中包括陰道分娩試

產失敗患者36例)，疤痕子宮產婦剖宮產率83.41%。

二、瘢痕子宮產婦VBAC組和RCS組母嬰分娩結局及併

發症比較

VBAC產婦產後出血量、住院時間分別為220±17.31mL、

3.23±0.43天，均低於再次剖宮產(RCS)組，兩組產後發

熱無顯著差異。但VBAC組先兆子宮破裂數、新生兒窒息

率及產後出血發生率均較多（見表1）。

三、VBAC組和VBNC組母嬰分娩結局及併發症比較

VBAC組先兆子宮破裂數及產後出血量均高於VBNC

組；兩組間的產後出血發生率、住院時間、產後發熱及

新生兒窒息等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見表2）。

四、RCS組和PCS組術中和術後情况比較

RCS組產婦產後出血量較PCS組高；而兩組間的產

後出血發生率及其它母兒併發症無明顯差異；住院時間

表1.RCS組和VBAC組母嬰分娩結局及併發症比較

組別 病例數
產後出血
（ml）

產後出血
（例，%）

產後發熱
（例，%）

先兆子宮破裂
（例，%）

新生兒窒息
（例，%）

住院時間
（天）

RCS 447 328±15.02 11(2.46) 19(4.25) 1(0.2) 8(1.79) 6.19±0.05

VBAC 96 220±17.31 8(8.33) 2(2.08) 6(4.5) 5(5.20) 3.23±0.43

T值 3�22 7.91 1�029 22�30 3�869 24�14

P值 0�001 0�005 0�310 0�001 0�04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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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CS組為高，這可能與社會因素有關（見表3）。

討 論

瘢痕子宮產婦再次妊娠分娩方式的選擇，長期以

來一直存在爭議。產科醫生對再次剖宮產的傾向性決定

了產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剖宮產術後陰道分娩，一些產

婦在妊娠前便決定行剖宮產，同時行輸卵管結紮術。而

因受傳統觀念影響，害怕子宮破裂，相當多的醫生將

疤痕子宮作為再次剖宮產的指征。故在與家屬交代病

情時，有堅持再次剖宮產的傾向，這無疑使剖宮產率會

逐年上升，增加了產婦身心痛苦和經濟負擔，且再次行

剖宮產存在下列併發症：前次硬膜外麻醉和腰麻後形成

的疤痕，使本次麻醉時間延長，麻醉效果差，增加產婦

術中痛苦；嚴重的腹腔黏連導致進腹困難，進腹時間延

長，增加孕婦平臥時間，可能導致孕婦仰臥位低血壓

綜合征；術中分離黏連可能損傷盆腔臟器，手術時間

明顯延長，術中出血量明顯高於陰道分娩和首次剖宮

產。有文獻報導，再次剖宮產是導致產後出血更重要的

因素[4]，且住院時間和醫療費用比陰道分娩明顯增多，

因此降低剖宮產率成為產科醫生的共同心聲。近年來，

隨着醫學的進步、無菌技術的發展、監護技術的完善以

及陰道分娩的臨床研究，陰道分娩成為可能。多數學

者認為陰道分娩是相對安全的，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剖宮產率。Martel等[5]研究發現瘢痕子宮再次妊娠經

陰道試產的成功率在60%~80%之間。內地有報導瘢痕子

宮陰道試產成功率可達88%[2]。本研究中陰道試產的成

功率72.7%。瘢痕子宮陰道試產的焦點是瘢痕子宮能否

承受分娩程中的宮腔壓力而

不破裂。多年以來，瘢痕子

宮經陰道分娩其風險性在於

子宮破裂。Guis e等[6]研究

發現，經陰道試產過程中子

宮破裂的危險性增加2.7%。

所以，在分娩方式的選擇上

存在爭議。內地外有研究報

導，經陰道試產子宮破裂的

發生率在0.1%~2.3%之間，

本研究中子宮破裂發生率

為0.17%，這與李藝純[7]和

Oba r a[8]等研究結果一致。

文獻報導對於有剖宮產史的

孕婦，如果前次指征已不存在，且為子宮下段橫切口，

此次陰道試產的機會與正常孕婦相似[9]。因子宮下段和

體部組織構成不同，纖維走向不同，使子宮的縱向強

度弱，而橫向強度高，下段強度最大[10]。還有研究表

明，剖宮產術後2~3年子宮疤痕肌肉化達到最佳狀態，

是子宮切口癒合的最佳時期[11]，在分娩過程中，疤痕

破裂機會少。可見，過度害怕子宮破裂而選擇再次剖宮

產並沒有必要。

與再次剖宮產相比，陰道試產可避免再次手術給

患者帶來的危險性及併發症，如產後出血、切口感染、

靜脈血栓栓塞，再次妊娠造成的前置胎盤、胎盤植入、

子宮痙攣和圍產期子宮切除等。本文表明，陰道試產成

功的孕婦產後恢復快，住院時間縮短，減輕了患者的手

術痛苦和經濟負擔。與剖宮產兒相比，陰道分娩兒在分

娩過程中經陰道擠壓，避免了大量肺液瀦留所致的濕

肺，以及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征等併發症。

當然，疤痕子宮足月妊娠陰道分娩存在一定的風

險，需嚴格掌握以下適應癥：⑴前次剖宮產術式為子

宮下段橫切口，術後癒合良好，疤痕厚度＞3.0mm；⑵

距上次剖宮產時間＞2年；⑶無妊娠合併症及內、外科

併發症；⑷前次剖宮產指征已不存在，又未出現新的

剖宮產指征；⑸宮頸成熟良好，無頭盆不稱；⑹醫院

具備隨時手術、輸血、搶救等條件；⑺患者和家屬知

情同意。

具備以上適應癥者應給予充分陰道試產機會，試

產過程中應由有臨床經驗的產科醫師全程監護，嚴密觀

察血壓、脈搏、宮縮的強度及頻率、下腹壓痛情况。放

表2.VBAC組和VBNC組母嬰分娩結局及併發症比較

組別 病例數
產後出血
（ml）

產後出血
（例，%）

產後發熱
（例，%）

先兆子宮破裂
（例，%）

新生兒窒息
（例，%）

住院時間
（天）

VBNC 96 118±12.03 5(5.21) 2(2.08) 0(0) 4(4.16) 3.16±0.03

VBAC 96 220±17.31 8(8.33) 2(2.08) 6(4.5) 5(5.20) 3.23±0.43

T值 -3.18 0.743 0 6�19 0.733 -1.78

P值 0�003 0�389 1�0 0�001 0.117 0�03

表3.RCS組和PCS組母嬰分娩結局及併發症比較

組別 病例數
產後出血
（ml）

產後出血
（例%）

產後發熱
（例，%）

先兆子宮破裂
（例，%）

新生兒窒息
（例，%）

住院時間
天）

RCS 447 328±15.02 11(2.46) 19(4.25) 1(0.2) 8(1.79) 6.19±0.05

PCS 447 271±9.73 7(1.56) 17(3.80) 0(0) 7(1.56) 6.43±0.56

T值 3�20 0.907 0�116 1�001 0�068 -2.995

P值 0�001 0�341 0.743 0.317 0.795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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寛會陰側切及適當地利用助產技術，盡量縮短第二產

程，“分娩鎮痛”技術也同樣適用於疤痕宮試產的病

人，以提高陰道分娩的成功率。在產程中如果出現產程

延長、胎心異常、羊水污染、噁心、嘔吐、持續性下腹

痛等情况，應改剖宮產終止妊娠，以避免子宮破裂等嚴

重併發症的發生，保證母嬰安全。

總之，剖宮產術後再次妊娠分娩，試產與剖宮產

相比，利多弊少。對於疤痕子宮足月妊娠的患者要嚴格

掌握陰道試產的適應癥，要進行良好的產時監護和護

理，進行必要的心理護理以及產時鎮痛處理，及時發現

和處理難產，陰道試產是完全可行的。

王學勤, 蔡俊. 瘢痕子宮中晚期妊娠引產50例治療體會. 臨床醫學研

究, 2012; 29(6): 1175-1176.  

龔漢珍. 剖宮產後再次妊娠分娩方式的臨床探討. 醫學臨床研究, 

2007; 24(5):846-847. 

[1]

[2]

參 考 文 獻

（本文编辑：朱茜）

（上接15頁）

（本文编辑：文劍明）

Heckmann SM, Karl M, Wichmann MG, et al. Cement fixation and 

screw retention: parameters of passive fit. An in vitro study of 

three-unit implant-supported fixed partial dentures. Clin Oral 

Implants Res, 2004; 15:466-473.

Jaffin RA, Kumar A, Berman CL. Immediate loading of dental im-

plants in the completely edentulous maxilla: a clinical report. 

Int J Oral Maxillofac Implants. 2004; 19(5):721-730.

Gallucci GO, Bernard JP, Bertosa M, et al. Immediate loading 

with fixed screw-retained provisional restorations in edentulous 

jaws: the pickup technique. Int J Oral Maxillofac Implants. 

2004; 19:524-533.

Burguete RL, Johns RB, King T, et al. Tighten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crewed joints in osseointegrated dental implants. J Prosthet 

Dent. 1994; 71:592-599.

van Steenberghe D, Glauser R, Blomback U, et al. A computed 

tomographic scan-derived customized surgical template and fixed 

prosthesis for flapless surgery and immediate loading of implants 

in fully edentulous maxillae: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Clin Implant Dent Relat Res. 2005; 7:S111-120.

Gallucci GO, Bernard JP, Bertosa M, et al. Immediate loading 

with fixed screw-retained provisional restorations in edentulous 

jaws: the pickup technique. Int J Oral Maxillofac Implants. 

[14]

[15]

[16]

[17]

[18]

[19]

2004; 19:524-533.

Tarnow DP, Emtiaz S, Classi A. Immediate loading of threaded 

implants at stage 1 surgery in edentulous arches: ten consecu-

tive case reports with 1-to 5-year data. Int J Oral Maxillofac 

Implants. 1997; 12:319-324.

Cannizzaro G, Felice P, Giorgi A, et al. Immediate loading of 2 

(all-on-2) flapless-placed mandibular implants supporting cross-arch 

fixed prostheses: Interim data from a 1-year follow-up prospective 

single cohort study. Eur J Oral Implantol, 2012; 5:49-58.

Hatano N, Yamaguchi M, Yaita T, et al. New approach for immedi-

ate prosthetic rehabilitation of the edentulous mandible with 

three impla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 Clin Oral Implants Res 

2011; 22:1265-1269.

Landázuri-Del Barrio RA, Cosyn J, De Paula WN, et al. A prospec-

tive study on implants installed with flapless guided surgery 

using the all-on-four concept in the mandible. Clin Oral Implants 

Res 2013; 24:428-433.

Maló P, de Araújo Nobre M, Lopes A,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survival of all-on-four implants in the mandible with up 

to 10 years of follow-up. J Am Dental Assoc 2011; 142:310-320.

[20]

[21]

[22]

[23]

[24]

樂傑. 婦產科學. 第7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8:74. 

隗洪進, 隗伏冰. 再次剖宮產術中出血的臨床分析. 中國實用婦科與

產科雜誌, 2003; 19:414. 

Martel MJ. Guidelines for vaginal birth after previous caesarean 

birth. J Obstet Cynaeuol Can, 2010; 43(5):164-188.  

Guise JM.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ncid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uterine rupture in women with previous caesarean section. 

BMJ, 2011; 329(7456):19-25.  

李藝純. 剖宮產術後瘢痕子宮妊娠分娩方式及結局分析.  醫學臨床

研究, 2009; 26(11):2133-2134.  

Obara H, Minakami, Koike T, et a1. Vaginal birth after caesarean 

delivery；results in 310 pregnancies. J Obstet Gynecol Res, 

2012; 24(2):12-16.  

Rosen MG, Dickinson JC, Westhoff CL. Vaginal after cesarean: a 

meta-analysi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bstet gynecol, 1991; 

77: 465-470.

滕銀成, 林其德. 剖宮產的手術分類及其切口癒合. 實用婦產科雜

誌, 2004; 20:259-260. 

严建英, 陳文桢, 崔小妹. 剖宫產後再次妊娠阴道分娩. 實用妇產科

雜誌, 2004; 20:264-265. 

[3]
[4]

[5]

[6]

[7]

[8]

[9]

[10]

[11]



31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6, Vol 16. No.2鏡湖醫學2016年12月第16卷第2期

‧臨床研究‧

急性主動脈夾層(acute aortic dissection, AAD)

是一個相對不常見的疾病，但同時又是急性以胸痛為

主極易致命的疾病，其發病率為6/100,000[1]，病死率

高，30天和5年的病死率分別為55.8%和64.5%[1]。臨床

表現複雜多樣，給診斷帶來一定困難。本研究目的是通

過患者的臨床特徵，以尋求早期診斷，減少誤診。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共收集2010年1月~2015年12月期間在本院急診科

和門診收住院治療的AAD患者63例進行回顧性分析。主

要分析臨床特徵、年齡分佈、男女比例、高血壓、糖尿

病等因素及其Stanford分型的關係，臨床表現，誤診情

况。輔助檢查主要分析首次發現檢查、心電圖、胸片、

D-二聚體等。以主動脈CT造影檢查作為診斷的金標準，

數據由本院資訊科技科提供。

二、研究方法

使用SPSS 21統計軟包進行統計，計量資料均以均數

【摘要】  目的 研究主動脈夾層(Acute Aortic Dissection, AAD)的臨床特徵，減少

急診診療過程中的誤診。  方法 回顧性收集63例主動夾層患者在門診和急診的資料，分

析其臨床特徵和診斷手段。  結果 AAD患者中，年齡58.13±15.74歲；76.19%的患者有高

血壓；臨床以疼痛為主要表現92.00%，非疼痛症狀8.00%；D-二聚體診斷AAD的總體敏感性

95.56%；異常心電圖69.35%；CTA陽性率100%。  結論 AAD可發生於成人任何年齡段，臨床

以疼痛為主要表現，超聲心動圖和D-二聚體可以作為初篩方法，CTA可以確診。

【關鍵詞】主動脈夾層； 臨床表現；檢驗方法；診斷

Clinical analysis of 63 cases with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HUNG Wai Kwan,  LI Da Bin*,  WONG Hong Chio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 ICU,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tic test results of patient 

suffering from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AAD) so as to minimize misdiagnosi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63 patients with AAD presen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between 
January 2010 and December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patients was 
58.13±15.7 years.  76.19% of patients had history of systemic hypertension.  The clinical features included 
chest pain (89.66%), back pain (82.80% and abdominal pain (44.8%), while 5 patients (8%) did not 
complain of any pain.  Among the 45 patients having serum D-dimer level checked, 43 (95.56%) showed 
levels above normal range.  A widened mediastinum was found in 44.44% of patients having chest X-ray film 
taken.  Only 11 out of 58 patients showed raised cTnT level.  Of the 62 patients having EKG done upon 
presentation, 43 (69.35%) showed some form of abnormality.  Sixty-two patient had their AAD diagnosed 
based on CTA features.  There was only one patient whose AAD was diagnosed using echocardiogram.  
Conclusion  Adults of any age can suffer from AAD, and their main complaint is pain.  CTA is a sensitive 
and reliable method of diagnosing AAD, and echocardiogram and D-dimers when combine d are good 
methods for screening patients for CTA confirmation.

[Key Words]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Diagnostic examination; Diagnosis 

63例主動脈夾層的臨床分析

洪偉君 李達濱* 黃雄超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急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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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χ̄±s)表示，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

採用t檢驗或卡方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危險因素

AAD患者63例。其中中國內地人士7例，香港人士

5例，台灣人士1例，澳門人士50例，除了1人為澳門葡

裔人士外，其他均為華人。由政府仁伯爵醫院轉來本

院急診再收入院的患者17例，經門診收入院2例，本院

急診診治44例，在急診診治的病例中有2人回中國內

地治療，1人轉往香港治療，5人轉政府仁伯爵醫院治

療(5人中有1人再回本院治療，4人無回來)。其中男性

52例(82.5%)，女性11例(17.5%)，男女比例4.72:1；

Stanford A型37例，Stanford B型26例；所有急性主動

脈夾層患者中最小年齡26歲，最大者97歲，80.0歲及以

上的患者共7位，佔11.11%；30.0歲以下的患者3位，佔

4.76%。年齡(58.13±15.74)歲，其中B型夾層的患者發病

年齡更高(58.8±16.0)vs(57.6±15.8)，P0.47>0.05；50例

AAD的本澳居民年齡(59.5±16.29)，其中馬凡綜合徵6例

(9.52%)。有高血壓史的患者，有48例，佔76.19%，而澳

門居民有40例，佔80.00%（見表1）。

二、臨床表現

AA D患者的臨床表現中，疼痛是最常見的臨床表

現，多位於胸部。無疼痛表現較少。AAD患者來診時血

壓大多數高（見2）。

三、輔助檢驗

在實驗室檢查和器械檢查中，D-二聚體的敏感度

95.56%，胸片提示主動脈夾層敏感度44.44%，而A型

54.54%稍高。44例AAD經急診入院中有38例在急診行CT

檢查（見表3）。

四、診斷及鑒別診

經門診收入院2例，誤診1例，本院急診診治44

例，誤診6例，誤診率15.2%，其中誤診為急性冠脈綜合

徵1例，脊髓佔位性病變1例，劍突下腹痛和腰疼伴嘔吐

和腹瀉1例，肺炎併陣發性心房顫動1例，胃潰瘍出血1

例，眩暈綜合徵1例，心悸、消瘦查因1例（心源性?甲

狀腺功能亢進?糖尿病?），支氣管擴張咯血1例。其中4

例無表現明顯疼痛或沒有疼痛，3例有表現疼痛。

五、預後

在預後方面，其中1例在急診死亡，7例在住院期

間死亡，都是A型，住院期間死亡率12.96%。

討 論

主動脈夾層是一種不常見的具有潛在高危死亡率

的疾病，早期如不治療可能達到每小時1%~2%的死亡

率[2]，經過內科和外科手術治療有所改善。

本研究發現，在這63例AA D患者中，有13例非本

澳人士，佔20.63%，這可影響了澳門的疾病譜。根據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綱頁顯示：澳門2015年第4季總人口

6468,000[3]。2015年入境旅客為30,714,628人次[3]，外

地僱員逾18萬人，這些來澳門旅遊或工作人士總的來說

表1.AAD危險因素

項目 總數(n=63例) A型(n=37例) B型(n=26例) P值

年齡 58.13±15.74 57.6±15.8 58.8±16.0 0.470

男性 52(82.5%) 28(73.7%) 24(92.3%) 0�121

患者既往病史

高血壓 48(76.19%) 27(73.0%) 21(80.8%) 0.474

糖尿病 4(6.35%) 2(5.40%) 2(7.70%)

馬凡綜合徵 6(9.52%) 6(16.21%)

外傷 1(1.59%) 1(3.85%)

腫瘤 1(1.59%) 1(3.85%)

主動脈瘤 4(6.35%) 3(8.10%) 1(1.59%) 0.874

腎移植狀態 1(1.59%0 1(2.70%)

表2.AAD患者的臨床表現

項目 總數(n=63例) A型(n=37例) B型(n=26例) P值

疼痛 58(92.0%) 33(89.19%) 25(96.15%) 0�594

胸痛 52(89.66%) 31(93.93%) 21(84.00%) 0.756

背痛 48(82.8%) 28(84.84%) 20(80.00% 0�909

腹痛 26(44.8%) 14(42.42%) 12(48.00%) 0�509

高血壓 34(83.97%) 14(37.83%) 20(76.92%) 0�001

血壓正常 18(28.57%) 14(37.83%) 4(15.38%) 0.097

低血壓 11(17.46%) 9(24.32%) 2(7.69%) 0�169

表3.急性主動脈夾層患者的輔助檢查

總數63 A型(37) B型(6) P值

D-二聚體(n=45) 1�00

升高 43(95.56%) 27(62.80%) 16(37.20%)

正常 2(4.44%) 1(50.00%) 1(50.00%)

cTnT (n= 58)

升高 11(18.97%) 9(81.81%) 2(18.18%) 0�102

正常 47(8.10%) 23(48.94%) 24(51.63%)

胸片(n=18)

緃隔增寛 8(44.44%) 6(75.00%) 2(25.00%) 0.367

正常 10(55.56%) 5(50.00%) 5(50.00%)

CTA 62 37 25

超聲心動圖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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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較輕，63例AAD年齡(58.13±15.74)歲，而剔除非本

地人士後澳門居民年齡(59.5±16.29)，這個年齡比國外

的AAD患者60歲~70歲[1,4]稍年輕，但大於內地AAD患者49

歲~53歲[5,6]，况且本研究中有6例馬凡綜合徵，他們都

是20餘歲至40餘歲人士，其中最年輕三位20餘歲的AAD

患者均是患有此病，這相應地降低本澳AAD高的年齡。

高血壓是AAD最常見的危險因素[7]，中國內地研究中既

往有高血壓病史63.2%~77.2%[5,6]，國外72.1%[4]，而本

澳AAD的患者有高血壓病史達80%，和內地比較，澳門發

病年齡較晚，說明澳門在控制血壓較好有關。而本研究

中，馬凡綜合徵達6例，為9.52%之高（5男1女），比內

地的4.4%[6]和國外的4.9%高[4]。這一情况究竟因統計的

基數少引致誤差，還是AAD在澳門發生率少，因而顯得馬

凡綜合徵比率高，值得深一步研究。隨着對AAD易病體質

和危險因子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下，我們可預防[8]。我

們對這些特定人群進行教育，除了避免劇烈運動外，更

應提醒他們在甚麼情况來醫院，到那一間醫院，這可減

少誤診和縮短確診時間，以達到更好處理。澳門有五間

醫院，但具有24小時急診服務主要由政府的仁伯爵綜合

醫院和本院（鏡湖醫院）两間醫院提供，而仁伯爵綜合

醫院盡管有拥有處理AAD能力，但他們大部份患者會轉至

本院治療，極少部份轉往香港治療。這6例馬凡綜合徵患

者有5位在疼痛後0.5~5小時內本院急診且很快予CTA檢查

診斷AAD，而另一例在仁伯爵綜合醫院碓診AAD後才轉本

院急診入院，此時距離起病已過了8小時。這6例雖然是A

型的AAD，他們都做了順利手術和出院。

不管ADD的哪一類型，絶大多數的患者突發出現劇

烈疼痛，於1996年開始，在美、法、德等11個國家共同

組成主動脈夾層數據庫IRAD[9]顯示：93%A型ADD和94%B型

ADD出現劇烈疼痛，包括83%的A型ADD和71%B型ADD出現胸

痛。而本研究顯示89.19%A型ADD和96.15%B型ADD出現疼

痛，包括93.93%的A型ADD和84.00%B型ADD出現胸痛。這

顯示本研究較高。這可能由於這些資料包括有17例已診

斷AAD後從仁伯爵綜合醫院轉入本院，疼痛的癥狀不排除

被轉送醫生或接診醫生暗示患者引起誤差。在所有誤診

7例中有疼痛3例：1例上腹痛，心電圖表現為V2，V3的ST

段弓背0.2~0.3mV，和cTnT升高，考慮ACS；1例腰背部酸

痛，四肢乏力伴麻痺，考慮脊髓佔位性病變；1例劍突下

腹痛和腰疼伴嘔吐和腹瀉。尤甚重視於同時有神經病變

和心血管病變[10]，做好進一步鍳別診斷。

本研究中，D-二聚體診斷AAD的敏感性95.56%。接

Dominic PJ, Howard MA, Amitava Banerjee DPhil, et al. Population-

based study of incidence and outcome of acute aortic dissection 

[1]

參 考 文 獻

近國外的D-二聚體預測AAD的敏感性97%，特殊性47%，陰

性的D-二聚體檢查可排除AAD診斷[11]。即使在cTnT陽性

的情况下，D-二聚體可用來極敏感預測AAD[12]。影像學

檢查目前主要應用有胸片、超聲心動圖、CT和MRI。IRAD

回顧464AAD病例顯示A型AAD在胸片緃隔增寬有63%，而B

型低至16%[4]。本研究中，A型75%，B型25%。所以在診斷

AAD時，胸片不是一個診斷方法。CT作為無創、快速、準

確的方法。本院採用多排CT(MSCT)可以更準確地診斷主

動脈夾層。本研究中有62例是CT診斷的。44例AAD經急診

入院有38例在急診行CT檢查。這些病例都在4小時內能明

確診斷。心臟體表超聲主要表現為主動脈增寬，主動脈

內可見膜樣回聲，以及真假腔。本次研究中，在急診袛

有用超聲心動圖診斷AAD一例。隨着本急診醫生的超聲技

能提高，這種方便快捷及床旁手段在血流動力學不定和

有懷疑患者初步診斷參考。而床旁超聲聯合D-二聚體檢

驗可以對AAD合併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進行鑒別診斷，尤其

可用於血流動力學不稳定的AAD患者的診斷和治療[13]，

減少患者因外出檢查而出現猝死的風險。盡管MRI可作為

血流動力學稳定AAD患者替代CT檢查，MRI能夠準確診斷

AAD，容易鍳假腔及內膜碎片，增強MRI更易鍳別累及分

支血管，MRI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可達95%~100%[14]。因在本

院做MRI需要預約和檢查時間長，不適在本院急診使用，

故本研究中急診沒有使用MRI診斷AAD。

在誤診的7例AAD中，有4例AAD無疼痛表現，第1例

為心悸，心動後氣促8天。EKG示：陣發性心房顫動，胸

片示肺炎；第2例頭暈乏力1小時伴出汗，視矇，四肢

乏力，胸悶、呼吸不暢；第3例為活動後氣促，心悸及

上腹隱痛2週；第3例是咯血半小時伴氣促，第4例是排

黑便1天，伴頭暈，面色蒼白，視矇，耳鳴，活動後氣

促。非疼痛癥狀患者表現為氣促，頭暈等非特異癥狀，

甚至無明顯癥狀，僅影像學檢查發現異常，這類患者的

誤診、漏診難以避免。

總之，主動脈夾層可發生在26歲~97歲之間，臨床

表現複雜，以疼痛表現較臨床醫生重視，特別是馬凡綜

合徵和老年男性；不可忽視氣促，頭暈等非疼痛表現，

胸片、超聲心動圖和D-二聚體可作為篩選，CT作為確診

的首選。

（下轉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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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分析行急診經皮冠脈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的急性冠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患者的代謝紊亂特徵與其預後的相關性。  

方法 對2007年~2012年在本院因ACS行急診PCI的223例患者臨床資料完整的病例使用Epidata 3.1進

行兩份臨床資料錄入及進行一致性分析。  結果 與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STEMI)患者相比，

非ST段抬高急性冠脈綜合征(NSTE-ACS)患者年齡更大(65.50±12.80vs59.70±13.73, P=0.023)，死

亡率傾向於更高(8.8%vs2.6%, P=0.075)。STEMI患者的甘油三酯(TG)更高(1.74±1.54vs1.17±0.42, 

P=0.038)。女性的具有更高的平均年齡(74.22±11.41vs57.13±12.03, P<0.001)，合併高血壓率

(77.8%vs47.8%, P<0.001)，高密度脂蛋白(HDL)(1.21±0.69vs1.02±0.27, <0.001)，而男性的TG更

高(1.76±1.56vs1.21±0.69, 0.023)。中年人較老年人有更高的吸煙率(74.4%vs38.8%, P<0.001)、

總膽固醇(CHOL)(4.82±1.17vs4.48±1.03, P=0.037)、低密度脂蛋白(LDL-c)(3.22±1.07vs2.87±0.92, 

P=0.016)和TG(1.93±1.73vs1.22±0.62, P<0.001)。而老年人的高血壓發生率更高(76.6%vs38.3%, 

P<0.001)和更高的HDL水平(1.17±0.34vs0.97±0.24, P<0.001)。住院期間死亡的患者中

CHOL(3.63±1.03vs4.72±1.11, P=0.012)和LDL-c(2.21±0.97vs3.11±1.0, P=0.021)更低。  結論 對

於行急診PCI的ACS患者，STEMI與NSTE-ACS對比不同性別和年齡有不同的代謝紊亂特徵。

【關鍵詞】經皮冠脈動脈介；急性冠脈綜合征；代謝紊亂

Analysis of metabolic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undergoing emergent 
percutaneous coronary artery intervention

Tam Kun Chong, NIU Yun Qian*, WU Bao Qu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etabolic disorders characteristic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prognosis of patients who needed emergent percutaneous coronary artery intervention treatment (PCI) fo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Methods  The medical record data of 223 cases of ACS who  underwent emergency 
PCI cases in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Double entry and consistency checking 
were performed with Epidata 3.1 software.   Results  Compared with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patients, the non-ST-segment 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NSTE-ACS) patients 
tended to be older (65.50 ± 12.80 vs 59.70 ± 13.73, P=0.023), and had higher mortality rates (8.8% vs2.6%, 
P=0.075). STEMI patients had higher blood triglycerides (TG)(1.74 ± 1.54 vs 1.17 ± 0.42, P=0.038). The 
female patients had higher average age (74.22 ± 11.41 vs 57.13 ± 12.03, P<0.001) , hypertension rate (77.8% 
vs 47.8%, P<0.001) and higher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level (HDL)(1.21 ± 0.69 vs 1.02 ± 0.27 <0.001). 
The male patients tended to have higher TG (1.76 ± 1.56 vs 1.21 ± 0.69, 0.023).Compared with the older 
patients, the younger ones tend to have higher HDL lever(74.4% vs 38.8%, P <0.001), and cholesterol level 
(CHOL) (4.82 ± 1.17 vs 4.48 ± 1.03, P=0.037),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C) (3.22 ± 1.07 vs 2.87 ± 0.92 
, P=0.016) and TG (1.93 ± 1.73 vs 1.22 ± 0.62, P<0.001). The 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 (76.6% vs 38.3%, 
P<0.001) and HDL levels (1.17 ± 0.34 vs 0.97 ± 0.24, P<0.001) higher in older patients. Among the in-hosiptal 

急性冠脈綜合征行急診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患者代謝紊亂分析

譚冠昶 牛雲茜* 吳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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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紊亂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發生發展關係密

切。國外的前瞻性研究顯示：由肥胖、高血壓、高血糖

和血脂水平異常等心血管疾病高危因素組合而成的代謝

綜合征可使臨床心血管病發病率增加5倍以上[1]。在急

性冠脈綜合征時，可出現血脂代謝、糖代謝的異常波

動[2,3]。澳門特區是以服務業為支柱、醫保制度相對完

善的濱海城市，分析研究該地區行急診經皮冠脈動脈介

入手術(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的急性冠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患

者的代謝紊亂特徵及其與預後關係，回顧性分析了2007

年~2012年間的223例患者。

資料與方法

一、入選條件

選擇2007年~2012年在本院因A C S行急診P C I

的223例臨床資料完整的患者。入選組中，行急診

P C I的A C S包括：①治療時間窗內(12小時內)，急

性S 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 T E M I)；②出現血流動力

學不穩定、頑固性心絞痛、嚴重的S T段壓低、肌

鈣蛋白升高的非S T段抬高急性冠脈綜合征(N S T E-

A C S)。所有患者入院時行常規的血糖、血脂四項、

肝腎功能檢查。入院後經過綠色通道直接進入導管

室行急診P C I術。術後繼續冠心病二級預防治療。

排除標準：(1)穩定性心絞痛(stable angina pec-

toris, SAP)，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類心絞痛；(2)介入

手術中出現心源性休克等嚴重併發症；(3)患有惡性腫

瘤或嚴重肝腎功能損傷等；(4)患有心臟瓣膜疾病、先

天性心臟病及心肌病；(5)患有全身免疫系統疾病、甲

狀腺疾病、結締組織疾病；(6)臨床資料不完備。

二、分組

根據是否STEMI、性別及年齡將研究條件進行分組

對比。對於男性≥65歲定義為老年，分中、老年組對比

其代謝紊亂特徵

三、統計方法

使用Epidata 3.1(The EpiData Association, 

Odense)進行兩份臨床資料錄入，並進行一致性分析，

對不一致資料進行再次核對修正。使用SPSS 13.0統計

學軟件進行資料分析，對所有計量資料採用±SD表示。

計量資料之間比較一般使用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計數

資料之間比較使用χ2檢驗。

結 果

研究人群，平均年齡60.58±13.73歲，其中男性佔

79.8%，有45.3%的患者合併糖尿病，53.8%的患者存在

高血壓，吸煙的比率為60.1%。在研究的ACS人群中，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佔84.8%，所有患者接受急診的PCI

術，住院期間死亡率為3.6%（見表1）。

一、STEMI與NSTE-ACS患者的代謝指標分析：

death causes, they had lower CHOL (3.63 ± 1.03 vs 4.72 ± 1.11, P=0.012) and LDL-C (2.21 ± 0.97 vs 3.11 ± 
1.0, P=0.021).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ACS  were needed emergency PCI, STEMI and NSTE-ACS, 
different gender and age have different metabolic disorde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Metabolic disorders

表1.基線資料

年齡,y 60.58±13.73

男性,n(%) 178(79.8%)

高血壓,n(%) 120(53.8%)

糖尿病,n(%) 101(45.3%)

吸煙,n(%) 134(60.1%)

STEMI,n(%) 189(84.8%)

死亡,n(%) 8(3.6%)

CHOL 4.69±1.13

LDL-c 3.08±1.03

HDL 1.07±0.31

TG 1.65±1.44

CHOL：總膽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HDL：高密度脂蛋白；TG：甘油三酯。

將進行急診PCI的STEMI與NSTE-ACS患者相比，

NSTE-ACS的患者年齡更大(65.50±12.80vs59.70±13.73, 

P=0.023)，且死亡率傾向於更高(8.8%vs2.6%, P=0.075)。

而STEMI患者的甘油三酯(TG）更高(1.74±1.54vs1.17±0.42, 

P=0.038)，而其他血脂指標、血糖、糖尿病及高血壓發病

率無顯著性差異（見表2）。

二、ACS患者的性別與代謝紊亂分折：

在行急診PCI的ACS患者中，女性的平均年齡比男

性更高(74.22±11.41vs57.13±12.03, P<0.001)，合併

高血壓的比率也更高(77.8%v s47.8%, P<0.00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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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CS患者的年齡與代謝紊亂

以男性年齡5 5歲，女性年齡6 0歲作為界值

定義區分中年和老年。在研究的人群中，未發

現3 0歲以下的青年人。在研究的人群中，中年

人有更高男性的比率(95.5%v s56.6%, P <0.001)

和吸煙率(74.4%v s38.8%, P<0.001)，同時，中年

人的血脂往往更高：CHO L(4.82±1.17v s4.48±1.03, 

P=0.037)、LDL-c(3.22±1.07vs2.87±0.92, P=0.016)、

TG(1.93±1.73vs1.22±0.62, P<0.001)。而老年人的高血壓

發生率更高(38.3%vs76.6%, P<0.001)以及具有更高的HDL

水平(1.17±0.34vs0.97±0.24, P<0.001)。STEMI和NSTE-ACS

分開進行年齡分析，具有相同的趨向。

相似地是在S T E M I患者中，相對於男性，女

性的具有更高的年齡(75.67±9.70v s56.19±11.88, 

P<0.001)、高血壓的比率(85.3%vs45.8%, P<0.001)和

HDL(1.22±0.41vs1.01±0.27, P=0.001)。男性的吸煙率

(73.5%vs8.8%, P<0.001)和TG更高(1.85±1.64vs1.20±0.78, 

0.029)。CHOL、LDL-c、入院血糖、糖尿病發生率及住院期

間死亡率無顯著性差異。

但是，在NSTE-ACS的患者中，男性傾向於有更高的

糖尿病發生率(52.2%vs18.2%, P=0.060)和更高的吸煙率

(73.9%vs0%, P<0.001)，而不同性別間年齡、高血壓發生

率、CHOL、LDL-c、TG、入院血糖及住院期間死亡率無顯

著性差異。

表2.STEMI與NSTE-ACS行急診PCI患者的臨床資料對比

STEMI（n=189） NSTE-ACS（nw=34） P

年齡,y 59.70±13.73 65.50±12.80 0�023

男性,n（%） 155（82.0%） 23（67.6%） 0�055

高血壓,n（%） 100（52.9%） 20（58.8%） 0�524

糖尿病,n（%） 87（46.0%） 14（41.1%） 0�601

CHOL 4.74±1.10 4.38±1.21 0�092

LDL-c 3�12±1.01 2.84±1.11 0�145

HDL 1�06±0.31 1.13±0.30 0�145

TG 1.74±1.54 1.17±0.42 0�038

GLU 8�23±3.64 8.71±4.33 0�498

死亡,n（%） 5（2.6%） 3（8.8%） 0.075

CHOL：總膽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HDL：高密度脂蛋白；TG：甘油三酯。

表3.不同性別的行急診PCI的ACS患者對比

男性（n=178） 女性（n=45） P

年齡,y 57.13±12.03 74.22±11.41 <0�001

高血壓,n（%） 85（47.8%） 35（77.8%） <0�001

糖尿病,n（%） 83（46.6%） 18（40.0%） 0�503

吸煙,n（%） 131(73.6%) 3(6.7%) <0�001

CHOL 4�69±1.10 4.65±1.23 0�833

LDL-c 3�11±1.01 2.96±1.08 0�364

HDL 1�02±0.27 1.23±0.37 <0�001

TG 1.76±1.56 1.21±0.69 0�023

GLU 8.27±3.80 8.42±3.59 0�818

死亡,n（%） 6（3.4%） 2（4.4%） 0.729

CHOL：總膽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HDL：高密度脂蛋白；TG：甘油三酯。

男性具有更高的吸煙率(73.6%vs6.7%, P<0.001)。血

脂譜上，女性HDL比男性更高(1.21±0.69vs1.02±0.27, 

<0.001)，而男性的TG更高(1.76±1.56v s1.21±0.69, 

0.023)。CHOL、LDL-c、隨機血糖及糖尿病發生率無顯

著性差異。不同性別的住院期間死亡率無顯著性差異

(3.4%vs4.4%, P=729)（見表3）。

四、代謝紊亂與PCI後住院期間死亡

相對於存活的患者，發生住院期間死亡的患

者的CHOL(3.63±1.03vs4.72±1.11, P=0.012)和LDL-

c(2.21±0.97vs3.11±1.0, P=0.021)更低。而高血壓率、糖

尿病率及吸煙率相似，HDL、TG及GLU無顯著性差異。對

STEMI及NSTE-ACS的患者分別進行分析亦獲得相似的結果。

表4.不同年齡的需行急診PCI的ACS患者對比

中年（n=133） 老年（n=90） P

男性,n（%） 127（95.5%） 51（56.6%） <0�001

高血壓,n（%） 51（38.3%） 69（76.6%） <0�001

糖尿病,n（%） 54（40.6%） 47（52.2%） 0.087

吸煙,n（%） 99(74.4%) 35(38.8%) <0�001

CHOL 4�82±1.17 4.48±1.03 0.037

LDL-c 3�22±1.07 2.87±0.92 0�016

HDL 0.97±0.24 1.17±0.34 <0�001

TG 1�93±1.73 1.22±0.62 <0�001

GLU 8�21±3.54 8.44±4.04 0�653

死亡,n（%） 3（2.3%） 5（5.6%） 0�194

CHOL：總膽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HDL：高密度脂蛋白；TG：甘油三酯。

表5.不同年齡的需行急診PCI的ACS患者對比

存活（n=215） 死亡（n=8） P

男性,n（%） 172（80.0%） 6（75.0%） 0.729

高血壓,n（%） 114（53.0%） 6（75.0%） 0�221

糖尿病,n（%） 99（46.0%） 2（25.0%） 0�240

吸煙,n（%） 129(34.4%) 5(62.5%) 0.887

CHOL 4.72±1.11 3.63±1.03 0�012

LDL-c 3�11±1.02 2.21±0.97 0�021

HDL 1�06±0.31 1.12±0.32 0�588

TG 1.67±1.46 1.02±0.26 0�241

GLU 8�25±3.65 9.63±5.93 0�311

CHOL：總膽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HDL：高密度脂蛋白；TG：甘油三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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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在研究觀察的急診PCI的ACS人群中，血脂水平雖然未

達到最新指南要求的相應靶目標 ，但血脂大多處於所謂

的“正常水平”。既往[2,4,5]研究發現急性心肌梗死時，血

脂水平可以不升高，甚至降低。同樣有研究顯示,在急性

冠狀動脈綜合征後不久這些血脂就開始降低：甚至在ACS

發病後24h內就已經開始降低[3]。在心肌梗死急性期血脂

水平紊亂可能為以下原因所致：(1)急性期應急反應的暫

時影響，早期TC和TG下降是由於白介素6，白介素2明顯升

高：抑制肝細胞ApoB mRNA的表達及分泌，從而抑制TC 和

TG 合成；(2)在ACS急性期患者臥床休息可使TC和TG水平降

低；(3)熱量攝入不足；(4)靜脈輸液可能使血液稀釋而降

低血脂；(5)其它原因：如某些藥物也可能影響血脂[6]。

目前認為NSTE-ACS是穩定性心絞痛到急性ST段抬高

性心肌梗死發展的中間狀態。根據《2011年歐洲非ST段抬

高性急性冠脈綜合征診治指南》[7]，極高危的NSTE-ACS，

推薦<2h進行介入治療，而對於Grace評分>140分或存在

一項缺血的高危因素的患者，推薦<24h進行介入治療。

在觀察人群中，STEMI和高危NSTE-ACS需急診PCI兩組對

比，NSTE-ACS的患者年齡更大(65.50±12.80vs59.70±13.73, 

P=0.023)，而死亡率傾向於更高(8.8%vs2.6%, P=0.075)。

可見並不能簡單地認為NSTE-ACS比STEMI更安全。在我們觀

察的需要急診PCI的高危NSTE-ACS患者死亡率傾向更高，

可能與高齡以及冠脈病變更複雜、嚴重有關。與NSTE-ACS

組相比，STEMI患者的甘油三酯(TG)更高，但其他血脂指

標、血糖、糖尿病及高血壓發病率無顯著性差異。說明嚴

重的NSTE-ACS與STEMI有相似的代謝紊亂過程。

我們觀察到，女性的平均年齡(P<0.001)和高血壓

的比率較男性更高(P<0.001)。而男性具有更高的吸煙率

(P<0.001)。血脂譜上，女性HDL比男性更高(P<0.001)，而

男性的TG更高(P=0.001)。女性患者有更高的高血壓發生

率和更低的TG可能與年齡更大有關。既往研究發現[5]，年

齡與TG呈負相關關係。

進行STEMI和NSTE-ACS的亞組分析發現STEMI患者的

性別之間代謝紊亂情况與總體觀察人群相似。但是，在

NSTE-ACS的患者中，男性傾向於有更高的糖尿病發生率

(P=0.001)和更高的吸煙率(P<0.001)，而不同性別間年

齡、高血壓發生率、CHOL、LDL-c、TG、入院血糖及住院

期間死亡率無顯著性差異。這種差異可能由於在NSTE-ACS

發病機制中[8]，除了粥樣斑塊破裂和血栓形成，還有不少

一部份由於嚴重的冠脈狹窄造成，而糖尿病往往是引起複

雜冠脈病變的原因。所以出現了這個亞組不同的結果。

在對比患者不同年齡的代謝紊亂特徵時，發現中年

人有更高男性的比率(P<0.001)和吸煙率(P<0.001)，同

時，中年人的CHOL、LDL-c和TG更高。而老年人的，高血

壓發生率更高，和更高的HDL水平(P<0.001)。與既往的研

究和指南一致[9,10]，高脂血症、吸煙和男性是冠心病的危

險因素，代謝紊亂使發病率有年輕化的趨勢，而HDL是心

血管的保護因素。

與既往一般對血脂與冠心病預後影響的認識不同，

在觀察的人群中，相對於存活的患者，發生住院期間死

亡的患者的CHOL和LDL-c更低。而高血壓率、糖尿病率及

吸煙率相似，HDL、TG及GLU無顯著性差異。對於需急診行

PCI的ACS患者，更低的CHOL和LDL-c可能反應了更強炎症反

應對血脂譜的影響。

綜上，對於需行急診PCI的ACS患者，STEMI與NSTE-

ACS對比以及不同的性別和年齡有不同的代謝紊亂特徵。

但仍需進一步的大規模前瞻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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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心房顫動（房顫）是一種以心房無序快速的電活動

伴隨心房機械功能失常為特徵的心律失常，在各種心律

失常中發病率最高。在人群的發病率為0.4%~1.0%，已

成為全人類心血管疾病中一大流行疾病，且患病率日益

增高[1]。房顫的發生率隨着年齡的增加而明顯增加，65

歲以上人群中房顫患者約佔5%，80歲以上人群中該比例

升至10%[2,3]。近十幾年來，導管射頻消融治療房顫取得

了重大進展，環肺靜脈電隔離及其擴展術式治療效果較

好，對陣發性房顫患者，即使不加輔助徑線，首次成功

率也在80%以上；對於持續性房顫，首次成功率在60%-

80%。射頻消融術目前越來越被認為是藥物難治性房顫

的有效治療手段[4]，隨着該項治療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提

高，藥物難以控制的老年房顫亦被推薦可考慮進行射頻

消融治療。但因老年人可能存在房顫持續時間較長、伴

隨疾病較多、出血風險較大、心房電重構及組織重構相

對複雜等特點，射頻消融治療的成功率和安全性目前是

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現總結在本院住院並隨訪接受導

管射頻消融治療的老年房顫患者，探討臨床療效以及安

全性。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摘要】  目的 分析導管射頻消融(RFCA)治療老年心房顫動患者的臨床效果。  方法 

於2010年1月~2015年6月在本院住院並隨訪接受導管射頻消融治療的30例老年房顫患者，男17

例，女13例，年齡60~81(67.78±4.09)歲。其中陣發性房顫27例，持續性房顫3例。在三維標測

系統指導下以環肺靜脈口消融術為核心聯合其他術式導管射頻消融治療，消融的主要終點為

肺靜脈完全電隔離。術後連續跟蹤隨訪12個月以上，觀察手術的成功率、復發率、併發症、

生活質量改善及臨床療效。  結果 30例患者術後即刻成功率為100%。術後年消融成功率為

63.3%。術後發生心包填塞1例，經心包穿刺置管術後緩解；術後穿刺部位血腫2例。  結論 三

維標測系統指導下導管射頻消融治療老年房顫是安全有效的。

【關鍵詞】老年人；心房顫動；導管射頻消融

Clinical analysis of 30 case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treated by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LIU Hong*, TAN Jian Qiao, LIU Shu Lei, YI Min Ci, WONG Ka Ma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RFCA) on Atrial Fibrill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30 cases Atrial Fibrilla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treated by RFCA.   Results  The immediate success rate of 
the 30 patients was 100%. The one-year success rate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was 63.3%. One case 
of postoperative pericardial tamponade occur,remission was achieved after pericardiocentesis. Two cases of 
puncture site hematoma occur.  Conclus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ree-dimensional Rhythmia Mapping 
System,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treatment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is safe and 
effective.

[Key Words]   Elderly; Atrial fibrillation; Radiofren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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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心臟超聲和動態心電圖，並隨訪臨床療效（心悸胸

悶等症狀）、併發症以及生活質量改善情況。3月後患

者是否繼續抗凝和抗心律失常藥物治療，視隨訪的心律

及CHA2DS2-VASc評分而定。設置術後3月內為空白期。

“復發”定義為術後3月出現持續時間>30S的房顫/心房

撲動（房撲）/房速。再次消融在術後3個月以後進行，

應用三維電解剖標測系統進行標測和導管射頻消融。射

頻消融終點：所有發作的房撲/房速終止，並不能再被

誘發。

結 果

1.射頻消融結果：全部患者達到肺靜脈電位消

失；完成逐步消融後，3例持續性房顫患者2例仍為房

顫，予體外同步電複律後恢復竇性心律，但其中1例為

76歲女性高血壓患者，電轉後出現竇緩、竇停，予緊急

按裝臨時起搏器，返回病房後反覆房撲發作，轉複竇律

時有長間歇，遂植入心臟永久起搏器。

2.手術併發症：術中1例出現反覆低血壓，考慮與

鎮靜藥物及消融過程中迷走神經反射有關，給予相應處

理後恢復正常。1例心包填塞，術中因血壓低查超聲見

少量心包積液，予補液後血壓好轉，術畢複查未見增

多，但術後2小時出現血壓再次下降，複查超聲見中量

心包積液，予經皮穿刺心包腔置管引流後治癒。穿刺部

位血腫2例。無死亡病例。

3.隨訪：所有患者術後自覺心悸症狀發作次數及

持續時間較術前明顯改善，生活品質明顯改善。30例

房顫患者中1年內11例(36.7%)復發，1例(3.3%)失訪，2

例(6.7%)植入心臟永久起搏器。復發的心律失常類型為

3例房顫(10%)、8例心房撲動(26.7%)，其中4例再次接

受射頻消融治療，術後2例無復發。總體單次射頻消融

術後成功率為63.3%，再次射頻消融術後成功率上升為

70%。1例術後1個月有陣發性房撲出現，並患急性腦梗

塞。另有1例患者有心房黏液瘤手術病史，術後1月出現

陣發性房撲，1年後患腦梗塞，2年後出現黑朦，HOLTER

見竇性停搏，按裝心臟永久起搏器。另有1例術後8個月

出現自發性硬膜下血腫，停用華法林。

討 論

房顫導致心房泵血功能喪失，血流動力學發生改

變，心排出量可減少10%~15%，快速房顫甚至可使心排

血量減少40%，老年患者左室舒張功能多數存在障礙，

選擇2010年1月~2015年6月在本院住院並接受導管

射頻消融治療的30例老年房顫患者共30例，男17例，

女13例，年齡60~81(67.78±4.09)歲。其中陣發性房顫

27例，持續性房顫3例。房顫發作時間0.1~5年；既往有

高血壓22例，糖尿病9例，結構性心臟病3例，冠心病5

例。左心房內徑(36.5±5.8)mm，LVEF(67.8±6.1)%。根

據中華醫學會心電生理和起搏分會房顫治療專家組的

《房顫：目前的認識和治療建議2006》及《老年人心

房顫動診治中國專家建議(2011)》，陣發性房顫定義

為：持續時間≤7d的房顫，一般<48h，多為自限性；持

續性房顫定義為：持續時間>7d的房顫，一般不能自行

複律，藥物複律的成功率較低，常需電複律。持續性房

顫患者術前口服華法林抗凝至少1個月。所有患者行血

尿常規、肝腎功能和甲狀腺功能、血電解質、心臟超

聲、動態心電圖檢查；術前5d停用華法林，改用低分子

肝素皮下注射，術前12h內暫停1次；術前72h內經食管

超聲排除左心房血栓；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

二、方法

1.消融策略：所有患者在三維電解剖標測系統

(CARTO或Ensite Navx)指導下，行環同側肺靜脈左心

房線性消融，預設溫度43°C，放電時生理鹽水泵輸入

速度17~25m l/h，預設輸出功率為前壁35~40W，後壁

25~30W，每點消融30~40S至局部心房電位元原振幅下降

80%以下或呈現雙電位，逐點連接成線。陣發性房顫患

者達到肺靜脈電位完全消失、且至少30min無復發，左

心房—肺靜脈傳導雙向阻滯，根據是否有自發的或誘

發的其他部位房性心律失常而選擇逐步附加消融。持續

性房顫患者在完成上述消融基礎上，分別於左房峽部、

頂部以及上腔靜脈與右房連接處和右房峽部複合消融。

消融終點：完成消融線路，對術中不能經消融終止房顫

或房性心動過速（房速）的患者進行同步直流電複律。

術中鎮痛：給予芬太尼0.3mg經生理鹽水稀釋至30ml後

靜脈恒速泵入(5~8ml/h)，必要時負荷量2~5ml。術中每

30~60min監測啟動的凝血酶原時間，調整肝素用量。維

持凝血酶原時間250~350S。

2.術後隨訪：術後持續心電監護至少48h；當天開

始口服華法林，重疊應用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3~5d，

應用至術後至少3個月，監測INR在2.0~3.0；後期病例

部份患者術後第二天停用低分子肝素注射，開始口服

NOAC(PRADAXA)並長期應用。口服抗心律失常藥物（普

羅帕酮、胺碘酮）至少3月。術後定期隨訪12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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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前提下，持續快速不規則的心室率會進一步加重

血流動力學惡化，並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心肌組織重構，

從而引發心動過速性心肌病。一旦有心肌組織重構發

生，房顫心律即使被糾正，轉成竇性心律，仍不能使心

臟收縮功能得到及時恢復。房顫的治療策略主要包括兩

個方面：恢復並維持竇性心律，控制心室率及預防栓

塞。目前的治療方法包括非藥物治療和藥物治療。近20

年來，國內外多中心研究證實，導管消融術對預防房顫

的復發效果肯定，與應用抗心律失常藥物預防和治療房

顫相比優勢明顯。2008年發表的一項前瞻性、隨機、多

中心研究（A4研究），比較陣發性房顫的導管射頻消融

治療和藥物治療，隨訪1年結果顯示，藥物治療組23%患

者房顫沒有復發，導管射頻消融治療組89%患者房顫沒

有復發，導管射頻消融組患者的症狀評分、運動能力、

生活品質均明顯高於藥物治療組。2011年發表的APAF研

究是目前為止隨訪時間最長的一項隨機、前瞻性研究，

比較了導管射頻消融治療和藥物複律治療陣發性房顫的

效果，平均隨訪4年後，導管射頻消融組有27.3%的患者

因心律失常復發而行二次導管射頻消融治療，而藥物治

療組僅有12.1%的患者在不接受導管射頻消融的情況下

仍然維持竇性心律，導管射頻消融明顯改善患者生活品

質，除了新發的左心房房性心動過速外，導管射頻消融

組沒有嚴重的併發症發生[5]。

2008年，Zado等[6]對65~75歲組(n＝185), >75歲組

(n＝32)老年房顫患者導管消融治療結果分析發現，導

管消融術後經過27個月的隨訪，房顫的控制率在兩組分

別為84%和86%(P >0.05)。主要併發症兩組分別為1.7%和

2.9%(P >0.05)。導管消融的主要併發症包括肺靜脈狹

窄、心包壓塞和心房-食管瘺等，Zado等的研究報導還

表明，與年輕患者相比，老年房顫患者接受導管消融治

療的併發症沒有增高。2010年，BuIlch等對高齡老年心

房顫動患者行導管射頻消融治療的療效進行研究，結果

發現老年房顫患者仍能經導管射頻消融治療取得恢復竇

性心律的療效，同時並未增加手術併發症的風險。本

研究中總體單次射頻消融術後成功率為63.3%，再次射

頻消融術後成功率上升為70%。僅1例心包填塞嚴重併發

症，取得較好療效。但是本研究中，11例復發患者只有

4例接受再次消融，其中2例成功，提示再次導管射頻消

融成功率高，遺憾的是大部份患者不願重複手術，可能

與老年患者耐受性較差有關，初次消融的不適反應，可

能影響患者再次接受消融的決心。因此，關注老年房顫

患者的治療成功率，尚有待於在消融過程中，改進鎮靜

麻醉方式，提高手術的安全性，消除患者對導管射頻消

融術的恐懼。

本研究中因入選病患群的特殊性，僅有3位持續

性房顫患者，且2例術後復發，雖樣本量太少，僅供參

考，但也提示老年陣發性房顫導管射頻消融成功率高，

但持續性房顫成功率較低，復發的患者多數不願意再次

接受消融，應該對老年房顫患者的消融治療安全性更加

關注。儘管導管射頻消融治療老年心房顫動遠期療效有

待觀察，長期隨訪中房顫復發的原因也還不能明確，但

隨着心房顫動發病機制的研究深入、新標測技術的支

撐、新導管射頻消融技術的發展及更多臨床研究的開

展，老年心房顫動的導管射頻消融治療定會有更廣闊的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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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是外科急腹症中的常見病，

可發生在任何年齡。臨床上的常規治療方法是修補穿孔

並清洗腹腔。傳統的修補術是剖腹探查，修補穿孔，沖

洗腹腔，其簡便易行，手術時間短而且危險性小，但是

其手術創傷較大，患者恢復時間較長。而腹腔鏡下行胃

十二指腸潰瘍穿孔修補則具有創傷小，恢復快等優點。

選取本院外科2004年3月~2008年8月收治的胃十二指腸潰

瘍穿孔患者資料作回顧性分析，比較腹腔鏡的修補術和

傳統開腹手術的臨床效果，現將結果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院普外科在2004年3月~2009年3月共收治胃十二

指腸潰瘍伴穿孔患者91例，其中男78例，女13例，年齡

為22歲~79歲，平均50.5歲，從發病時間到手術時間為

3小時~3天。所有患者均為突發性腹部劇烈疼痛，持續

性燒灼樣疼痛和刀割樣疼痛而收治入院，部份患者有

噁心、嘔吐等症狀，均有不同程度的腹膜炎體征，X線

及CT檢查可見膈下游離氣體。胃潰瘍穿孔8例，十二指

腸潰瘍穿孔83例；腹腔積液為50~1200ml；穿孔直徑在

【摘要】  目的 探討胃和十二腸潰瘍穿孔患者腹腔鏡手術的臨床療效。  方法 回顧

性分析91例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行手術治療之住院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54例行腹腔鏡胃

十二指腸潰瘍穿孔修補術（腹腔鏡組），37例行開腹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修補術（開腹

組），比較兩組患者在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後胃腸功能恢復時間（肛門排氣時間/腸

鳴音恢復時間）及併發症發生率等情况。  結果 與開腹組比較，腹腔鏡組手術時間較長

(P<0.05)，但術中出血量較少，胃腸功能恢復較快(P<0.05)，兩組的併發症發生率無顯著差

異(P>0.05)。  結論 腹腔鏡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修補術安全可靠，與傳統開腹手術比較創

傷小，恢復快。

【關鍵詞】 腹腔鏡；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手術治療

The clinical studies on laparoscopic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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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in clinical effect .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clinical data, which is 91 cases of 
patients with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admitt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There were 54 cases 
in the laparoscopic group which were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repair surgery, and there were 37 cases in 
the open group which were treated with open repair surgery. The operative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ostoperative time of the recovery of intestinal peristalsis and complic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perative time is longer in laparoscopic group, but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ostoperative time of the 
recovery of intestinal peristalsis are lower (P<0.05) and complication is the same (P>0.05).   Conclusion  
The laparoscopic repair of gastroduodenal ulcer perforation possesses is a kind of safe and effective surgery 
method. Compared with the open repair surgery, the laparoscopic repair surgery has the advantages of 
minimal  incision and short length of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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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cm 。兩組患者在治療前其年齡、性別、發病時

間和穿孔直徑等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

二、手術方式

腹腔鏡組：全麻下氣管插管，術前胃管置入。

首先建立氣腹，分別於臍部及左、右鎖骨中線肋緣下

3~4cm處置入10mm及5mm Trocar。臍部10mm Trocar置入

腹腔鏡。找到穿孔部位，吸淨穿孔周圍滲液，觀察穿

孔位置及周圍情况，疑有惡變時取活體組織檢查，判

斷穿孔性質。鏡下用2-0可吸收線沿穿孔縱軸縫合，共3

針，用大網膜或肝圓韌帶覆蓋穿孔並縫合一針固定，沖

洗腹腔，腹腔內放置引流管並於術後1~2天拔除。開腹

組：選擇上腹正中部位切口，長約12cm，探查腹腔，修

補穿孔，沖洗腹腔後常規放置腹腔引流管。兩組患者術

後均服用抗幽門螺旋桿菌和抗潰瘍藥物治療，術後2個

月複診檢查胃鏡，觀察潰瘍癒合情况。

三、觀察指標

觀察並記錄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後引

流情况、胃腸功能恢復時間（肛門排氣時間/腸鳴音恢

復時間）及術後併發症情况。術中出血量腹腔鏡組為術

中吸引器吸出量，開腹組為術中吸引器吸出量和紗布滲

血量之和。

四、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 19.0統計學套裝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計量資料採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χ̄±s)表

示，採用卡方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兩組在平均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胃腸功能恢

復時間(肛門排氣時間/腸鳴音恢復時間)等方面差異有

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在併發症發生率差異無統計

學意義，P>0.05（見表1）。

治療消化性潰瘍藥物的高效性，採用單純修補縫合穿孔，術

後予以正規藥物治療，潰瘍均能癒合，因此消化性潰瘍穿孔

的手術治療原則上只需治療併發症而不做胃大部份切除。潰

瘍穿孔修補術在胃十二指腸穿孔治療中應用符合損傷控制理

念的要求，是目前治療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的合理選擇[1]。

近年來，隨着微創技術的發展，腹腔鏡穿孔修補的使用

已逐漸顯示優勢[2]。腹腔鏡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修補術主要

有3種手術方法，包括單純修補、黏膠黏合和補片修補[3]。臨

床最常見的修補方法是單純修補，具有手術簡單、效果明顯

的優點。本研究採用可吸收線縫合修補+網膜固定，是目前最

常用的手術方法。腹腔鏡穿孔修補術與傳統開腹手術比較，

在手術適應症、術前準備和術後處理方面基本相同。腹腔鏡

穿孔修補同時還具有以下優點：①協助診斷，避免盲目剖腹

探查術。腹腔鏡下對急腹症患者進行診斷性檢查，可以準確

地找到病變部位，避免開腹探查。如果內視鏡下發現不適合

腹腔鏡手術治療，也有助於選擇正確的手術切口，可以避免

盲目更換或延長腹部切口的情况[4]。因此，對於臨床症狀不

典型，術前不能確診的患者，腹腔鏡探查既能明確診斷，又

能同時行手術修補，這是腹腔鏡手術的優勢。

目前國內外對腹腔鏡下消化道潰瘍穿孔的療效評價不

盡相同。Katkhouda等[5]認為，消化道潰瘍穿孔患者進行腹

腔鏡手術與傳統開腹手術綜合對比併不具有顯著的優越性，

但腹腔鏡修補術較開放術具有創傷小，痛苦輕，恢復快，腹

壁瘢痕小，併發症少和住院時間短等優點。本研究結果顯

示，腹腔鏡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及術後腸蠕動恢復時間等方

面要明顯優於開腹手術，而手術時間則相反，考慮其原因主

要為：腹腔鏡穿孔修補創傷小，傷口創面小，減少傷口創面

滲血所致，另因腹腔鏡之放大鏡功能，令操作更精細，使操

作者更注意微小血管之止血，當然這也是造成手術時間較開

腹組長之因素之一；因腹腔鏡能明確診斷，對不典型潰瘍穿

孔，既是診斷工具，又是治療手段，避免了盲目切口。同時

能從各個方面減少對腹腔臟器的刺激，使手術對胃腸道功能

抑制較少，以利於患者術後胃腸道功能比恢復。對於手術時

間長，除了與我們初期開展腹腔鏡，操作技術不熟練有關

外，還有下列因素：對於那些腹腔有廣泛污染之患者需花較

多時間，細心多次反覆沖洗腹盆腔，併需多次調整手術床

之角度，吸淨沖洗液，避免術後膈下，盆腔及腸間積膿。對

於併發症之發生率本研究顯示腹腔鏡組與開腹組無統計學意

義。但其類型有所不同，開腹組最常見仍是傷口感染。

文獻報導腹腔鏡下各種修補術的中轉開腹率約15%，主

要原因與穿孔潰瘍大小，性質及位置有關[6]。特別是胃潰瘍

患者，若術中發現穿孔周圍組織灰白僵硬，懷疑惡性病變

時，應取穿孔處組織送病理檢查，必要時應及時中轉開腹，

表1.腹腔鏡組與開腹組臨床觀察指標比較

組別 n
手術時間
(min)

手術出血量
(ml)

胃腸功恢復時間
(d)

併發症
(%)

腹腔鏡組 54 90.72±9.75 5.93±2.53* 2.47±0.5* 3.7

開腹組 37 63.05±10.29* 15.49±5.8 3.29±0.6 13�5

（下轉49頁）

討 論

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是上消化道潰瘍常見併發症。既往

對胃十二指腸潰瘍穿孔的治療多主張行胃大部切除術，以達

到根治潰瘍的目的。目前，因無症狀性潰瘍穿孔較多，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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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評價膝關節退變性骨關節炎行保留髕骨型全膝關節置換的臨床效果。  

方法 回顧分析2011年1月~2015年1月採用保留髕骨型全膝關節置換治療26例（26膝）膝關節

退變性骨關節炎患者，髕骨功能採用Feller評分標準，膝關節功能採用美國膝關節學會評分

標準評價。  結果 所有患者切口達Ⅰ期癒合。末次隨訪時，3例患者有膝前疼痛，其中輕度

疼痛2例，中度1例，無重度疼痛。患者平均美國膝關節學會髕骨評分均明顯提高。  結論 

關節退變性骨性關節炎行保留髕骨型全膝關節置換可取得滿意的臨床療效。

【關鍵詞】髕骨；膝關節；骨性關節炎；全膝關節置換術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out patellar resurfacing for degenerative osteoarthritis 

LIU Tong Fang*, CHAN Chi Kit, LIU Li, FU Dan, CHANG Wan Fong, ZHANG Yu, LI Wei Ping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eate the clinical outcome in terms of anterior knee pain,  function  

status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out patellar resurfacing for degenerativ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of 26 patients (26knees) with degenerative osteoarthritis undergoing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out patellar resurfacing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5 were, Visual Analogue 
Scale for anterior knee pain, and the Knee Society clinical scoring system was used for assesment of clinical 
function.   Results  The incision wound of all patients reached stage-I healing. At the final follow-up, there 
were three patients with anterior knee pain, including two cases of mild pain and one case of moderate 
pain, no severe pain. The mean Knee Society clinical scoring system scores and patellar score were obviously 
elevated.  Conclusion  These data suggested tha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out patellar resurfacing for 
degenerative osteoarthritis can obtain satisfactory clinical outcome.

[Key Words]  Patella; Knee joint; Osteoarthritis;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保留髕骨型全膝關節置換治療退行性膝關節炎

劉通方* 陳子杰 劉力 符丹 曾媛芳 張宇 李衛平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liutongf518@sohu.com

在骨性關節炎的人工膝關節置換術中，是否置換髕

骨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本文對2011年1月~2015年1月

在本院行全膝關節置換術的26例骨性關節炎患者進行回

顧性研究，分析其置換後膝前痛發生率及臨床功能等。

資料和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26例（26膝）均為初次行全膝關節置換術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患者。診斷採用美國風

濕病學會確定的骨性關節炎診斷標準[1]。其中男10例，

女16例；左膝16例，右膝10例；年齡54歲~72歲，平均年

齡65.3歲。髕骨軟骨退變等級採用 Outerbridge 分級標

準[2]，其中Ⅰ級1例；Ⅱ級5例；Ⅲ級11例；Ⅳ級9例。

二、手術方法

在止血帶下，採用正中皮膚切口和髕旁內側入路顯

露關節，切除髕下脂肪墊組織，切除前交叉韌帶和半月

板；在截骨模板下，完成股骨遠端和脛骨近端截骨，截骨

後評估軟組織情况，測試膝關節屈伸間隙，鬆解攣縮的軟

組織及關節囊，並充分平衡側方軟組織，確定屈伸間隙平

衡，沖洗截骨面和手術創面，安裝骨水泥型膝關節假體；

處理髕骨包括切除髕骨周圍骨贅及髕骨外側滑膜組織、髕

骨周圍電灼；沖洗縫合包紮切口，放置引流管。

三、圍手術期處理

術中應用抗生素1次，術後應用3天預防感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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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肝素鈉皮下注射預防靜脈血栓。置換後立即使用冰

敷和連續被動活動的關節功能鍛煉器鍛煉。鼓勵患者

盡早主動活動患肢，3天後患者在助行器輔助下下地活

動。出院前患者膝關節屈曲90o，伸直延滯<5o。

四、評價方法

1.臨床評價  對患者進詢問和膝關節功能檢查，

詳細詢問患者是否出現疼痛。如有疼痛，標出疼痛位

置，特別注意是否出現髕前疼痛。髕骨採用Feller等[3]

的評分標準，膝關節評價採用美國膝關節功能評定量表

評分系統評價[4]。

2.影像學評價  拍攝膝關節正、側位片，測量股

骨及脛骨假體位置。置換後放射學評估按膝關節協會制

定的X射綫評定標準評定[5]。

結 果

一、臨床結果  所有患者均獲得隨訪，隨訪時間

6~42月，平均28月。術後平均膝關節活動度為1020。術

後髕骨功能評分7O±2。所有患者均未出現置換術中併發

症，切口均達Ⅰ期癒合。末次隨訪時，共有3例患者出

現持續膝前痛。其中，輕度疼痛2例，中度1例，無重度

疼痛；患者平均美國膝關節學會評分由置換前82.6±9.3

分提高到置換後169.8±13.2分。患者平均髕骨評分由置

換前10.5±3.3分提高到置換後27.8±4.5分。

二、影像學結果  術後X射綫片顯示假體力學正

常；股骨假體平均處於外翻6.5o。脛骨托植入位於平均

89o(86o~93o)，後傾平均6o。髕骨均獲得良好軌迹。末次X

射綫隨訪未見骨溶解、假體-骨界面的X射綫透亮帶、以及

假體鬆動等X射綫征，也無髕骨壞死和骨折等X射綫征。

討 論

目前有3種TKA髕骨處理的選擇方式：全部置換髕骨，

全部不置換髕骨以及選擇性髕骨置換[6]。最初的假體系

統，並沒有設計置換髕骨假體。然而文獻報導[7]未置換髕

骨的患者有較高的膝前痛(10%~49%)以及由此引起的再手

術率(8.7%)。以及置換後較多的患者出現膝前痛，是由於

髕骨未置換引起。因此以後的膝關節置換假體系統設計了

髕骨置換假體。對於置換後發生膝前痛，醫生和患者都

更願意選擇置換髕骨以期緩解疼痛。後發現[8]：有較多與

髕骨置換相關的併發症，如髕骨骨折(0.2%~21%)，髕骨壞

死(0.05%~2%)，髕韌帶損傷(1%~2%)，髕骨不穩(1%~25%)和

髕骨假體鬆動(4.8%)等。認為這些併發症是引起TKA後翻

修最主要的原因，約佔翻修病例的50%；另外行髕骨假體

翻修的併發症也高達45%，表明髕骨置換療效並不十分理

想。也有研究認為應該根據髕骨軟骨退變等級决定是否置

換髕骨，並認為Ⅳ級的患者應該行髕骨置換[9]。但也有文

獻報導[10]，髕骨軟骨退變等級並不影響膝前痛發生率、美

國膝關節學會評分及髕骨評分。髕骨軟骨退變等級並不是

决定髕骨置換與否的因素。

作者採用保留髕骨型TKA，臨床療效滿意。其可能

原因為：1.患者均行髕骨周圍電灼，因為電灼可以損毀

髕骨周圍神經，降低置換後膝前痛的發生。2.常規鬆解

髕骨外側支持帶，髕骨軌迹不良是置換後膝前痛的主要

原因，鬆解外側支持帶可以最大限度的改善髕骨軌迹，

降低膝前痛發生率[11]。3.良好的手術技巧也是降低置

換後併發症的重要因素。可見，膝前痛和再手術率不

能都歸因於髕骨未置換，引起常為多因素的，如患者

個體特徵、假體設計及手術技巧均可導致膝前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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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回顧分析本院5年來前臂骨幹骨折手術治療。  方法 回顧分析2010

年~2015年31例前臂骨幹骨折患者的手術治療、手術併發症及術後恢復情况。  結果 31例均

獲術後随診，最長32月，最短6月，平均11.5月，13例已拆除內固定，平均拆除內固定時間

約12月。其中優22例，良5例，可1例，差3例，優良率為87.0%。  結論 對前臂骨幹骨折採

用切開復位內固定治療能取得優良效果。

【關鍵詞】前臂骨幹骨折；內固定

Observation of therapeutic efficacy with forearm  shaft fracture 

LIU Li, CHAN Chi Kit*, LI Wei Ping, FU Dan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se the result of surgical treatment for forearm shaft fracture 

for 5 years(2010-2015).  Methods   31 cases of forearm shaft fracture surgery patients  from 2010 to 2015 were 
reviewed for their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Results  Thirty one cases were followed 
up after surgery, the longest for 32 months, and the shortest minimum 6 months, with an average 11.5 months, 
13 cases had  fixation removed. The average removal time for the fixation was 12 months. The outcome was 
excellent in 22 cases, good in 5 cases, fine in 1 case and poor in 3 cases, superior rate is 87.0%.  Conclusion  
For forearm shaft fractures ,treatment with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can achieve good results.

[Key Words]  Forearm shaft; Internal fixation 

前臂骨幹骨折手術31例治療回顧性分析

劉力 陳子傑* 李衛平 符丹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chanchikit1962@yahoo.com.hk

前臂骨幹骨折是一種常見骨折，约佔骨折總數的

11.2%左右[1]。以往多行保守治療或简單的髓內固定，

由於前臂解剖功能複雜，治療標準高於其它四肢骨，严

重損傷或處理不當，結果容易出現骨折癒合不良及旋转

功能障礙。本院自2010年1月~2015年5月採用切開復位

內固定治療前臂骨幹骨折31例，取得了滿意效果。本文

回顧性分析其治療效果、影響療效之因素，並探討治療

方法及預防措施，現報導如下。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1.一般資料  本組共31例前臂骨幹骨折，剔除合併

脫位的病例，男26例，女5例；年齡在6岁~52岁，平均29

岁，2例為陳舊性骨折，餘為新鲜骨折。開放性2例，閉合

性29例。尺桡骨双骨折8例，單純桡骨18例，單純尺骨5例。

2.骨折分类(AO)  A1型8例，A2型12例，A3型3例，

B1型1例，B2型2例，B3型4例，C3型1例。

二、治療方法

本組31例均採用手術切開復位內固定術，對於尺

桡骨中上段骨折我们通常採用前臂桡背側入路，顯露桡

骨骨折端，行骨折復位後鋼板內固定，再取尺骨幹外側

纵切口入路，顯露尺骨骨折端，並将骨折端復位鋼板內

固定。對於尺桡骨下段骨折患者，本組通常採用掌側切

口固定桡骨，尺骨幹外側切口入路固定尺骨。對於尺

桡骨中上段骨折，常採用直形普通加壓鋼板1/3管型鋼

板，有限接觸型動力加壓鋼板，鎖定鋼板。對於尺桡骨

下段骨折，尺骨常選用直形加壓钛板1/3管型鋼板。陳

舊性骨折選用鎖定鋼板，對骨質缺損病例行植骨充填缺

損。對本組31例，術中多行X綫透视，明確骨折復位良

好及內固定位置良好後才缝合切口。術後部份病例行石

膏托外固定於腕、掌，指伸直位及前臂旋後位，回病房

後適當抬高患肢，術後2天內冰敷前臂患部。術後第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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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進行手指輕微伸展活動，術後3天腫脹消退後指導手

指伸曲，展收功能活動。術後1月後拆石膏後開始指導

前臂旋转，腕掌指関節功能活動。術後門診定期複診直

至骨折完全癒合。

三、療效標準

根據Anderson[2]評分標準，優：骨折癒合，肘或

腕関節伸或屈功能喪失<10%，前臂旋转功能喪失<25%；

良：骨折癒合，肘或腕関節伸或屈功能喪失<20%，前

臂旋转功能喪失<50%；可：肘或腕関節伸或屈功能喪

失>30%，前臂旋转功能喪失>50%；差：骨折不癒合或畸

形癒合或伴有沒解决的骨髓炎。

結 果

31例均獲術後随診，最長32月，最短6月（其中1例

術後1月失訪），平均隨訪時間11.5月。其中13例已拆除

內固定，平均拆除內固定時間約12月。1例尺神經損傷和

1例正中神經損傷為外傷引起，2例鋼板斷裂再次手術，

1例克氏針失效致骨折畸形癒合，1例術後20月拆內固定

後骨折再發。其餘骨折全部骨性癒合，無切口感染，神

經、血管、肌腱損傷併發症。根據上述療效標準分级，

其中優22例，良5例，可1例，差3例，優良率為87.0%。

討 論

前臂骨幹骨折的創傷併發症多，而且严重，如前

臂骨筋膜室综合征，血管、神經損傷等。本組除2例神

經損傷是術前體查時發現，其餘病例無創傷併發症出

現。2例神經損傷均在術中作了相應的神經探查，均證

實為神經挫傷，經隨診後期神經損傷功能大部份恢復。

前臂骨幹骨折的治療目的是獲得骨折的癒合與功

能恢復，尤其是旋转功能的恢復，因此應像對待関節內

骨折一样對待，需完全解剖復位，不同其他部位長骨骨

折，仅恢復力綫就可以[3]。手術治療前臂骨幹骨折，特

別是粉碎性骨折已得到多數學者共识，但是作者認為骨

折端內固定堅強程度也不容忽视，常常影響骨折癒合，

随着眾多學者的研究不斷深入及內固定材料不斷改進，

在臨床實践中逐渐認识到治療前臂骨折，钢板內固定是

最佳選擇，而髓內固定或外固定是不合適的，且內固定

物癒堅固，迟缓癒合和不癒合率愈越低[4]。

普通钢板可達到堅強內固定，但術中剥离大，應力

遮挡大，常易引起骨折不癒合或癒合時間延長。有限接

觸動力加壓接骨板，較普通钢板已明顯改進，對骨皮質

血运影響小，固定均匀，組織相容好，微创操作，便於

早期功能锻炼，效果也滿意[5]。但對粉碎性骨折病例，

可以引起螺钉鬆脫，鋼板鬆動，骨折再移位，起不到堅

強內固定效果。鎖定加壓鋼板，作為一個內支架，可以

避免螺钉鬆脫，鋼板鬆動，骨折再移位，且術中可以不

剥离骨膜或尽可能少剥离骨膜，術中干擾骨折端血运

少，有利骨折生長。本組2例鋼板斷裂病例骨折均為粉

碎性，手術採用了普通鋼板而且患者早期進行部份體力

勞動而導致手術失敗，二次手術選用鎖定鋼板及斷端植

骨後獲得良好預後。可見骨折端堅強內固定材料最佳選

擇為有限接觸動力加壓鋼板板或鎖定鋼板。

前臂主動旋转、功能恢復是决定治療的成败，目

前有學者皆主张術後不行外固定，有利於功能锻炼。但

大多數學者建議在前臂骨幹骨折的治療中，固定一定要

堅強和持久的理論[6]。堅強可靠的內固定可以提供前臂

較早的功能锻炼，恢復前臂的旋转功能，提高前臂功能

恢復滿意率。作者經過臨床觀察，並非所有病例術後都

使用輔助石膏固定，應按個案具體情况决定是否可以進

行早期功能锻炼，否則要辅助石膏外固定限制前臂的屈

伸和旋转运動，為骨折癒合提供稳定的固定環境。

前臂骨折不癒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骨

折後局部的血液循環破坏、感染、不適當的固定所造成

的不利的力學環境和忽略了植骨的重要性[7]。本組1例

前臂單骨折術後20月拆內固定後骨折再發，回顧病史主

要失败原因是：1.接骨板沒有進行適當預折弯以合適前

臂骨的生理弧度，安放位置不佳和長度不够，使應力集

中。2.使用普通鋼板，沒有使用加壓孔作骨折端軸向加

壓。3.沒有結合適當的外固定，且活動過早。上述原因

共同作用使骨折局部力學環境變差，骨折端存在微動，

斷端骨吸收，不良骨痂形成，以及纖维組織先於骨組織

長入骨折端而影響骨癒合。雖術後20月複查X光照片見骨

折線模糊，但拆除內固定後出現骨折再發。所以在臨床

治療上對手術後骨折不癒合的因素需要綜合考慮，如斷

端周圍的血運保護、使用鋼板的類型、鋼板的骨生理預

彎、骨折端應力集中、骨折端的軸向加壓、是否早期植

骨及術後外固定的使用，使手術療效進一步提高。

雍宜民. 前臂骨折. 見: 王亦璁. 创傷早期處理. 第1 版, 北京:人民

衛生出版社, 1994:209 ~211.

Anderson LD, Sisk TD, Tooms RE, et al. Compression-plate fixation in

acute diaphyseal fractures of the radius and ulna. J Bone Join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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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兒童上臂和前臂骨折規律和特徵。  方法 回顧分析本院診治

的14週歲內的兒童上臂和前臂骨折401人的首次就診時間、致傷原因、骨折部位、骨折類型、

治療方法、年齡與骨折部位關係、骨折伴神經損傷，並進行卡方檢驗。  結果 經統計，受傷

後6小時內就診人數最多（佔63.59%），跌倒造成受傷者最多（佔65.84%），骨折部位及併發症

以橈骨（含3例骺板骨折）居多（佔36.65%），骨折類型以橫斷型為主（佔71.84%），固定方法

以支具固定（不需要復位）最為常用（佔61.03%），年齡與骨折部位呈相關性（經卡方檢驗，

χ2=58.330, P＜0.001）。  結論 兒童心理未成熟，好奇多動，而澳門家居、校舍、運動場地和

道路擁擠，兒童容易受傷。家長和老師應該注意預防兒童肢體意外傷害。

【關鍵詞】澳門；上肢骨折；創傷和損傷；兒童 

Clinical analysis of 412 cases for children fracture of upper limb in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CAI Quan Hui,  KUONG Man Teng,  SHEN Jian,  LIU Qing Sheng*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pper arm and forearm fractures of children 

in Macau.  Methods   A total of 401 children aged 14 years or less with diagnosis of upper arm and forearm 
fracture were analyzed, feature studied included the first time consulting the doctor, cause of injury, fracture 
types, treatment methods,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fracture, and fracture complicated with nerve injury.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Results  Most patients (63.59%) went to see doctor within first 6 hours after 
the injury. 65.84% of the fracture were caused by fall. The radius bone was the commonest fracture site 
with 3 cases of epiphyseal board fracture)(36.65%). Cross fracture was the main fracture type(accounted 
for 71.84%). Treatment with brace to fixed or support body(61.03%) was the commonest treatment 
method. There was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fracture parts (by card party test, χ2=58.330, P<0.001).  
Conclusi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immaturity, curiosity, staying at home, school, playground and road 
congestion were factors that predisposed children to injury.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evention accidental injuries in children.

[Key Words]  Macau; Upper limb fractures; Trauma and injury; Child

澳門鏡湖醫院412例兒童上肢骨折臨床分析

蔡全輝 鄺文婷 申堅 劉慶生*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中醫科

*通訊作者  E-mail:Lqs1001@sohu.com

兒童的上肢骨折是日常門急診常見創傷病例。兒童

的骨折不同於成人的骨折，必須盡早選擇恰當的方法治

療，減少肢體殘疾的發生。筆者對2010年1月~2014年12月

在本院門急診和住院部診治的14週歲內、經X-RAY拍片明

確診斷的上臂和前臂骨折共401人、共412個部位進行分

析，從中找出規律性，為日常預防和治療提供科學依據。

資料和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病例中，男性269人，女性132人，男女比例為

2.04：1。年齡3個月~14歲。住院160人(39.90%)，門診241

人(60.10%)。

二、方法

按照首次就診時間、致傷原因、骨折部位、骨折

類型、治療方法、年齡與骨折部位關係、骨折伴神經損

傷分類統計。統計方法採用卡方檢驗和Bonferroni法校

正檢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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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討 論

兒童骨骼中骨外膜厚而強，生長活躍，血運良

好，骨折後斷端塑形能力強，骨質癒合快，但容易造成

骨過度生長、進行性畸形、骨橋形成、骨感染和軟骨溶

解等遠期併發症[1]，對兒童生活質量影響極大。因此，

對兒童受傷，及早就診，明確診斷、及時治療。本組病

例中受傷後24小時內首次就診者達到95.76%，提示家長

日常與孩子的溝通聯繫比較密切，及時了解孩子身體不

適變化，盡快就診。

本組病例中，男性269人，女性132人，男女比例

為2.04:1，與有的報導相接近[2,3]。外傷原因構成比

中，跌倒、高處墜落、交通意外、運動推撞是本組病例

致傷骨折的主要病因，與文獻報導的跌倒、墜落致傷

主要原因相近似[4,5]。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及普

查局資料顯示，2015年第4季度澳門居民人口密度達到

2.1276萬人/千米2，居於世界前列；2015年12月機動車

佔有量是8201.9輛/千米2，人均擁有機動車0.385輛，

也居於世界前列；人均居住面積24米2/人[6]。澳門人口

表1看出：受傷後首次就診時間中，以6小時內就

診的人數最多，6小時後24小時內次之，24小時後就診

者最少。

表1.受傷後首次就診時間

例數 百分比%

6≤小時 255 63�59

6＜X≤24小時 129 32.17

>24小時 17 4�24

合計 401 100�00

表2看出：外傷原因構成中，以跌倒者最多，高處

墜落者次之，交通意外和推撞則相對減少。

表3看出：骨折部位中橈骨（36.5%）和肱骨髁部

（30.58%）骨折所佔比例較其他部位高。

表4看出：橫斷型骨折以71.84%居首，青枝型骨折

以25.97%排列第2。

表5看出：不需要復位，僅給予支具固定治療的骨折

者佔本組病例總治療人數(390例)的61.03%，比給予手法

恢位或手術切開恢位後給予內外固定之和38.97%還多。

經卡方檢驗，χ2=58.330，P＜0.001，差異有顯著

統計學差異。克氏關聯係數V=0.404，認為年齡段與骨

折部位有中等強度關聯。

表2.外傷原因構成

例數 百分比%

跌倒 264 65�84

高處墜落 72 17.96

交通意外 32 7.98

運動推撞 30 7.48

其他 3 0.75

合計 401 100�00

表3.骨折部位、併發症

例數 百分比%

橈骨骨折（含3例骺板骨折） 151 36�65

肱骨髁部骨折（含4例骺板骨折） 126 30�58

尺橈雙骨骨折（含3例骺板骨折） 81 19�66

尺骨骨折 27 6�5

肱骨外科頸骨折 14 3�4

肱骨幹骨折 12 2�91

尺骨骨折並尺神經損傷 1 0�24

合計 412 100�00

表4.骨折類型

例數 百分比%

橫斷型骨折 296 71.84

青枝型骨折 107 25.97

螺旋型骨折 5 1�21

撕脫型骨折 4 0.97

合計 412 100�00

表5.固定治療方法

例數 百分比%

支具固定（不需要復位） 238 61�03

手法復位、石膏托外固定 83 21�28

手法復位、小夾板外固定 27 6�92

手法復位、克氏針內固定 23 5�90

不接受本院治療 22 5�34

切開復位、克氏針內固定 14 3�59

切開復位、鋼板內固定 5 1�28

合計 412 100�00

表6.年齡（週歲）與骨折部位關係

幼兒（6週歲以下） 兒童（6週歲以上） 合計

肱骨髁部骨折 79 47 126

橈骨骨折 28 123 151

尺橈雙骨折 40 41 81

合計 147 211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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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大，家居、校舍、運動場地狹小，道路擁擠是既成

事實。警示監護人、保姆、師長日常注意在這些方面教

育、保護兒童，預防兒童發生肢體創傷意外。

本組病例中，橫型骨折296例(71.84%)，青枝型

骨折107例(25.97%)。這是兒童骨骼較成人骨骼柔韌度

大、更能耐受變形的外力作用所導致的骨折特徵[1]。

兒童肢體創傷性骨折復位的重要原則是糾正成角

畸形和旋轉畸形，並給予恰當的固定，使其盡早恢復肢

體功能。本組病例中，238例(61.03%)不需要復位術，

僅給予支具固定；110例(28.21%)手法復位術後，再給

予夾板或石膏外固定；23例(5.90%)先行手法復位術

後，再行克氏針內固定術；19例(4.87%)行手術切開復

位後，再給予克氏針或鋼板內固定術。22例(5.34%)不

接受本院治療而自己轉往私家醫生診所治療，這與澳門

私家醫生執業歷史長、普及程度高有關係。

本組病例中，橈骨骨折151例(36.5%)、肱骨髁部

骨折126例(30.58%)和尺橈雙骨折81例(19.66%)，有文

獻報導兒童創傷骨折中，肱骨髁上骨折最常見[3]。肱骨

髁上骨折處理不當，容易引起浮克曼(Volkmann)缺血性

痙攣。肱骨髁部骨折容易致骺板損傷，併發肘外翻或肘

內翻。肘外翻容易導致遲發性尺神經麻痹，肘內翻畸形

影響肘部美觀。橈骨遠端骨折也經常伴有骺板的損傷，

引發橈骨過度生長。兒童的上肢骨折伴隨着神經損傷者

也常見[3,7-10]。本組1例尺骨骨折伴尺神經損傷，給予尺

骨骨折端復位後石膏外因定和結合活血化瘀、營養神經

藥物內服和物理治療後康復。

兒童的心理特點是對事物富於熱情，情緒直接，

好奇心強，但辨別力差，多動，不知道危險，不聽勸

潘少川, 主譯 .RANG小兒骨折. 第3版.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6:1-19.

朱向輝, 李衛平, 陳子傑, 等. 澳門地區兒童青少年骨關節創傷分析. 

中國學校衛生雜誌,  2004; 10(25):530-531.

許世剛, 馬文校, 王超, 等. 北京地區小兒骨折流行病學分析. 中國骨

與關節損傷雜誌, 2012; 27(11):1027-1028.

王正祥, 洪建斌, 楊子斌, 等. 兒童骨折的流行病學調查對健康教育的

啟示. 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誌, 2011; 20(11):44-45.

劉紅梅, 陳翠玲, 李英, 等. 兒童上肢骨折的流行病學調查分析. 護理

研究雜誌, 2016; 30(2):735-736.

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及普查局網站: http://www.dsec.gov.mo.

孫曉旭. 兒童孟氏骨折並橈神經損傷治療方式的選擇. 中國骨與關節

損傷雜誌, 2016; 31(1):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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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療效觀察. 中國實用神經疾病雜誌, 2015; 18(8):104-105.

李海明. 手法復位治療小兒孟氏骨折合併骨間前神經損傷. 中國骨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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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因而容易導致肢體意外傷害；幼兒相比較於兒童情

感強烈、易變，自覺性、自制力差，更加多動，肢體更

加容易受到意外傷害[11]。本研究根據幼兒和兒童的不

同心理特點，把0歲~6歲學齡前分為幼兒組，7歲~14歲

分為兒童組，兩組進行關聯性檢驗。通過表6的統計分

析看出，不同年齡段的骨折部位不相同，不同年齡段與

不同骨折部位呈中等強度關聯。有報導，兒童尺橈骨骨

折的發病率最高[4]，佔所有骨折的28.37%。

本研究屬於回顧性分析，骨骺損傷的骨折部份病

例缺少遠期療效觀察，而這部份病例更加容易出現遠期

併發症。今後加強這類病例的遠期隨訪並進行統計分

析，有助於指導臨床治療。

（上接42頁）
以免漏診胃癌[7]。

總之在合理把握腹腔鏡手術指征下，對於胃十二指腸潰

瘍急性穿孔患者，腹腔鏡下修補術具有明確診斷，可以避免

盲目開腹探查，手術創傷小，術後恢復快，住院時間短等的

優點，值得臨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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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n voice of endolaryngeal microsurgery (EMS) with 

cold instruments and a new method, ‘‘carbon dioxide laser (CO2 Laser)’’ for vocal fold polyps.  Methods  
Twenty-five patients with vocal fold polyps suffering from dysphonia who were treated in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Voic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a soundproof room, holding the microphone 15 cm away from the patients mouth and by 
recording a sustained [a,e,i,o,u] vowel for at least 5 seconds.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Jitter and Shimmer 
parameters were evaluated in terms of vocal analysis. All patients were asked to fill in a questionnaire, to 
discuss the voice handicap index (VHI) after adequate explanation. EMS was performed with a carbon 
dioxide laser and cold knife on 15 and 10 patients, respectively. Patient follow-up was performed 1 week, 
2weeks and 4weeks after surgery. Changes in F0, Jitter and Shimmer values were measured and recorded. 
VHI was also completed and reassessed.   Results  Postopera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HI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oice analysis values between 
two groups postoperatively, (P>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vocal polyps, EMS with both CO2 
laser and traditional cold knife is effective. 

[Key Words]  Endolaryngeal microlaryngosurgery; Phononosurgery; Carbon dioxide laser; Vocal polyp 

Comparison of effects on voice of carbon dioxide laser and cold knife microlaryngology 
techniques for vocal fold polyps in VHI and voice analysis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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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INFORMATION
Vocal fold polyps are one of the most common benign lesions 

of the larynx and primarily cause hoarseness, which ca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Polyps are usually unilateral, 
pedunculated lesions that are particularly located between the 
anterior and middle thirds of vocal folds, and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irritation are the frequent responsible factors in the 
etiology. In particular, excessive and improper use of the voice 
resulting in chronic laryngeal irritation i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etiologic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vocal fold 
polyps[1].

The microflap technique was published in 1980s, and became 
an established surgery between the mid-1990s and 2000. This 
technique preserves the maximum amount of normal layered 
microstructure by removing the lesion with minimal damage to 
the surrounding normal tissue in order to minimize postoperative 
scar formation of the mucosa[1,2].

Since 1972, CO2 lasers have been the primary lasers used 
for pathologies such as vocal cord keratosis, nodules, polyps, 
papillomas, carcinoma in situ, and T1 cancer because they offer 
minimal surrounding tissue damage. CO2 lasers can be delivered 

to the larynx through a microscope, and the removal of small 
tumors is accurate and efficient. CO2 lasers can be more focused 
than PDL, KTP, or thulium lasers; however, these other lasers 
allow for fiber optic transmission[3].

PATIENTS AND METHODS
The study was retrospective review. Twenty-five patients with 

vocal polyps who were admitted to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Department with 
complaints of dysphonia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EMS with 
carbon dioxide laser was performed on 15 patients and EMS 
with cold instruments on 10 patients. All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tudy in terms of surgery and voice analysis. History of all 
patients was take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s, and at the end of the 
routine otolaryngological examination, a laryngoscopic record 
was made. Before and after the surgery, VHI questionnaire and 
voic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for both surgery. lingWAVES was 
used in voice analysis by a personal computer. Voic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a soundproof room by holding the microphone 15 
cm distance from the mouth and taking a voice sample consisting 
of sustained emissions of the [a,e,i,o,u] vowel at standard pitch 
and intensity for 5 seconds.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Jitter, 
and Shimmer values were measured. The patient filled out the 
VHI-30 questionnaire after being given information about it. 

LEI Ka Weng, LIU Shui Ming*, CHAN Mei Hang, CHAN Seng Koi,  CHEONG Kun C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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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HI-30 is divided into three 10-item subscales: physical 
(P), which represents the patient’s perception of his or her voice; 
emotional (E), representing the patient’s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his or her problem with his or her voice; and functional(F), 
which refers to the patient’s problems in communication. All 
operations were performed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by the 
same surgical team and the patients all underwent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voice analysis input (VHI scores and acoustic 
analysis parameters values). In both surgical techniques, the 
polyps were excised while preserving the vocal ligament and 
muscle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minimal mucosal damage 
by working without any damage to deep layers and avoiding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cause a retraction in the vocal fold 
surface. Removal of vocal polyp in cold instrument surgery is 
performed with microscissors or cold knife. for carbon dioxide 
laser application, Italy DEKA mutiwave length device (Smartxde2 
D850) was used. Based on the vocal cord lesions, a constant 
current 2.5-3W power lasting 0.1second is needed for each 
excision and the laser was in non-contact mode. The vocal polyps 
were slightly retracted by a microforceps and excised with laser 
beam. We benefited from CO2 lasers in all lesion, mainly by its 
cutting and coagulation effect and maybe a minimal vaporization 
effect to remnant tissue after the excision of majority of vocal 
polyp mass. All lesions were histo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as 
vocal polyp. Postoperatively, patients were asked to comply with 
strict voice rest for at least 7 days, and quitting smoking was also 
recommended. After about 1 week, the patients were allowed to 
start talking at normal speech tones with 5-15 min/h of voice rest. 
Whistling, throat clearing, heavy lifting, and strenuous exercise 
were restricted, and consuming of at least eight glasses of water 
was advised. 1 week, 2weeks and 1 month after the surgery, the 
patients were checked. After the laryngeal examination, F0, Jitter 
and Shimmer variables were measured for voice analyses and the 
VHI was filled out and re-evaluated.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 Ver. 17.0.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comparison for two group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P < 0.05 was considered significant.

RESULTS
Fifteen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he CO2 laser. Ten of them 

were female and 5 were male, and the mean age was 46.96 (61-28, 
respectively). In the second group (cold knife),four of 10 were 
female and 6 were male and the mean age of 41.28 (23-65), 
respectively. Postoperatively,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all parameters of VHI score and all parameters of 
voice analys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VHI Scores and Acoustic Voice Analysis Parameters for Both Groups

CO2 Laser Group (n=15) Cold Knife Group (n=10)

Mean ± SD Mean ± SD

Parameter Median (Min.–Max.) Median (Min.–Max.) P

Functional(after 1wk) 15.67±2.98 11.90±2.06 .304

17(0-35) 11.5(0-24)

Functional(after 2wks) 12.87±2.41 8.90±1.9 .242

13(0-30) 8.5(0-21)

Functional(after 1m) 8.00±2.08 6.90±1.73 .304

6(0-23) 6(0-14)

Physical(after 1wk) 18.60±2.60 11.90±2.06 .304

21(4-32) 11(4-18)

Physical(after 2wks) 14.20±2.34 10.00±1.79 .394

13(0-27) 11(2-17)

Physical(after 1m) 10.00±2.24 8.80±1.85 .254

8(0-26) 9(0-17)

Emotional(after 1wk) 13.27±2.66 6.80±1.25 .394

12(0-27) 7.5(1-12)

Emotional(after 2wks) 10.13±2.03 5.40±1.50 .258

9(0-23) 5(0-13)

Emotional(after 1m) 6.27±2.15 5.40±1.53 .433

4(0-25) 4(0-13)

F0(after 1wk) 212.40±12.07 195.82±17.79 .231

216.21(126.91-286.28) 175.57 (129.35-282.49)

F0(after 2wks) 208.05±14.35 206.88±19.39 .231

192.19(113.56-295.86) 181.91(122.92-300)

F0(after 1m) 218.73±17.61 220.17±19.06 .242

224.49(118.86-306.76) 213.33(140.71-303.17)

Shimmer(after 1wk) 16.19±1.47 14.39±1.75 .231

15.34(7.82-26.61) 14.65 (7.22-25.32)

Shimmer(after 2wks) 14.04±1.31 16.92±1.12 .231

13.57(3.9-21.26) 17.01(12.13-24.39)

Shimmer(after 1m) 14.90±1.55 14.85±1.94 .231

12.66(8.12-28.05) 13.59(8.81-28.83)

Jitter(after 1wk) 0.97±0.24 1.19±0.62 .231

0.61(0.07-2.92) 0.26 (0.07-6.33)

Jitter(after 2wks) 0.56±0.20 0.41±0.21 .254

0.29(0.09-2.83) 0.15(0.06-2.31)

Jitter(after 1m) 0.60±0.21 0.75±0.41 .283

0.30(0.04-3.37) 0.18(0.07-3.77)

DISCUSSION
Excision of vocal polyps with microlaryngeal surgery (MLS) is 

a standard therapeutical approach for today. This delicate surgical 
intervention is performed either with cold instruments or lasers 
in MLS[1]. CO2 laser is still the most commonly used laser for 
vocal pathologies. Having been available for the longest time, 
doctors are familiar with its use, capabilities, and limitations[3].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voice, VHI and voice analysis 
are recommended. Voice is a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52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6, Vol 16. No.2鏡湖醫學2016年12月第16卷第2期

phenomenon, and voice quality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a 
several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 methods[2].

After surgical procedures, a comparison of therapeutic efficacy 
can be made by either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methods. VHI is 
the best-known and most widely used questionnaire among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s. Scores can range from 0 to 120 points in 
the VHI. Eighteen points of change in total score and 8 points 
of change in each subgroup of functional (F), physical (P), and 
emotional (E) scores define a significant change[4]. VHI is the 
subjective method that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HI score and voice 
anaylsis paramet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other evaluation 
method, objective voice analysis, has been used for 20 years[5].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for evaluation of voice quality and 
objective documentation of records, many studies have been 
done and several voice parameters used for assessing voice in pre- 
and postoperative periods. The most important acoustic sound 
variables for clinical use are average fundamental frequency, Jitter, 
and Shimmer among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parameters[6].

Mehmet Fatih Karasu [1] report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between patients in laser instrument and cold knife instrument. 
CO2 laser has the advantage of improved coagulation and more 
versatile delivery by virtue of its flexible fiber and the option of use 
in the non-contact mode. Recent additions to the CO2 laser have 
increased its applicability and efficacy[3]. According to different 
wavelength and mode, CO2 lasers can offer minimal surrounding 
tissue damage and precise excision . It is also a popular tool for 
treating early glottic cancer as it combines cutting ability with 
some degree of coagulation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focus. 
Ledda et al showed that

The CO2 laser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to treat early glottic 
cancer because of the good oncologic results, the reduced 
surgical trauma, speedy recovery period, and preservation of 

voice quality[7].
Although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lasers produce 

similar results to cold surgery techniques others claim that these 
comparisons are misleading as they do not compare lasers with the 
most recent cold surgery techniques. Thu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new laser surgery applications, more accurate comparisons 
must be mad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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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本院住院患者腎臟疾病的臨床與病理情况。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08年1月~2015年7月在本院進行腎活檢的44例患者病理及臨床資料。  結果 44例腎活檢患者

中，原發性腎小球疾病30例(68.2%)，繼發性腎小球疾病14例(31.8%)。臨床診斷最常見：腎

病綜合征13例(29.5%)、其次腎炎綜合征12例(27.2%)，蛋白尿查因11例(25.0%)。病理診斷最

常見：IgA腎病12例(27.2%)，狼瘡腎炎型11例(25.0%)，輕微病變9例(20.4%)，膜性腎病6例

(13.6%)。30例原發性腎小球疾病中，以IgA腎病最常見，共12例，佔40%，其次是腎小球輕微

病變9例(30%)，膜性腎病6例(20%)。14例繼發性腎小球疾病中，狼瘡性腎炎佔絕大多數，共11

例(78.7%)。腎穿刺活檢後本組資料中治療方案調整的有54.5%。  結論 原發性腎小球腎炎仍

是最常見的腎小球疾病，其中以IgA腎病最常見，繼發性腎臟病以狼瘡性腎炎多見。腎病綜合

征是最常見的臨床類型。腎活檢可以對患者的腎臟疾病做出正確的診斷和判斷，同時為患者

治療提供依據。

【關鍵詞】腎臟病；腎穿刺活檢；腎臟病理；臨床診斷 

 Clinical pathology analysis of renal diseases based on 44 cases renal biopsy data 

PENG Hong Quan, XIAO Hong*, PENG Li, AO leng Chi Wa
Department of Renal division,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pathological types of biopsy proven kidney 

diseas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of 44 cases of renal biopsy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data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 2008 to Jul 2015.   Results  There are 30 primary 
glomerular diseases , accounted for 68.2% of the total renal biopsies ,  and 14 cases of secondary glomerular 
diseases , accounted for 31.8% of the total renal biopsies. I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nephrotic syndrome 
(29.5%) was most commonly seen, followed by glomerulonephritis (27.2%). In the primary glomerular 
diseases, IgA nephropathy (40%) was the most frequent pathological type, followed by minimal change 
disease (30%) and membranous nephropathy (20%).  Lupus nephritis (78.7%) was most commonly seen 
in the secondary glomerulonephritis . Treatment adjustments are 54.5% after renal biopsy in this group 
cases.  Conclusion  IgA nephropathy is still the most frequent pathological type in primary glomerular 
diseases . Lupus nephritis is predominant in the secondly glomerular diseases. Nephrotic syndrome was 
most commonly seen in clinical setting. Renal biopsy examination can make a correct diagnosis and also 
can provide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renal disease.

[Key Words]  Renai disease; Renai biopsy; Pathoiogicai category; Clinical diagnosis 

44例腎活檢患者臨床與病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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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皮腎活檢技術安全有效，對於腎臟疾病的診

斷、治療及判斷預後起着重要的作用。本院自2008年順

利開展經皮腎活檢以來，共有44例患者進行了腎臟病理

檢查。本研究分析了近7年44例腎活檢患者的臨床及病

理資料，了解本地區腎活檢患者病理及臨床特徵，對腎

臟病的臨床診治及流行病學情况提供參考。

資料和方法

一、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08年1月~2015年7月在本院進行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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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的臨床及病理資料。收集44例患者的性別、受檢年

齡、臨床症狀、病程、體檢資料及臨床診斷等資料。全

部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水腫、蛋白尿、血尿等臨床表

現，具備穿刺適應證，穿刺前常規檢查B超，出凝血時

間，血小板及凝血酶原時間、和肝腎功能等。

二、腎臟病理資料

所取腎活檢組織行光鏡和免疫螢光(Ig G、Ig A、

I g M、C3)檢查，血清H B s A g陽性者，腎組織同時行

HBsAg、HBeAg、HBcAg染色，同時行電鏡檢查，檢查單

位為中山大學電鏡室，病理診斷參照WHO（1982年及改

良的1995年）腎小球疾病組織學分型方案[1,2]。

三、腎穿刺方法：Bard Tru-Cut型穿刺槍在Ｂ超

引導下定位，採用Bard Tru-Cut型穿刺針，垂直測量皮

膚到右腎下極表面的深度。穿刺部位常規消毒鋪洞巾，

局部麻醉，垂直進針至測得深度，感覺穿刺針垂直進入

腎包膜，讓患者屏氣，迅速進針刺人腎實質內切割。取

10~20mm腎組織兩至五條，分別進行光鏡檢查〔含蘇木素

伊紅(HE)染色，過碘酸雪夫氏反應（PAS染色），六胺銀

(PASM)染色，馬松氏(Masson)染色〕和免疫螢光鏡檢查

（含IgG，IgA，IgM，C3，C4，C1q，Fib)，免疫螢光鏡

檢查採用冰凍切片，直接免疫螢光法，結合臨床實驗室

結果，進行綜合病理診斷。

四、統計學處理

採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

採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 ̄ ̄χ̄±s或中位數表示，採用t檢

驗或秩和檢驗。

結 果

一、腎穿刺活檢病例的基本資料

總共44例患者中，男性20例(45.4.%)，女性24例

(54.6%)，男女比例為0.83ń1，年齡11~75歲，平均38.9±11.1

歲，病程3天至12個月，平均7.15±3.10個月。每個患者的

穿刺針數2~5針，平均2.8±0.5針/例。穿刺到的腎小球數是

3~30個/例，平均10.5±3.0個/例。僅兩例出現較小血腫，其

他未出現嚴重的併發症。術後血紅蛋白均無明顯變化，患

者無一例需輸血，也無一例合併嚴重併發症導致腎切除或

死亡。本組患者也未發生術後感染，動靜脈瘺等併發症，

患者均按計劃離開醫院。

二、臨床分類

44例病例中，其中原發性腎小球疾病30例，佔68.2%，

繼發性腎小球疾病14例，佔31.8%。臨床診斷最常見的3種臨

床表現分別為：腎病綜合征13例，(29.5%)、腎炎綜合症12

例(27.3%)，蛋白尿查因11例(25.0%),血尿查因3例(7%)其他

臨床診斷12.2%。30例原發性腎小球疾病中，以IgA腎病最常

見，共12例，佔40%，其次是腎小球輕微病變9例(30%)，膜

性腎病6例(20%)。14例繼發性腎小球疾病中，狼瘡性腎炎佔

絕大多數，共11例(78.7%)（見表1,2）。原發組和繼發組主

要病理類型構成比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三、病理類型

全部44例腎穿刺活檢患者中，最常見的3種病理類型依

次為：IgA腎病12例(27.3%)，狼瘡腎炎（其中Ⅳ型10例，I

型1例）11例(25.0%)，腎小球輕微病變9例(20.4%)，膜性腎

病6例(13.6%)。

四、臨床診斷、治療與病理關係

原發性腎小球疾病的臨床診斷與病理類型結果比較

（見表3）。同樣的臨床特徵可有多種病理類型表現；而同

一種病理類型也可有多種臨床表現。13例臨床診斷腎病綜

合征的患者病理表現卻有不同的類型，而治療大不相同。

同樣腎穿刺前診斷為腎炎，或血尿及蛋白尿查因的患者也

表1.原發性腎小球疾病的類型

病理診斷 例數 百分比（%）

IgA腎病 12 40%

腎小球輕微病變膜性腎病 9 30%

膜性腎病 6 20%

系膜增生性腎小球腎炎 1 3.3%

IgM腎病 1 3.3%

觸鬚樣免疫性腎小球疾病 1 3.4%

合計 30 100%

表2.繼發性腎小球疾病的類型

病理診斷 例數 百分比（%）

狼瘡腎炎 11 78.7%

澱粉樣變性 1 7.1%

乙型肝炎相關性腎小球腎炎 1 7.1

巨球蛋白血症 1 7.1%

合計 14 100%

表3.原發性腎小球疾病的臨床診斷和病理診斷的關係

疾病 腎病綜合症 腎炎 蛋白尿 血尿 合計

IgA腎病 2 2 6 1 12

膜性腎病 4 0 2 0 6

腎小球輕微病變 6 0 2 0 9

系膜增生性腎小球腎炎 0 0 1 0 1

IgM腎病 1 0 0 0 1

觸鬚樣免疫性腎小球病 0 1 0 0 1

合計 13 3 11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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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病理類型。

而對於繼發性腎小球疾病，狼瘡腎炎佔絕大多數，狼

瘡腎炎患者，臨床可以得到確診，腎穿刺活檢主要是了解

腎臟病理的情况，指導治療及判斷預後。臨床上常根據腎

穿刺病理再調整治療方案。本組44例患者中，通過腎活檢

後調整治療方案，共24例/44(54%)患者調整治療方案，主要

是腎穿刺後加免疫抑製劑（見表4）。

五、特殊病例報告一例

本組資料有一例患者是免疫觸鬚樣腎小球病

(immunotactoid glomerulopathy)。該病是指腎小球內有類似

澱粉樣纖維絲樣物質或呈中空的微管樣結構的纖維樣物質

沉積，但對澱粉樣蛋白質的特殊染色陰性（圖1,2,3 見封

3）。本例患者腎穿前臨床診斷是腎炎綜合徵，腎功能進行

性惡化，行血液透析治療，不久死亡。

討 論

腎臟病理檢查技術是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安全

的、確診腎小球疾病最可靠的手段，對指導治療及判

斷預後有着重要的意義[4,5]。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腎活

檢率不同，澳洲超過250例/每百萬，而美國卻低於75

例/百萬人[6]。本澳門地區因為缺乏其它醫院的資料尚

未能估算本地區的腎活檢率。

本組資料顯示，原發性腎小球疾病最常見，佔

68.2%，其中以IgA腎病排第一位。繼發性腎小球疾病以

狼瘡性腎炎為主，且女性佔絕對優勢，並且主要為Ⅳ

型，疾病譜與內地的有關報導相似[3]。腎小球疾病以原

發性腎小球疾病為主，但隨着年齡的增長繼發性腎小球

疾病比例增加，因此，診斷腎臟疾病時應注意除外繼發

性腎小球疾病。腎小球疾病的臨床表現與病理類型的關

係呈現多樣性，即同一臨床類型的不同病例有多種類型

的病理改變，反之亦然。

本組資料中有乙肝相關性腎炎一例，通過腎活

檢，送中山大學電鏡檢查得到確診，還有一例腎澱粉樣

變性，也是通過腎活檢送中山大學電鏡檢查得到確診，

因此，腎穿刺活檢的開展提高了相關疾病的確診率。考

慮到本澳地區的肝炎患者也較多，乙肝病毒相關性腎炎

也應該引起重視。

系統性紅斑狼瘡臨床上可以確診，但如果要明確

腎臟是否受累，腎臟受累的程度以及病理分型必須行腎

臟病理檢查,以指導治療，改善預後。本組資料11例狼

瘡腎炎10例是Ⅳ型，僅一例是I型。與中國內地有關的

報導不符，Ⅳ型佔49.1%[9]，當然可能和我們的病例數

不足有關，需要擴大病例數，再進一步證實。依據腎活

檢病理診斷，對活動性病變可採用激素衝擊治療、特殊

免疫抑制劑應用等。對非活動性的慢性病變，若以纖

維化為主，要考慮使用ACEI或ARB，同時監測腎功能情

况；對於腎小球硬化比較多，血肌酐升高或腎小球毛細

血管襻充盈不良，要直接考慮使用ARB，而不能使用激

素或免疫抑製劑治療。

值得一提的是，本組資料中，有一例患者是免疫

觸鬚樣腎小球病(immunotactoid glomerulopathy)。該

病是指腎小球內有類似澱粉樣纖維絲樣物質或呈中空的

微管樣結構的纖維樣物質沉積，但對澱粉樣蛋白質的特

殊染色陰性，一般不伴有系統性疾病的一類腎小球疾

病。這是一種非常少見的病，內地很少有報導，該病預

後差。

腎臟病理檢查技術的開展促進了腎小球疾病診療

水平的提高，同時該技術可能也直接影響腎小球疾病住

院構成比的變化。行腎穿刺腎活檢主要是根據病情的

需要，是否有適應症而進行的，腎活檢是安全的，甚

至有些單位在門診開展[10]。通過腎活檢和臨床病理，

有近1/3的患者修改了以前的診斷，超過半數以上修改

了治療方案，尤其是對腎功能不全原因不明者價值更

大[7,8]。而本組資料有超過半數以上調整了治療方案，

說明腎臟活檢病理診斷對腎臟疾病診斷具有重要意義。

表4.患者治療方案調整情况

病人主要治療方案 腎穿前 腎穿刺後 治療方案調整

1ACEI/ARB 11 13 2

2激素 9 17 8

3激素+MMF 0 8 8

4激素+CTX 0 6 6

合計 20 44 24

註：病人主要治療方案分為4種，第1種方案沒有激素及免疫抑製劑，

基礎治療主要是ACEI/ARB，第2種方案基礎治療+單一激素，第3種方

案基礎治療+激素+黴酚酸酯（MMF），第4種方案基礎治療+激素+環磷

酰胺（C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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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3D腔鏡系統在經胸乳入路甲狀腺切除術中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可

行性。  方法 將2015年3月~2016年6月，本科行2D腔鏡甲狀腺切除術23例患者，與同期行3D

腔鏡甲狀腺切除術的10例患者臨床資料進行對照研究，觀察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

後引流量、術後住院時間、總住院費用。結果 兩組均術中無異常出血，無中轉開放手術；

3D組手術時間顯著短於與2D組，分別為79.25±10.34min和61.46±8.36min(t=6.354, P<0.05)，術

中出血量、術後引流量、術後住院時間及總住院費用等無明顯差異。  結論 3D腔鏡經乳暈

甲狀腺切除術安全、有效，顯著縮短手術時間，可作為甲狀腺切除術的常規手術方法。

【關鍵詞】腹腔鏡；甲狀腺切除術；經胸乳入路 

A clinical study of three-dimensional laparoscopic thyroidectomy via a breast approach

LUO Guang Hui*, ZHU Jing, LAM Ut Sim, ZHANG Song Bai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afety, efficacy and feasibility of 3D laparoscopic thyroidectomy 

via a breast approach.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0 patients undergoing 3D laparoscopic thyroidectomy 
via a breast approach were analysed in comparison with 23 patients receiving traditional laparoscopic 
thyrodectom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arch 2015 to June 2016.  The operation time, blood loss, 
postoperative drainag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total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in the 3D group (61.46±8.36 min)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2D group (79.25±min) (t+6.354, p,0.05).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ostoperative 
drainag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total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3D laparoscopic thyroidectomy via a breast approach is safe and 
effective with shortened operation time, and can be used as a routine operation for thyroidectomy.

[Key Words]  Three-dimensional laparoscopy; Thyroidectomy; Breast approach 

3D腔鏡經胸乳入路甲狀腺手術的臨床效果分析

羅光輝* 朱靜 林月蟾 張松柏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普通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luoyd363.163.com

3D腔鏡技術是現代科技與現代微創外科技術的結

晶，在三維高清視野下，其放大倍數、延伸感及高清顯

示器使解剖層次及結構較2D更加清楚，如頭髮絲樣的結

構都一覽無餘，不同層面的血管、神經和組織間的立體

感增強，更接近於真實感，可提供深度指示和精確的

空間定位，提高切割、抓握、縫合精度以及整體手術

效率。本院作為澳門首家於2014年引進3D高清腹腔鏡系

統，已開展3D腔鏡下甲狀腺切除術10例，與同期具有可

比性的23例傳統腔鏡甲狀腺切除術進行比較，探討3D腔

鏡下甲狀腺切除術的臨床效果。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普外科2015年3月~2016年6月，行3D

腔鏡甲狀腺切除術10例（3D組）及同期行2D腔鏡甲狀腺切

除術23例（2D組）臨床資料，兩組手術均由同一治療組完

成，患者年齡、性別、腫瘤大小及病理類型無統計學意

義(P>0.05)，具有可比性（表1）。所有病例術前均行甲

狀腺B超顯示為單側或雙側甲狀腺結節並且甲狀腺結節直

徑<6cm，術後病理回報為良性病變和微小癌。所有的患者

術前喉鏡檢查聲帶無異常，均已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

二、排除標準  雙側甲狀腺病變；甲狀腺結節直徑

≥6cm；既往有甲狀腺手術史者或者其他頸部手術史者；存

在其他臟器器官嚴重疾患或者其他精神疾患影響術後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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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術中術後用藥者；有難以糾正的凝血功能障礙者等。

三、手術方法  3D組與2D組手術過程相同，採用經

胸乳入路三孔法。氣管插管全麻後，取仰臥位分腿位，

頭後仰，頸肩部略墊高。於雙乳頭連線中點上方2cm胸

骨前皮膚做一約10mm橫行切口，用血管鉗分離皮下組織

至深筋膜淺層後用“膨脹液”及“黃氏棒”人造充氣間

隙，皮下隧道建立後，用紗布擠壓出殘餘“膨脹液”，

由切口置入10mm套管及3D腔鏡，注入CO2氣體維持6mmHg

恒壓。然後在左右乳暈邊緣上各做1個5mm切口作為輔助

操作孔及主操作孔，分別置入無損失抓鉗及超聲刀。直

視下用超聲刀分離頸闊肌的深面，向上分離達甲狀輭

骨，兩側分離到胸鎖乳突肌前緣。切開頸白線，用甲狀

腺拉鉤往外牽開患側頸前肌群，剪開甲狀腺外科被膜，

顯露甲狀腺組織。用超聲刀切開甲狀腺峽部，由下極處

切斷甲狀腺下血管並繼續向上切開甲狀腺組織，僅保留

背側少量的腺體組織，分離到上極處時，從後面暴露甲

狀腺上動脈並用超聲刀將其凝固切斷，切除的患側腺體

用自製標本袋取出後立即送快速冰凍作病理檢查以排除

惡性腫瘤。甲狀腺創面不需要縫合，用3-0可吸收縫線縫

合頸白線和舌骨下肌群，將一根剪有側孔的引流管從對

側乳暈切口引出。

四、臨床觀察指標  統計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

術後引流量、術後住院時間及總住院費用。其中手術時

間為切開乳暈皮膚至切除患側腺體並將其取出為止。

五、統計學方法  所有統計分析採用SPSS13.0軟

件，計量資料均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採用t檢

驗，組間計數資料的比較採用χ2檢驗。以P<0.05為有

顯著性差異。

結 果

33例患者均在腔鏡下順利完成甲狀

腺切除術，無中轉開放性手術。術中快

速冰凍切片示30病例為良性病變，3例為

微小癌，行同側中央區淋巴結清掃；術

後2~3d拔除引流管，無聲嘶或抽搐等併

發症發生，美容效果滿意，術後順利康

復出院。2D組與3D組的手術時間分別為

79.25±10.34min和61.46±8.36min(t=6.354, 

P <0.05)，3D組短於2D組(t =6.847, 

P<0.05)。兩組術中出血量、術後引流量、

術後住院時間及住院費用無統計學差異

（表2）。另外，術者表示在3D腔鏡系統下進行操作會

更舒適，對關鍵部位的操作更確切，可增強術者自信。

討 論

甲狀腺腫、甲狀腺腺瘤是普外科甲狀腺疾病中的

常見病，以手術治療為主，主要有開放及腔鏡兩種手術

方案。開放的甲狀腺手術需要在頸部留下6~10cm長的手

術疤痕，給患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2,3]。腔鏡甲狀腺

切除術近年來發展迅速，手術效果好，併發症低，現技

術已很成熟，被廣泛接受，其中包括頸部入路、胸壁入

路及腋窩入路、經口腔前庭等多種術式[4,5]。

3D腔鏡系統還原外科醫生的自然立體視覺和深度

感知，提供深度指示和精確的空間定位，同時有4倍的

術野放大效果，可提高切割、抓握、縫合精度以及整體

手術效率[6,7]。

我們通過近1年的不斷實踐，已經基本完成了2D腔鏡

到3D腔鏡手術的轉化，適應了手術視野的轉變，並逐步

發揮了3D腔鏡的優勢。我們認為，與傳統2D腔鏡比較，3D

腔鏡具有以下優點：①傳統腔鏡採集的圖像均為二維平

面圖像，沒有立體感，而3D腔鏡可以獲得高清的三維立

體圖像，還原了真實視覺中的三維立體術野，有利於病

變部位的辨識，進行精確切除，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減

少血管和神經損傷、出血等手術併發症；②傳統腔鏡平

面圖像無法感知器官組織間的縱深關係，而立體的三維

圖像使外科醫生能清晰地分辨手術視野的深度，清楚地

辨認組織的層次，便於組織的精細分離[3]，尤其是血管的

分離及淋巴結的清掃；③使用3D腔鏡技術在甲狀腺癌根

表1.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

Group Male/Female
Age

(year)
Tumor diameter

(cm)
Pathology

Thyroid adenoma
Nodular goiter

3D group(n=10) 3/7 46.6±6.76 3.8±1.00 4 6

2D group(n=23) 8/15 46.4±6.82 3.43±1.21 9 14

t or χ2 χ2=0�256 t=0�56 t=-1.346 χ2=1�21

P >0.05 >0.05 >0.05 >0.05

表2.2D組與3D組患者術中術後資料比較

Group
Operation time 

(min)
Blood loss 

(ml)
Postoperative 
drainage(ml)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d)

2D group 79.25±10.34 8.23±2.43 47.12±6.14 3.87±1.13

3D group 61.46±8.36 9.2±2.65 46.22±10.15 3.11±0.98

t 6�354 -1.341 0.397 3�135

P P <0�05 P >0.05 P >0.05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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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手術中更有優勢，在精細化被膜解剖原則指導下進行

腺葉切除+中央區淋巴結清掃時，血管、喉返神經走行清

晰可辨，立體圖像下有效保護甲狀旁腺細小動靜脈，辨

識並原位保留甲狀旁腺變得更加容易，較傳統2D腔鏡手

術縮短了手術時間，且精確度提高，可以完成更為複雜

的手術；④只需佩戴一副3D偏振眼鏡，助手、護士及參

觀學習者均可與術者共同體會如同3D高清電影般真實的

手術視覺感受，因此3D腔鏡對於教學與培訓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義。Smith等[4]報導，3D腔鏡系統可以明顯減少操

作的失誤率，能顯著提高初學者的腔鏡操作學習能力。

國外學者Votanopoulos[8]、Kong[9]、Storz[10]、

Tanagho[11]對比研究3D與2D腹腔鏡系統下完成腹腔鏡臨

床技能的情况，均證實3D腹腔鏡系統能提供更精確的空

間定位，更快捷的操作以及縮短學習曲線等。內地李漢

忠教授[12]、黃建教授[13]也認可3D腹腔鏡系統的優勢，

認為其可提高手術安全性、精確性和穩定性。我們本

次研究對比了目前最新的3D腹腔鏡系統與傳統2D腔鏡系

統在經乳暈甲狀腺次全切除術中的運用，我們發現運

用3D腔鏡系統可以顯著縮短手術時間，3D組平均手術時

間明顯短於2D組，平均縮短17min，差異具有統計意義

(P<0.05)。3D腹腔鏡系統還原器官、組織、神經血管的

立體層次結構，在三維立體手術視野下甲狀旁腺、甲狀

腺血管神經分佈走行清晰可見，處理起來得心應手，最

大限度保護了甲狀旁腺和神經，減少了術中出血，降低

手術併發症。更短的手術時間不止減少了患者的麻醉時

間，也減少了整台手術的資源消耗。與此同時，術者也

能獲得更為舒適的操作視野，對手術過程關鍵步驟的處

理也更為確切，可降低手術難度，增強術者信心[14]。

而且，由於腔鏡甲狀腺手術空間相對較小且密閉，傳統

高清腹腔鏡系統下，少量的煙霧即可造成CO2氣體透明

度下降、污染鏡頭導致視野不清晰，不得不停止手術擦

拭鏡頭，增加手術難度，延長手術時間[15]。而3D腹腔

鏡系統下煙霧效應較輕，擦拭鏡頭次數明顯減少，這可

羅光輝, 梁美霞, 朱文立, 等. 腔鏡與傳統甲狀腺手術的對比研究. 鏡

湖醫學, 2015; 15(2):35-38.

陳永年, 羅光輝, 冉墨. 腔鏡輔助頸前小切口甲狀腺手術的探討. 河

北醫學, 2011; 6:762-764.

梁鴻, 張輝, 張超, 等. 經乳暈入路腔鏡良性甲狀腺瘤切除術與開放手

術的對比研究. 腹腔鏡外科雜誌, 2012; 17(9):667-670.

Sasaki A, Nakajima J, Ikeda K, et al.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bythe 

breast approach: a single institution's 9-year experience.World J 

Surg, 2008; 32(3):381-385.

羅軒明, 曹新嶺, 蘭志恒, 等. 胸乳入路腔鏡與開放手術治療甲狀腺良

性腫瘤的對比研究. 中國微創外科雜誌, 2013; 13(11):985-987, 994.

Mclachlan G. From 2D to 3D: the future of surgery. Lancet, 2011; 

378(9800):1368.

Yoshida T, Inoue H, Hara E, et al. Newly developed 3D endoscop-

icsystem: preliminary experience. Endoscopy, 2003; 35(2):181-174.

Votanopoulos K, Brunicardi FC, Thornby J, et al. Impact of three-

dimensionalvision in laparoscopic training. World J Surg, 2008; 

32(1):110-118.

Kong SH, Oh BM, Yoon H, et al. Comparison of two- and threedimen-

sionalcamera systems in laparoscopic performance: a novel3D system 

with one camera. Surg Endosc, 2010; 24(5):1132-1143.

Storz P, Buess GF, Kunert W, et al. 3D HD versus 2D HD: surgi-

caltask efficiency in standardised phantom tasks. Surg Endosc, 

2012; 26(5):1454-1460.

Tanagho YS, Andriole GL, Paradis AG, et al. 2D versus 3Dvisualiza-

tion: impact on laparoscopic proficiency using the fundamental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skill set. J LaparoendoscAdv Surg Tech A, 

2012; 22(9):865-870.

李漢忠, 張玉石, 張學斌, 等. 3D腹腔鏡系統在泌尿外科手術中的應

用. 中華泌尿外科雜誌, 2013; 34(5):325-328.

黃健. 跟進國際微創技術發展, 積極開展3D腹腔鏡手術. 中華泌尿外

科雜誌, 2013; 34(10):725-726.

Bilgen K, Ustun M, Karakahya M, et al. Comparison of 3D imagingand 

2D imaging for performance time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Surg Laparosc Endosc Percutan Tech, 2013; 23(2):180-183.

李進義, 王存川, 潘運龍, 等. 1200例完全腔鏡甲狀腺手術及術中煙霧處

理技術的應用. 暨南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與醫學版, 2012; 33(2):180-18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參 考 文 獻

（本文编辑：丘熹彬）

能與3D腹腔鏡系統雙通道成像原理有關。由於引進3D高

清腹腔鏡系統時間較短，開展3D腔鏡甲狀腺切除術例數

較少，有待進一步臨床實踐和研究。

（上接46頁）
Surg(Am), 1975; 57:287-297.

Canale ST. 坎贝尔骨科手術學. 卢世壁. 译, 9版. 济南: 山東科學技

術出版社. 2001:2278.

刘宏石, 路阳, 张德军, 等. 前臂骨折內固定物的選擇. 黑龙江醫學, 

1999; 2:35-36.

Muller ME, Nazaran S, Ko chped. Classfuation Aodes Fractures: LES 

[3]

[4]

[5]

Longs Berlin: Spinger Verlag, 2007; 3(2):33.

宁峰, 刘亚云. 尺骨钢板桡骨髓內钉治療尺桡骨骨折. 實用臨床醫學, 

2010; 11(3):56-67.

张明元, 王建平, 徐振華, 等. 前臂骨幹骨折的治療(附60例分析). 中

國矫形外科雜誌, 2000; 12(7):1235-1236.

[6]

[7]

（本文编辑：曹亞兵）



59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6, Vol 16. No.2鏡湖醫學2016年12月第16卷第2期

‧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半劑量維替泊芬PDT治療中心性漿液性視網膜脈絡膜病變療效。  

方法 收集2010年1月~2014年6月在本院診斷中心性漿液性視網膜脈絡膜病變，並行半劑量維

替泊芬(PDT)的患者共41治療眼次。主要觀察指標：患者的一般資料、PDT治療前及治療後

1w、1m及6m患者的最佳矯正視力和OCT檢查視網膜神經上皮脫離層下積液高度。  結果 男女

比例28:10(73.7%:26.3%)，平均發病年齡45.05±7.35(y)，術後1w、1m及6m患者的平均LogMAR

視力分別為0.075±0.251、0.028±0.208及0.013±0.221，術後1m及6m的視力較術前有統計學

差異(P =0�036&P =0.012)。OCT檢查視網膜神經上皮脫離層下積液高度，術後1w及1m分別為

150.02±116.06(µm)及15.02±33.00(µm)，較術前的積液高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00)。治

療後無一例併發症出現，1眼在首次PDT治療後18月復發。  結論 半劑量維替泊芬PDT是治療中

心性漿液性視網膜脈絡膜病變安全而有效的方法，能有效縮短CSC的病程並維持療效至少半年

或以上。

【關鍵詞】中心性漿液性視網膜脈絡膜病變；光動力治療；維替泊芬；療效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with half dose verteporfin for 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TANG Lai In, LAI Iat Fan, TAM Kin Man, CHAN Pan Fai*
Department of Ophthalmic,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with half 

dose verteporfin for 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CSC).  Methods   Fourty-one eyes patients with 
CSC underwent photodynamic therapy with half standard dose verteporfin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an 
2010 to Jun 2014. Data collection included the patient’s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BCVA) at 1 week, 1and 6 months follow-up , and the extent of retinal sub-neuroepithelial fluid by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study group included 
28 Males and 10 Females with average age 45.05+7.35(years). During follow-up at 1 week, 1and 6 months, 
the averaged LogMAR BCVA were 0.075+0.251; 0.028+0.208 and 0.013+0.221 respectively. Compared 
the pre-PDT and post-PDT, the BCVA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36 & P=0.012) in 
post-operation 1 and 6 months. The result of OCT also hav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s (P=0.000), with the 
height of retinal sub-neuroepithelial fluid was 150.02+116.06(µm) and 15.02+33.00(µm) in post-operation 
1 week and 1 month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complication found,  CSC recurred in one eye 18 months 
after PDT.  Conclusion  PDT with half dose verteporfin was effective and safe. It can help shorten the 
CSC duration and keep the curative effect or at least half year or more.

[Key Words]  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photodynamic therapy; verteporfin; therapeutic effect 

半劑量維替泊芬PDT治療中心性漿液性視網膜脈絡膜病變療效分析

鄧麗賢 賴一凡 譚健文 陳濱暉*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眼科

*通訊作者  E-mail:binhuichen@hotmail.com

中心性漿液性視網膜脈絡膜病變(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CSC)，簡稱中漿，是一種特發性

脈絡膜視網膜病變，以視網膜神經上皮層和/或色素上

皮層漿液性脫離為特徵的疾病[1]。CSC是一種自限性疾

病，70%患者可在發病後3~6個月自癒，由於病變主要侵

犯黃斑區，一般532激光只能治療滲漏點位置距離黃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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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凹500µm以外。自1999年光動力治療(photodynamic 

therapy, PDT)的出現[2]，黃班中心凹500µm範圍內的

病變得以解決，使CS C的病程縮短，盡早恢復患者視

力[3]。本研究收集2010年1月~2014年6月在本院行半劑

量維替泊芬PDT治療的CSC患者，分析其臨床療效，現報

導如下。

資料和方法

一、研究對象:資料選自過去5年（2010年1月~2014

年6月）患者在本院診斷中心性漿液性視網膜脈絡膜病

變並行半劑量維替泊芬光動力治療(PDT)38例(40眼)，

其中1眼在首次PDT治療後18月復發，再次行PDT治療，

共41治療眼次。收集患者一般資料、病程、PDT治療前

後的最佳矯正視力、OCT檢查結果、激光參數。

二、PDT方法:

1.儀器設備使用美國Lumenis公司生產的Opal激光機。

2.治療前眼科常規檢查，包括視力、OC T檢查、

FFA+ICGA檢查並滲漏點定位標記激光範圍。

3.根據患者體表面積，靜脈推注1/2量即3mg/m2的

維替泊芬(Visudyne,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8min藥物推注完畢，2min後開始激光，激光參數:光照強

度600mW/cm2，激光劑量50J/cm2和激光波長689nm，覆蓋

照射病灶83s，激光光斑直徑1000~4500μm。治療後囑患

者注意避光48h。

三、治療後隨訪時間為1w、1m及6m，並記錄患者

最佳矯正視力，治療後1w和1m行OCT檢查觀察視網膜神

經上皮脫離層下積液吸收情况。

四、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0統計學軟件對資料

進行統計學處理。患者治療前及治療後各不同時期的視

力分佈比較採用卡方檢驗中Monte Carlo模擬方法，患

者治療前及治療後各不同時期的視力比較採用配對樣本

的t檢驗，患者治療前及治療後各不同時期OCT檢查視網

膜神經上皮脫離層下積液高度的比較採用方差分析中的

LSD-t test, P<0.05為差別有統計意義。

結 果

本研究男女比例28:10(73.7%:26.3%)，右眼與

左眼比例19:21(47.5%:52.5%)，初次發病與復發比例

19:21(47.5%:52.5%)，平均發病年齡45.05±7.35(y)，平

均激光斑大小2450±1140(µm)，治療後無一例併發症出

現，1眼在首次PDT治療後18月復發。

討 論

 CSC，1866年由Von Graefe首次報導，多見於青

壯年男性，男女比例為2~8:1。雙眼發病可達50%，但雙

眼同時發病較少，多是先後發生。最常見的症狀有單眼

視物昏暗、小視、變形、中心或旁中心暗點以及輕度遠

視[4]，而10%的患者會多次發作，且CSC病變主要侵犯黃

斑區，反覆發作及慢性遷延的患者常出現視網膜萎縮、

黃斑囊樣水腫、脈絡膜新生血管(CNV)等，非典型病例

不恰當的治療甚至出現大泡性視網膜脫離[5],導致視力

嚴重下降甚至永久喪失。

本研究中男女比例為28:10(73.7%:26.3%)，平均

發病年齡為45.05±7.35y，符合流行病學調查CSC多見於

青壯年男性。選擇PDT治療的CSC患者以復發者較多，這

是由於該病有一定自限性，多數初發患者會選擇觀察為

主，只有一些初發患者希望縮短病程，盡早恢復視力會

選擇PDT治療。

2003年Yannuzzi等[6]和Chan[3]等應用PDT治療CSC，

取得滿意效果。PDT可使CSC患者擴張的脈絡膜血管管徑

縮小和正常化，促進脈絡膜血管重建，降低脈絡膜血管

通透性。同時由於PDT不損傷視網膜神經上皮層，能最

大限度地保存患者的視功能。其原理是利用親脂性光敏

劑－維替泊芬(Visudyne)附着在靶組織細胞膜上的低密

度脂蛋白受體，用689nm波長的激光照射83秒後，產生

高反應活性的單線態氧和活性氧物質，通過氧化作用造

成靶組織細胞的氧化損傷。除了對組織細胞的直接殺傷

外，PDT對靶組織微血管造成急性損傷，局部缺血後再

繼發細胞凋亡，並且啟動局部免疫系統，產生大量補

體、細胞因子參與反應。

過去使用標準劑量的維替泊芬加標準強度光治

療，可導致RPE萎縮、脈絡膜缺血和炎症、甚至繼發性

CNV[7]。近年來，學者嘗試將維替泊芬治療劑量減半或

減少激光強度的方法，使PDT治療CSC更安全[8]。本研究

中用半劑量維替泊芬，8min完成藥物靜脈推注，2min後

開始激光，此時脈絡膜血管中的維替泊芬濃度最高，而

RPE和光感受器細胞中的維替泊芬濃度較低，治療後無

一例出現併發症。

C S C多數患者的最佳矯正視力是正常或輕度下

降，本研究中超過90%患者治療前BCVA在0.5以上。PDT

治療前與治療後1w患者B C V A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而治療前與治療後1m及6m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36(1m)，P=0.012(6m)。在治療後的1w內由於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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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加重視網膜水腫，視力未有提高，至治療後1m患者

BCVA有明顯提高。在治療後6m有32例(78.0%)患者BCVA

在1.0或以上，說明CSC患者的視力預後良好，這是由

於病變部位並非在光感受器，在3~6月的自癒期內，光

感受器未受到破壞。但是有4例(9.8%)慢性遷延患者，

在PDT治療後視網膜神經上皮脫離層下積液雖有明顯吸

收，但視力仍無提高，提示如果在6個月內患者視網膜

神經上皮層脫離仍未復位，將有可能造成視力永久性受

損，因此建議CSC的初發患者在觀察3~6月仍未好轉，應

盡早選擇PDT治療。而對於一些獨眼患者和一些特殊職

業如外科醫師、飛行員等，也應盡早選擇PDT治療以促

進視力恢復。

在PDT治療1w後視網膜神經上皮脫離層下積液即有

明顯減少，積液平均減少了44.4%，其差別有顯著統計

學意義，P=0.000。至治療1m後積液平均減少了94.4%，

與治療前的差別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 =0.000，表-3。

在治療1m後有32例(78.0%)患者的OCT檢查顯示神經上皮

脫離層下積液已完全吸收。4例慢性遷延患者中有3例的

神網膜神經上皮脫離層下的積液也完全吸收。

綜上所述，半劑量維替泊芬PDT能有效縮短CSC的

病程，視網膜神經上皮脫離層下積液在治療1w後即有明

顯吸收，但視力未有即時提高，直至治療1m後患者的視

力及神經上皮脫離層下積液均有明顯改善，並一直維持

到治療後6m或以上。治療後無一例併發症出現，因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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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近年來本澳家長對兒童心智發展的認識比過往多，而懷疑孩子患有專

注力不足/多動症(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情况亦有上

升的趨勢，因此希望透過本次於澳門某校的調查，了解該校小一年級（6歲~7歲）的學生是

否有ADHD傾向，目的提倡及鼓勵“及早發現學生問題，及早治療的理念”，並給予正確尋找

幫助途徑的建議。本文章將先介紹ADHD的症狀、診斷、在學習方面的負面影響及治療方法。  

方法 調查把80份問卷以隨機的形式，派給某校小一年級學生的家長及老師填寫，於收集後

將會把結果統計及分析。結果 80位學生當中，有12位(15%)被雙方（家長及老師）懷疑有

ADHD的傾向，有近半成的學生則被家長或老師單方面懷疑有ADHD的情况，其餘三成學生不屬

任何懷疑個案。  結論 由於本次調查屬主觀性的意見，而懷疑個案方面，校方提供的成績

未見有很大落差，因此建議家長及老師觀察學生的行為及表現，如有需要可接受詳細評估而

作臨床診斷。

【關鍵詞】專注力不足/多動症；小一年級學生 

An investigation of 80 primary school year-one students attention having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tendency 

Sara Chiang, CHOU Wai Man, LAM Sio Chong, CHEUNG Chun Wing*
Health Care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Due to an increase in local parents' knowledge regardi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uspected ADHD cases in Macau. This surve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number of primary school year-one students (6 to 7 years old) suspected with ADHD. The implication 
was to raise and encourage the awareness of 'early identification for early treatments' as to provide the 
positive ways in seeking advice. This paper beg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ADHD symptoms, diagnosis, the 
negative impact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related treatments.  Methods   This survey randomly 
administrated 80 questionnaires to an local primary school year-one students.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leted by parents and class-teachers of the students individually. After data collection, results were 
summarised and analysed.   Results  12 out of 80 students (15%) were suspected by both their parents and 
class teachers with ADHD-related symptoms. Nearly 50% of the student was suspected with ADHD by 
either their teachers or parents. The remaining 30% did not have any suspicion.  Conclusion  Since this 
survey was largely based on subjective opinions, and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 suspected students 
did not stronglt show relationship when compared to their chronological peers. Thus, advice would be given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facilitate further observation on stundet behaviours and performance. Diagnostic 
and intensive assessment would  be suggested if necessary.

[Key Words]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Primary one children 

80例小一學生懷疑有專注力不足/多動症的傾向調查

鄭莎莉 周偉文 林肇聰 張振榮*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健康檢查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cwchung918@gmail.com

專注力不足/多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其特點為注意力不

集中、過度活躍及容易衝動，這些情况並會出現在兩個場

境或以上，如學校及家庭[1]。ADHD主要分為三類：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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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缺陷障（約30%）；2.多動/衝動（約10%）；3.注

意力缺陷及多動（約60%）。專注力不足/多動症的成因

至今還沒有定論。多動症往往會阻礙兒童控制他們精細

動作的協調，例如寫字和綁鞋帶，亦會在社交及人際關

係方面帶來一定的困難，例如參與團隊運動和社會活

動[2]。

以下是根據最新的精神疾病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tal disorder-5edition, DSM-5)

對ADHD的標準：病徵必須在12歲前出現，並在兩種以上

的場合出現（如家庭、學校或工作場地）。以下的九項

症狀中需要有六項吻合，出現時間超過6月（17歲以上

的個案，診斷只要符合5項指標）。

ADHD帶來的負面影響

指標，成年後病情好轉的機會亦比較高，但九成的患者

會繼續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症狀[5]，而且專注力不足的症

狀比多動/衝動更加難減退。衝動的行為更有可能演變

成大腦執行功能障礙，其中包括計劃事情、自我控制和

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等[6]。

學業方面的影響

被診斷出患ADHD的患童經常會因沒有留心細節而在考

試或默書時犯錯，閱讀和算術方面的考試成績往往比同學

齡的兒童差低，故學業成績往往比他們的實際能力差。他

們往往在中學和大學時期感到特別困難，上大學前更加難

調整自己的情緒[7]，在時間管理技巧及應試策略方面亦有

着一定的落差[8]。此外，由於患兒的服從性比較差、時常

打架、橫行霸道、甚至會說謊、偷竊、離家出走、破壞學

校或社會秩序等，他們的操行方面亦受着很大的影響，因

此更有可能使用特殊教育服務、輔助服務、課後補習[9]，

甚至比同齡的學生更容易被退校或留級[10]。縱貫性研究指

出學業上的落後跟多動症有着持久的關係，患ADHD的青少

年在標準化的學習成績測試上也比較容易出現不合格及低

排的情况[11]。總括來說，多動症對患者日後入學後帶來

很多負面影響，相對的入學及畢業率亦比較低[12]。除此之

外，患者亦往往因為被誤會而產生對立反抗的行為，有研

究指出他們日後在社會犯罪的傾向亦比其他人高。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次調查中男性的比率較女性稍為高，男性46例

(58%)，女性34例(42%)。年齡分別為6歲(n=41, 51.25%)

及7歲(n=39, 48.75%)。

二、檢測方法

由於ADHD的症狀一般出現在5歲~6歲的階段，這次

調查將會用最新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去

審查某校小一年級學生是否有出現ADHD的情况。問卷的

內容將會用DSM-5中文版的診斷展示，總數量為80份，

派發給某校小一的五個班級，每班都以隨機的形式抽出

16位學生，並由其家長及班主任於清楚明白一切個人資

料及私隱不會被泄漏、基於自願的情况下填寫，問卷回

收後作統計及分析。

結 果

調查結果經收集並統計後，在圖3~圖7以棒型圖

（建議使用pie chat, 同時表示數目及百分率）的形式

（一）注意力不集中(inattention)

1.粗心大意，常不注意細節，愛出錯

2.無法在工作或遊戲活動中維持專注力

3.心不在焉，不留心別人的說話

4.無法集中精神聽從指示或完成指令 (缺乏組織能力)

5.無法自己安排或籌劃工作和活動（做事沒有條理)

6.逃避、抗拒須專心進行的工作，譬如寫功課

7.常遺失物件

8.易被外界吸引而容易分心

9.常忘記每天該做的事

（二）過動及(hyperactivity)

1.坐不定

2.要求坐着時會離開坐位

3.不該坐立不安的場合，會爬上爬落或跑來跑去

4.無法安靜的參與游戲或玩耍

5.總是動個不停或好像“身上裝了馬達”

6.話太多

（三）衝動(impulsivity)

7.別人問題還沒問完就搶着回答

8.在需要輪候進行的活動中無法安靜等候，常插隊

9.插嘴，打斷別人（譬如打斷別人的談話或遊戲）

如果病情沒有得到恰當的處理，大部份患者(80%)

成年後會繼續被影響到[3]，例如增加患上情緒病的風

險、較易出車禍、濫用藥物、失業或離婚等。在社交方

面，由於患童十分活躍和衝動，跟朋輩或兄弟姊妹遊戲

或討論時，容易犯規或騷擾人，故時常與人發生磨擦，

導致跟同學或兄弟姊妹的關係欠佳。例如：工作後較低

的職業地位，人際關係不佳，更容易犯駕駛罪行和濫用

藥物[4]。對家庭環境來說，養育一位患多動症的孩子往

往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家長很容易感到沮喪，亦會引

生親子相處的問題。雖然六成的患者19歲後不再達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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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每一班的結果。其中綠色的條狀代表老師及家長雙

方一致認為學生有ADHD的傾向，粉紅色代表雙方一致否

認，黃色則代表老師或家長單方面認懷疑。結果如下：

表1.某校小一各班級懷疑有ADHD傾向的調查結果

老師+家長 
“是”

老師+家長 
“否”

老師或家長 
“是”

P1A n=2 n=7 n=7

12.5% 43.75% 43.75%

P1B n=4 n=2 n=10

25% 12.5% 62.%

P1C n=2 n=6 n=8

12.5% 37.5% 50%

P1D n=4 n=3 n=9

25% 18.75% 56.25%

P1E n=0 n=11 n=5

68.75% 31.25%

圖2.P1A班的統計結果(6歲：n=12, 75%; 7歲：n=4, 25%)

圖3.P1B班的統計結果(6歲及7歲的比例為1:1)

圖4.P1C班的統計結果(6歲：n=6, 37.5%; 7歲：n=10, 62.5%)

圖5.P1D班的統計結果(6歲：n=6, 37.5%; 7歲：n=10, 62.5%)

圖6.P1E班的統計結果(6歲：n=9, 56%; 7歲：n=7, 44%)

圖7.調查結果的圓形圖 (請在圖中標示所屬百分率的學生個數)

討 論

這次調查顯示，某校小一年級被抽出的80位學生當

中，有15%(n=12)被家長及班主任雙方懷疑有ADHD傾向，

平均每六個學生便有一位懷疑個案，這跟其他的研究結

果吻合[13]，而這15%當中，大部份學生都被認為是“注

意力不足”。相反，“多動”或“衝動”的比例相對較

少。由於學生當中男性比率較為高，這很可能增加本次

調查的懷疑個案因素之一。而雙方都不認為學生有ADHD

傾向則達36%，但有接近一半的家長或老師單方面懷疑學

生有ADHD的情况，而這情况多數出現在老師身上（P1E班

除外）。這很有可能是小朋友在家中或學校的表現不一

致，例如在學校老師大多數時間會要求學生安坐、專心

上課、遵守規則等，這些規距在家中比較少機會發揮，

因此小朋友在不同的環境下，呈現出不同的行為。

因此老師可能有較大機會察覺學生未能專注，或

在進行遊戲、討論時無法安靜等待，這些環境因素對本

次調查結果也有一定的影響，亦跟其他研究的結果一

樣，一致指出家長和老師不太認同對方的意見，及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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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不同的教育環境下展示不同的行為表現[14,15]。另一

方面，根據最新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

ADHD的症狀不能只出現在單一個環境下，而家長觀察孩

子在家的情况，不足以去診斷孩子患有ADHD[16]。但亦

有研究指出，有部份老師缺乏有關童年行為障礙例如

ADHD的知識，亦難以分辨學習障礙的兒童[17,18]。因此整

體來說，(i)老師及家長本身對ADHD方面的認識, (ii)

老師對每位學生有多了解, (iii)小朋友在不同環境下

呈現不同的表現，也是影響本次調查結果的重要因素。

由於本次調查並非採用ADHD一系列的正式評估工

具，調查結果不能判斷學生們是否患有ADHD，只可作參

考用途。在臨床診斷上，一般需要對兒童進行智力測

試，排除ADHD的起因與智力水平沒有關連。因為高智商

的學生如果處於枯燥的環境下學習，可能會出現不專心

而導致學業成績下降的問題，這是有別於ADHD診斷內的

“不專注”。另外，如果ADHD的症狀更適合用其他的心

理疾病，例如情緒障礙、焦慮障礙、物質濫用等去解釋

的話，ADHD便不會成為正確的診斷。因此，我們建議本

次調查結果中，被懷疑有ADHD傾向的學生們，應先在醫

院進行詳細評估，才能排除及確實他們的問題。

師單方面懷疑有ADHD的傾向，學生可能在課室內出現較多

ADHD的行為。尤其是在澳門，大部份學校的班內都有較多

學生數量，一位老師可能較難控制或了解每位學生之餘，

教室的噪音及干擾可能導致某部份學生難以集中精神學

習。亦有研究指出，小朋友在嘈雜的環境下，表現往往比

成年人差，這是因為他們在噪音下專心聆聽的能力在青春

期或成年期前，還未完全發展成熟[19]。

ADHD在日常社會中可能常被提及，但真正認識這

個疾病的人士可能不多，ADHD這名詞因此很容易被人濫

用，為不少兒童甚至家人帶來誤會及憂慮，例如小朋友

不乖一定是家長管教方式問題。因此本次調查希望能夠

提高各界人士對ADHD的認識及其應對措施。由於調查所

得出的統計結果屬家長及老師主觀性的意見，故此只能

作參考用途，不能代表或能夠完全排除學生患ADHD的情

况。家長及老師可考慮長期觀察被懷疑的個案，如要確

實診斷必須到醫院或相關中心作詳細評估，給予恰當的

訓練去介入或預防。總括來說，本次調查結果可作有用

的統計用途，亦希望能提倡“及早發現學生問題，及早

治療的理念”，讓家長、老師及各畀人士多關注小朋友

這方面的問題。

表2.調查中懷疑有ADHD傾向學生的總平均分（粗體=低於全班總平均分）

班別 學生 總平均分 班別 學生 總平均分

PIA A 82�21 PIC A 76.93

B 79.69 B 73.98

全班總平均分 81�29 全班總平均分 82

全班最高總平均分 87.79 全班最高總平均分 89�8

全班最底總平均分 69�53 全班最底總平均分 69�3

班別 學生 總平均分 班別 學生 總平均分

PIB A 80�64 PID A 81�49

B 72.01 B 80.14

C 81�84 C 82�21

D 81�98 D 80�48

全班總平均分 78.17 全班總平均分 81.27

全班最高總平均分 83�05 全班最高總平均分 85�46

全班最底總平均分 72.01 全班最底總平均分 76.55

本文章亦提及到ADHD患兒的學業成績比同齡低，這次

調查故要求學校提供每班學生的總平均分作統計，結果顯

示（表2）小一年級每班被懷疑有ADHD傾向的學生當中，

只有5位學生的總平均分比同班的學生較低，其餘的學生

總平均分都接近或高於全班的總分數水平。由此可見，本

次調查的目標只屬懷疑個案，需要有待觀察，學業成績在

小一的階段不算明顯的落差。由於大部份學生都傾向被老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

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Mostofsky SH, Newschaffer CJ, Denckla MB. Overflow  movements predict 

impaired response inhibition in children with ADHD.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2003; 97:1315-1331.

Resnick RJ.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teens and 

adults: they don't all outgrow it. J Clin Psychol. 2005; 61:529-533.

Wilens TE, Biederman J, Mick E, et al.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

tivity disorder (ADHD) isassociated with early onset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J Nerv Ment Dis 1997; 185:475-482.

Biederman J,  Petty CR, Evans M, et al. How persistent is ADHD? A 

controlled 10-year follow-up study of boys with ADHD. Psychiatry 

Res. 2010; 177:299-304.

Wasserstein, J. Diagnostic issues for adolescents and adults with 

ADHD. J Clinl Psychol, 2005; 61:535-547.

Shaw-Zirt B, Popali-Lehane L, Chaplin W, et al. Adjustment, social 

skills, and self-esteem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symptoms of ADHD. 

J Atten Disord, 2005; 8:109-120.

Reaser A, Prevatt F, Petscher Y, et al. The learning and study 

strategi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DHD.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07; 44:627-638.

Loe IM, Feldman HM.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of children 

with ADHD. J. Pediatr. Psychol. 2007; 32:643-654.

LeFever GB, Villers M, Morrow A, et al.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adverse educational outcomes among children diagnosed and treated for 

[1]

[2]

[3]

[4]

[5]

[6]

[7]

[8]

[9]

[10]

參 考 文 獻

（下轉90頁）



66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6, Vol 16. No.2鏡湖醫學2016年12月第16卷第2期

‧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在本院治療的淋巴瘤患者取得了較高的緩解率，療效優於一般資料。

本文分析了這些患者的治療特點。  方法 回顧性分析自2010年至今在本院治療的淋巴瘤患

者的臨床和病理資料，統計有效率和生存資料。  結果 共有12例患者入組，男性5人，女性

7人。一線治療客觀緩解率100%，中位生存時間未達到。  結論 本組患者一綫療效較好，長

存生存比例高，主要經驗是個體化治療，即根據患者的具體情况進行治療。

【關鍵詞】淋巴瘤；療效分析 

Efficacy analysis of 12 lymphoma patients from Kiang Wu Hospital 

CAO Ya Bing* , HU Hao
Department of Onc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Some lymphoma patients archived excellent efficacy in our center. We analyzed 

their clinical and pathology characteristic and their treatment.  Methods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s 
lymphoma and underwent chemotherapy in our center since 2010 was included.  Their clinical feature and 
pathology were analyzed, and survival data was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se patients, 5 were male and 
7 were female. First line chemotherapy archived 100% complete remission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data 
was not reached.  Conclusion  These patients had a superior response and longer survival. The reasons was 
personalized treatment, which means multi- disciplinary treatment for each patient.

[Key Words]  Lymphoma; Efficacy analysis 

鏡湖醫院12例淋巴瘤化療療效分析

曹亞兵* 胡皓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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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性淋巴瘤的發病率逐漸升高。在澳門地區，淋

巴瘤並不是一個高發的腫瘤，但是每年仍可在臨床遇到

新診斷的淋巴瘤患者。淋巴瘤的治療以化療為主，並需

要手術和放療的綜合治療。 

由於淋巴瘤病理類型相對複雜，每一種類型的淋

巴瘤在治療上具有獨特性，相對其他腫瘤，淋巴瘤化療

策略也相對複雜多變。治療前需要考慮患者的分期，病

灶分佈，病灶大小等多種因素。

由於淋巴瘤治療難度大，需要謹慎考慮。文獻顯

示一綫治療的有效率僅為60%左右。自本院開展化療以

來，本科收治了12例淋巴瘤患者。在初始化療後，均獲

得了疾病完全緩解的良好療效，本院治療的患者一綫療

效有效率達100%，長期隨訪結果顯示大部份患者(83%)

長期保持無病生存狀態，達到臨床治癒的標準，優於歷

史數據。

本文回顧性分析這些患者的臨床特點和治療情况，

以期總結其治療經驗，為以後的臨床積累一定的經驗。

資料和方法

一、患者資料  收集和分析2010年至今在本院進行

治療的淋巴瘤患者的資料，包括一般資料，腫瘤情况，治

療情况和隨訪情况。

二、分期標準  按照Ann Anbor分期標準Ⅰ期：單一

的淋巴結區域受累(Ⅰ)或一個淋巴結外器官或部位局部受

累(ⅠE)。Ⅱ期：橫膈一側兩個或兩個以上淋巴結區域受

累(Ⅱ)，或單一相關聯的淋巴結外器官或部位及其區域淋

巴結局部受累，合併有或沒有同側橫膈的其它淋巴結區

域受累(ⅡE)。 Ⅲ期：橫膈兩側淋巴結區域受累(Ⅲ)，可

合併一個相關聯的淋巴結外器官或部位局部受累(ⅢE)，

脾受累(ⅢS)或兩個同時受累(ⅢE+S)。Ⅲ期依據腹腔受累

的器官或脾臟受累的範圍可進一步細分為Ⅲ(1)期和Ⅲ(2)

期。Ⅲ(1)期指局限於腎靜脈上的上腹部受累。Ⅲ(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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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盆腔受累和（或）主動脈旁淋巴結受累。切面上有5個

或以上個可見的脾結節為廣泛脾臟受累，0~4個脾結節為

脾小病灶。Ⅳ期：1個或以上個淋巴結外器官廣泛（多灶

性）受累，有或沒有相關聯的淋巴結受累，或孤立的淋巴

結外器官受累有遠處（非區域）淋巴結受累。 

三、隨訪  採用門診隨訪和電話隨訪的方式。

四、療效評價標準  按照淋巴瘤標準評價指標，近

期療效指標分為完全緩解(complete remission, CR)，部

份緩解(partial remission, PR)，疾病穩定(stabIe dis-

ease, SD)和疾病進展(progression of disease, PD)。遠

期生存指標採用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和無病

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無進展時間(pro-

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五、統計  採用SPSS 18軟件進行PFS的分析。

結 果

患者特徵：符合條件的患者共12人，其中男性5

人，女性7人。年齡範圍40歲~79歲，中位年齡48歲。

病理特徵：B細胞淋巴瘤11例，其中彌漫大B細胞

性9人，濾泡性2人；霍奇金淋巴瘤1人。

分期：Ⅰ期4人，Ⅱ期3人，Ⅲ期3人，Ⅳ期2人

（見表1）。

OS未達到（見圖1）。

表1.患者基本資料

項目 分類 例數 比例

性別 男 5 41%

女 7 59%

年齡 範圍 40歲~79歲

中位 48歲

分期 Ⅰ 4 33%

Ⅱ 3 25%

Ⅲ 3 25%

Ⅳ 2 17%

病理類型 NHL 11 91%

HL 1 9%

NHL DLBCL 9 75%

FL 2 17%

一綫緩解 CR 12 100%

Non-CR 0 0

疾病復發 無復發 10 83%

復發 2 17%

生存情况 生存 10 83%

死亡 2 17%

副作用包括血液學毒性和神經學毒性。其中Ⅳ度

骨髓抑制3例，全部為接受RCHOP方案化療的患者，接受

集落刺激因子治療後恢復。其餘Ⅱ度不良反應可在化療

間期恢復。

討 論

惡性淋巴瘤病理類型複雜，臨床特點多變，對化

療反應率不一致，長期療效治癒率低。本組患者均獲得

較好的療效，其治療特點在於個體化治療，即根據每一

例患者的病情和病理特徵制定不同的治療策略，來達到

最好的療效。個體化治療的基礎是腫瘤異質性。對於分

期高的患者，體內腫瘤負荷較大，如果一開始就給予

標準劑量化療，由於淋巴瘤細胞對化療敏感，容易造成

腫瘤崩解綜合症，引起體內電解質紊亂，造成高鉀血

症，高鈣血症，進而造成多器官衰竭，因此對於這部份

患者，要採取先减瘤再化療的策略。而對於化療方案，

RCHOP是標準方案，但需對具體患者進行調整[1]。例如

男性患者林某某，原發灶在頸部，CT顯示腫瘤圍繞氣

管，氣管受壓。治療上先給予地塞米松10毫克靜推，第

2天患者就感覺氣緊的症狀緩解，連續使用5天後，開始

第1次化療，患者逐漸適應這個强度，安全度過氣管受

壓的危險期。第3例患者女性，病灶在腹腔，合併大量

腹腔積液。治療上先給予地塞米松靜推，以及小劑量環

磷酰胺，可以看到LDH先升高，再降低，降到一定程度

圖1.患者總生存時間

全部患者的一綫治療療效全部獲得CR（100%）。中位

隨訪時間26月，疾病復發1人，死亡2人，生存10人。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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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再繼續降低，提示這個劑量的藥物對腫瘤不敏感，

再給予阿黴素，則LD H繼續降低。之後再給予其他化

療，患者病情逐漸控制，化療後腫瘤逐漸縮小，最終達

到CR。

對不同的病理類型採取不同的化療方案[2]。彌漫大

B細胞性淋巴瘤惡性程度高，需要高强度化療，常規方

案是RCHOP[3]；而MALT和濾泡性淋巴瘤相對惰性，可採

取較為溫和的RCOP等方案。近年來往减小毒性的方向發

展。第三為多種治療手段聯合[4]。對於Ⅳ期淋巴瘤，單

純依靠化療並不能完全治癒患者，還需要放療協助。最

近一項M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研究證實，鞏固性放療

較單純化療提高了OS和PFS。而且MINT研究的長期隨訪

結果也證實放療消除了大包塊病變對預後的不良影響。

因此，在實踐中，對於10厘米的病變，無論初診時分期

如何，都建議補充放療。例如一患者，在一綫方案化療

後發現肝臟病變殘留，複查PET/CT提示病灶仍有活性，

這時候不給予二綫化療，而是採取局部放療的策略，

患者接受局部放療45Gy，複查MRI病灶消失，評價療效

達CR；由於患者符合高危淋巴瘤的定義，之後對患者

進行了維持治療，即沙利度胺口服藥，患者口服2年，

長期保持了LDH在正常水平，目前仍保持無病生存，PFS

達6年。第四個方法是注重結外淋巴瘤的治療[4,5]。，本

組患者結外淋巴瘤有3位，病變分別在乳腺，上額竇和

胃。對於乳腺淋巴瘤[6]，手術並無主要效果，僅僅起到

活檢的作用。本組1例乳腺淋巴瘤在術中冰凍病理提示

淋巴瘤後，終止手術，術後病理為彌漫大B細胞性淋巴

瘤。接受RCHOP方案化療6療程，獲CR。但是在保持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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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柯薩奇病毒腦炎合併心肌炎2例

楊咏山 葉一蓮* 簡佩君 陳苑琪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通訊作者  E-mail:yeyilian@yahoo.com.hk

病例1 女嬰，足月剖腹出生。患兒母親產前1天起

高熱，流感測試陰性。患兒生後3天因發現心臟雜音而

查超聲心動圖示：VSD 4mm。生後第4天出現發熱，體溫

39.5℃。血常規正常，胸片示肺充血。予PenicillinG

＋Zinacef抗感染。腦脊液示蛋白及白細胞升高，中性

粒52%。血培養陰性，呼吸道病毒DNA組檢示腸病毒陽

性。熱程第3天出現頻發房性早搏，血壓正常。熱程第

4天出現血壓下降，肝增大。胸片示心影增大。血清

心肌酶，腦鈉肽及肌鈣蛋白明顯升高。患兒需氣管插

管搶救，升壓藥，免疫球蛋白治療。熱程第5天心衰加

重，出現室性早搏。超聲心動圖示心功能差。熱程第6

天心率及血壓不穩定，心肺復甦無效，患兒死亡。死亡

診斷：病毒性腦炎合併心肌炎，心衰，心源性休克，

VSD。回覆腦脊液病毒培養：Coxsackie Virus B。母親

胎盤培養陰性。母親產後第4天熱退，產後10天回顧性

查呼吸道病毒DNA組檢陰性。

病例2 男嬰，足月順產。生後第3天出院，當時曾

接觸其哥哥，後者有發熱。患兒生後7天起發熱，體溫

39℃。入院查血常規正常。腦脊液示蛋白及白細胞升

高，中性粒47%。血培養陰性，呼吸道病毒DNA組檢示腸

病毒陽性。CXR示心肺正常。心電圖示竇性心動過速。血

清肌鈣蛋白稍高，心肌酶正常。超聲心動圖示：心臟結

構及心功能正常。熱程第2天予免疫球蛋白治療，患兒熱

峰下降，總熱程6天。患兒一直無心功能不全情况。病

程2週複查血清心肌酶及CSF正常。出院診斷：病毒性腦

炎合併心肌炎。回覆腦脊液病毒培養：Coxsackie Virus 

B。患兒出院後隨診至生後6月，心功能好。

討 論

柯薩奇病毒是一種人類腸道病毒，屬於微小RNA病

毒科，據其致病性和複制特點不同可分為A、B兩組。其

中柯薩奇B1-5與新生兒腦炎及心肌炎關係較大。傳播途

徑可來自母親，醫護人員和其他患兒。有報導[1]指感染

來自母親者，發病時間多於生後1週內，可經胎盤或分

娩時產道傳入，生後患兒病情輕重與母親受感染與分娩

‧病例報導‧

時間間隔有關。若母親患早期病毒血症、抗體尚未上升

時嬰兒出生，則新生兒感染大多較嚴重[2]。本次報導中

病例1符合上述情况，病情發展凶險。較為可惜是我們

在母親發病當時未及時查呼吸道病毒DNA組檢測試，若

能得到母親明確腸病毒感染之證據，則數據將會更為完

整。有報導[3]指母親感染急性期查血清抗CoxB病毒中和

抗體效價及恢復期抗體效價升高可助確診，需完善CoxB

病毒具體血清分型，在流行病學上意義大。本次報導中

病例2，臨床病程發展符合接觸傳染。

新生兒柯薩奇病毒B感染潛伏期為2~35天。輕症感染

可無臨床症狀。而嚴重感染可造成多臟器功能損害。有報

導[4]提示神經系統表現有發熱、反應差。腦脊液可見白細

胞及蛋白質升高，病毒分離陽性成為確診依據。心血管表

現為心肌損害嚴重，心肌酶在疾病急性期升高。本次報導

中兩個病例，均明確柯薩奇病毒腦炎合併心肌炎，而兩病

例預後轉歸卻差距甚遠。病例1病情進展凶險，病例2卻預

後良好。可考慮與病例1患兒本身存在先天性心臟病之基

礎問題外，免疫球蛋白的使用時間亦十分關鍵。而兩病例

的CoxB病毒具體血清分型是否不同亦值得思考。

兩病例新生兒發熱予經驗性使用抗生素。目前提及

抗病毒治療的報導不多。較多報導[5]提示早期使用免疫

球蛋白有用，建議總量2g/kg/dose。腎上腺皮質激素的應

用，爭論頗多，大多認為疾病早期及輕症不宜使用[2]。在

國外有報導柯薩奇病毒B在新生兒室暴發流行。及早隔離

發熱之新生兒嚴格遵守呼吸道及接觸防護十分關鍵。盡快

取得患兒呼吸道分泌物作病毒測試對治療之指導意義大。

鮑慧玲, 羅鳳珍, 等. 新生兒柯薩奇病毒B3感染的一次暴發流行. 中

華兒科雜誌, 1994; 32(1):13.

段恕誠, 劉湘雲. 兒科感染病學.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10.

單玉君, 陳子英. 新生兒室柯薩奇B1病毒流行. 上海醫學, 1995; 

18(4):202-203.

馬鳴, 孫偉. 8例新生兒柯薩奇病毒B1感染分析. 浙江預防醫學, 

2002; 14(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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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苗接種所致反應性結核性淋巴結炎超聲診斷3例病例報告 

譚蕾* 林寧 李峻 梁樹民 葉柳紅 劉紫依 李思維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醫學影像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tomota3142000@163.com

卡介苗(BCG)是一種用來預防兒童結核病的預防接

種疫苗，接種後可使兒童產生對結核病的免疫力，能

有效預防結核病的發生，是我國計劃免疫的疫苗之一。

卡介苗接種的主要對象是新生嬰幼兒。卡介苗接種引

起異常反應的發生率極低，Lotte對歐洲6國1977~1981

年535萬接種者的前瞻性研究表明，全身反應發生率為

4.29/100萬，死亡率約1.56/100萬[1]。接種卡介苗所引

起的臨床反應，以同側腋窩淋巴結反應性結核性淋巴結

炎較為常見，據Lotte報導，局部淋巴結炎或化膿性淋

巴結炎發病率約佔81.6%，表現為注射卡介苗部位同側

腋窩淋巴結腫大，發生時間約為接種後數月不等。近幾

年隨着超聲波檢查的普及應用，高頻探頭應用於淺表軟

組織的檢查，可獲得高分辨率的清晰的圖像，在表淺疾

病的診斷和鑒別診斷方面有較高的應用價值。卡介苗接

種所致反應性結核性淋巴結炎的超聲聲像特點及其診斷

價值，已有文獻報導[2]。但本院所遇病例數較少，超聲

醫生診斷經驗不足，本文就作者遇見的3例病例，複習

文獻，對該病的聲像特點進行歸納總結。

患兒1 女，5月，發現左側腋窩腫物1月餘，大小

2cm，質地中等，稍軟，可活動。表面皮膚紅腫，無壓

痛。超聲檢查：左側腋下局部紅腫，皮下可見一個混雜

回聲團塊，邊界尚清晰，形態不規則，向深部延伸，

最深處前後徑約2.8cm，橫徑約2.5cm，包塊前部可見不

規則液性暗區，深部實性部份內可見一個強光斑回聲。

CDFI：包塊內實性部份可見較豐富分支狀血流信號，可

測及動靜脈頻譜，液性暗區部份未見明顯血流信號。該

結節病灶行細針穿刺檢查：吸出少量黃白色黏稠液體，

塗片可見炎癥滲出物和壞死成分，但未見典型的結合肉

芽腫；塗片直接抗酸杆菌檢測，見可疑陽性菌。病變考

慮為急性炎癥滲出物伴液化壞死，不排除結核可能。病

人轉入結核防治研究所跟進。

患兒2 男，2月，發現左側腋窩腫物2天，大小

1.5c m，質地中等，稍軟，與皮膚黏連。表病人無發

熱。超聲檢查：左腋下軟組織內可見一個低回聲實性腫

塊，形態欠規則，大小約2.1×1.1cm，邊界尚清，內回

聲欠均，可見小暗區樣回聲；CDFI：包塊內可見豐富血

流信號，可測及動靜脈頻譜。行左腋窩結節手術切除，

術後病理：送檢物由壞死組織、上皮樣細胞及多核巨細

胞組成，細胞未見異型性。抗酸染色未見抗酸桿菌。病

變符合肉芽腫性炎癥，考慮為結核病。病人轉入結核防

治研究所跟進。

圖1. 圖2.

圖3. 圖4.

患兒3 男，8月，發現左鎖骨下結節1週，大小

1.0cm，質地較硬，與皮膚黏連。超聲檢查：左鎖骨下結

節掃描，見皮下0.16cm處一個大小1.1cm×0.9cm的低回聲

結節，邊界尚清，內回聲不均勻，見多發強回聲光斑，

未見明顯聲影，結節後方回聲似略有增強。CDFI:結節

周邊見帶狀血流信號包繞，內見點棒狀血流信號。行左

鎖骨下結節手術切除，術後病理：送檢淋巴結及纖維脂

肪組織內可見干酪樣壞死伴鈣鹽沉積。周圍伴類上皮細

胞及朗罕巨細胞。特殊染色未見抗酸桿菌。病變疑為結

核。病人轉入結核防治研究所跟進。

圖5. 圖6.

討 論

一、卡介苗免疫及發病機理：結核免疫屬於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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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是由T細胞介導的，有單核巨噬細胞参與的一個

複雜的免疫應答過程。卡介苗為减毒的牛型結核分支杆

菌菌苗，當機體皮內接種卡介苗後，經淋巴管引流，

進入淋巴系統，在巨噬細胞参與下合成和释放IL-1、

I L-2，使CD4細胞致敏及活化。當結核菌第二次進入

時，則與致敏的CD4細胞特異性“识別” 和結合，激

活、 合成和释放一系列淋巴因子和 MycoIF（分枝杆菌

抑制因子），由這些淋巴因子的综合协同作用產生抗

結核的細胞免疫效應。因此，接種卡介苗產生的T細胞

介導的細胞免疫反應的建立和一系列淋巴因子的综合协

同作用，是将結核菌圍歼在局部，将結核菌消滅在激活

的巨噬細胞之內，以良性的疾病癒痊為結局。小兒發生

卡介苗接種性淋巴結反應的原因與其自身的免疫功能有

関，菌苗的毒力、菌苗稀释不匀、注射劑量較大和/或

注射部位較深等均有可能促發這種異常反應。卡介苗接

種後異常反應分為4类：①異常的BCG原發综合征，包括

接種局部溃疡或脓腫及局部淋巴結炎；②非致死性局部

或全身病變；③致死性全身病變；④與卡介苗接種有関

的疾病。

二、臨床表現：卡介苗接種所致反應性結核性淋

巴結炎的特點：(1)多發生在婴幼兒期；(2)患兒均有

BCG接種史；(3)一般無結核中毒症狀，胸片無結核病

灶；(4)病變為左側三角肌区域淋巴結；(5)血沉不快， （本文编辑：李衛平）

PPD试驗多為阴性；(6)白細胞總數正常或稍高，淋巴細

胞稍增高。

三、病理特點：切除的淋巴結病理學檢查均符合

淋巴結核的病理改變，可見类上皮細胞、多核巨細胞及

干酪样坏的結核性肉芽腫样改變，部份以干酪样坏死為

主，並可見核結節。

四、超聲診斷特點：病變位於注射卡介苗同側的

腋窩和鎖骨區域，失去正常淋巴結形態，呈不規則形、

邊界尚清，內回聲雜亂，可見低回聲壞死區，病灶實性

部份可見豐富的血流信號。部份病變可見鈣化強回聲光

斑。鑒別診斷：(1)增生性肉芽腫期，需與淋巴結炎鉴

別，後者一般多發，但互不融合，髓質可見增宽，回聲

增強，臨床表現有红、腫、热、痛等典型的炎症特征；

(2)干酪样坏死期，需與恶性淋巴瘤鉴別，後者皮質回聲

明显减低，內部血流丰富且呈不規則树枝狀或紊乱型。

當遇到嬰幼兒腋下腫大結節，應考慮到接種卡介

苗所導致的注射部位同側的腋窩或鎖骨區域淋巴結反應

性結核性淋巴結炎的可能。不應單純的因為已接種BCG

而将淋巴結結核的診斷排除在外。超聲檢查可以显示病

變數目及性質，尤其是伴钙化者對診斷結核有較高的特

異性，對臨床確診有重要意義。如果確診為BCG性淋巴

結反應，單純手術切除即可治癒，術後勿需化療。

體、液體、造影劑或糞便，大小多為5~10mm[5]。憩室壁

增厚、強化為憩室炎的特異性征象[6]，常伴結腸周圍炎

性浸潤和腸壁增厚強化。如發生穿孔可見游離氣體征。

李雪丹等[5]研究表明CT在診斷結憩室及其併發症上具有

優勢。CT在鑒別急性闌尾炎穿孔、結腸癌穿孔和腸系膜

缺血等亦很有幫助。

結腸憩室病多無症狀，常以併發症為首發症狀。

因此，在臨床上，尤其是在急症室，對“原因未明”的

腹痛患者，亦應想及此病。影像學檢查，尤其是腹、盆

CT檢查，有助於此病的早期診斷及其與其他急腹症的鑒

姚希賢. 臨床消化病學. 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9:847.

張泰昌. 消化系統少見疾病. 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5:176-181.

潘國宗, 曹世植. 現代胃腸病學(第1版). 科學出版社, 1994:1307-1313.

Michael RB Keighley. Surgery Of The Anus, Rectum & Colon. 2nd. 

北京: 科學出版社(英文影印版), 2003:1381-1478.

李雪丹, 劉屹, 關麗明, 等. 螺旋CT在結腸憩室及其併發症診斷上的

價值. 中國臨床醫學影像雜誌, 2009; 20(3):217-219.

Buckley O, Geoghegan T, O'Riordain DS, et al. Computed tomograph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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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狀結腸憩室炎伴穿孔1例 

李瑞蓮 盧正烽* 李文俊 何志納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急診科

*通訊作者  E-mail:lls@kwh.org.mo

患者 男性，49歲，因“陣發性左下腹痛半天，加

重伴全腹痛4小時。”於2014年2月6日急診就診，並訴

尿痛及排水樣大便。既往有高血壓病史，膽囊切除術

史。否認近期外傷史。體查：T:37.5℃，P:106次/分，

R:20次/分，Bp:162/93mmHg。左下腹有明顯壓痛、反跳

痛，全腹未及包塊。心、肺、外生殖器及肛門指檢等

檢查未發現陽性體征。擬診為左下腹局限性腹膜炎於

急診行血、尿常規、血生化等實驗室檢查，均未見異

常；行腹、盆腔CT平掃＋增強檢查，報告示：降結腸末

段-乙狀結腸見一段腸管管壁增厚，伴周圍腹膜模糊及

見小氣泡影改變，考慮結腸炎伴穿孔及局限性腹膜炎改

變（圖1）。在留觀期間，患者體溫漸升至39.3℃，心

率110次/分，血壓平穏。收入院行手術治療，術前複查

血常規示血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比例均升高。術中可見

“全腹腔見渾濁膿液約400mL，乙狀結腸增厚、縮短、

水腫，見多量膿苔。乙狀結腸中部系膜對側緣見一約

0.5cm穿孔，可見膿液流出。”。術後病理結果示：符

合乙狀結腸憩室炎穿孔（圖2 見封3），且還可見2個憩

室樣病灶（圖3 見封3）。術後患者熱退，血白細胞及

中性粒細胞比例漸回覆至正常水平。

討 論

結腸憩室是指結腸黏膜經腸壁肌層缺損向外形成

囊狀突出的病理結構。多個憩室的存在則稱之為結腸憩

室病(diverticular disease of the colon, DDC)[1]。

根據病理學形態，DDC可分為真性憩室和假性憩室。按

病因可分為先天性和獲得性。臨床出現症狀的主要為獲

得性假性憩室，是結腸黏膜經結肠壁薄弱處疝出而形成

的袋狀突出物。腸內壓增高和腸壁有薄弱缺陷是引起結

腸憩室的必要條件。年齡及膳食結構是影響結腸憩室發

病的重要因素。

多數學者認為80%~85%無併發症的D D C為亞臨床

型，多終身無症狀，偶因鋇灌腸、纖維結腸鏡檢或屍檢

被發現[3]。僅少數患者有腹部不適、腹脹和排便習慣改

變，偶有腹痛。這些症狀無特異性。體檢常無特殊陽性

體征，偶有腹部壓痛或偶爾觸及腸絆。有相當一部份患

者以併發症為首發症狀[2]。其常見併發症為憩室炎，嚴

重者可發生穿孔、憩室出血或腸梗阻等，這時可有便

血、明顯腹痛等症狀，與急性闌尾炎穿孔、結腸癌穿孔

和腸系膜缺血等急腹症常難以鑒別。本例患者就以乙狀

結腸憩室炎伴穿孔為首發症狀來診。左半結腸憩室炎的

主要症狀為局限於左髂窩的腹部持續性疼痛或絞痛，且

疼痛較劇烈，進食後腹痛可加重，而排便後則可減輕。

另一常見症狀為腹瀉，然而當糞块與炎性腫块黏連引致

腸梗阻時則會表現為便秘。當炎症累及膀胱時則可出現

尿頻、尿痛等不適。查體可有耻骨聯合上壓痛。直腸指

檢可於骨盆的左側有觸痛，尤其當炎症累及附件時(女

性患者)，觸痛較明顯，此時需與急性盆腔炎相鑒別。

患者可有低熱，輕微血白細胞升高及血沉降加快。局部

的炎症可導致腸梗阻，表現為腹脹、全腹壓痛、腸鳴

音消失、嘔吐等，嚴重者還可能引起菌血症。當發生化

膿性腹膜炎時，患者情况會轉差，出現脫水、血白細胞

升高、發熱，甚至出現嚴重的循環衰竭。如發生結腸穿

孔，腸管內氣體及糞塊可漏入腹盆腔引起糞性腹膜炎。

其表現與化膿性腹膜炎相似，但嚴重的循環衰竭及內毒

素血症會更常見，且病情會嚴重得多[4]。

結腸鏡檢查是單純性結腸憩室最直接、最有價值

的診斷方法，然而結腸鏡檢查有其限制，尤其是伴有穿

孔等併發症時，更是其禁忌。由於有相當一部份患者是

以併發症為首發症狀，因此影像學檢查為診斷伴有併發

症憩室病的主要方法，當中以CT檢查最有價值。憩室在

CT的表現為細頸樣結構與結腸管腔溝通的突出於結腸壁

外的囊袋狀突起，壁菲薄，輪廓光滑，其內可充盈氣

（下轉71頁）

圖1. 腸管管壁增厚(細箭頭處)，伴周圍腹膜模糊(粗箭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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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rhaave's綜合癥1例報導

何家駒1 崔鳳東*1 朱偉國2 陳正煊1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普通外科  2.心胸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 fengdongcui@hotmail.com

患者 男，59歲，因“劇烈嘔吐後出現左胸部疼痛

10小時”入院。胸部CT發現縱隔積氣、左側胸腔積液，

接行食道碘水造影和CT檢查發現造影劑自食道下段向縱

隔滲漏（圖1）。診斷為自發性食道破裂（Boerhaave's

綜合癥）。在左側胸腔閉式引流後急症胃鏡，發現胃食

道交界以上約2~3cm食道左後壁破裂，用鈦鋏封閉。術

後3天起患者出現發熱，逐漸出現感染表現，第5天複查

胸部CT提示縱隔感染、雙側胸腔積液。行胸腔鏡下左側

膿胸清除＋縱隔腔切開引流＋右側胸腔閉式引流＋營養

管胃造瘻手術。經抗生素、胃腸內外營養等治療後，第

2週拔除鼻胃管及逐步恢復進食，複查CT提示縱隔、雙

側胸腔積液後逐步拔除胸腔引流管及胃造瘻營養管。經

過35天的治療，患者康復出院。

討 論

自發性食道破裂是指因劇烈嘔吐等原因導致腹內

壓突發急劇升高，結合上段食道括約肌因抗返流而關

閉，引起膈上食道的全層破裂，結果導致縱隔及左側胸

腔化學刺激、細菌感染而產生的一系列臨床表現。這種

表現於1724由荷蘭醫生Herman Boerhaave首先描述，故

稱為Boerhaave's綜合癥，約佔食道破裂的15%[1]，其中

約90%是位於距胃食道交界近端2~3cm的食道左後壁的縱

向破裂[2]。Boerhaave's綜合癥是最致命的消化道穿孔

之一，有報導指出即使經過合適的治療，死亡率仍可高

達30%，在沒有治療的情况下，死亡率可超過90%[3,4]。

典型的Boerhaave's綜合癥臨床表現包括胸痛、嘔吐

圖1.造影劑自食道下段向縱隔滲漏

‧病例報導‧

Brinster CJ, Singhal S, Lee L, et al. Evolving options in th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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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皮下氣腫，稱為Mackler三聯征[5]，然而，有報導指出只

有14%的患者有上述的表現[6]，皮下氣腫往往在疾病的晚

期才出現。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容易與心肌梗塞、心包

炎、自發性胸氣、肺炎等混淆，影響早期診斷的成功率。

胸部平片目前仍是診斷Boerhaave's綜合癥的初步

及重要檢查，大多能發現左側胸腔積液合併肺不張，其

次，還能發現左側氣胸、液氣胸、縱隔積氣等，隨之行

胸部CT便能確診。食道碘水造影也能提供較準確的診斷

率，能明確造影率滲漏的位置，是被大多學者推薦的確

診檢查[7]。內鏡併不應用在診斷上，而在有充份胸腔引

流的條件下，可用於封閉破裂口。

Boerhaave's綜合癥的標準治療是早期的胸腔、縱隔

腔的清創引流、食道破裂的一期縫合或置入T形管以形成

可控制的瘺管[8]。還需要廣譜抗生素、抑制胃酸、預防返

流、胃腸減壓、胃腸外營養、經空腸造瘺管營養支持等的

治療也很重要。在早期年代，普遍認為在發病後24小時內

施行手術是治療的金標準[9]，因延遲手術使一期縫合變成

困難，術後滲漏的風險可達50%。在這種情况下，放置T形

管以形成可控制的瘺管，是一種可行的方式[10]。而在近

期，隨着內鏡下治療成功的報導，de Schipper[11]系統分析

自1975以後的英語文獻，發現保守治療、手術治療及內鏡

治療的存活率為75%、81%及100%，總結出當診斷在48小時

之內，無敗血症情况下，可行內鏡治療；如診斷在48小時

之內但有敗血症表現，推薦手術治療；保守治療只適合於

診斷在48小時以上且無敗血症表現的患者，但相關的報導

很少，但如出現敗血表現，也需手術治療。近年也有報導

指出胸腔鏡手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術後滲漏發生率與開

胸手術併無差別，在生命體征穩定、細菌污染程度較少的

情况下是較好的一種手術方式[12]。

（下轉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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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超聲診斷胎兒脊柱裂1例 

黃艷慶1 蔡嘉慧1* 李峻2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婦產科 2.醫學影像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pentecostchoi@yahoo.com.hk

討 論

胎兒脊柱裂是胎兒神經系統常見畸形之一，主要

特徵是背側的兩個椎弓未能融合而引起的脊柱畸形，脊

膜和（或）脊髓通過未完全閉合的脊柱疝出或向外露

出[1]，發病率約為1/1000~1/2000[2]。其病因不明，骶

尾部多見90%，頸部罕見2%~4%[3]，常合併脊膜膨出或脊

髓脊膜膨出、腦積水、羊水過多等畸形。

脊柱裂聲像圖特徵包括脊柱異常的直接徵象和顱腦異

常的間接徵象。运用以下切面行產前篩查意義重大[1,4]。

一、脊柱異常的直接徵象：通過脊柱橫、矢和冠

狀切面聯合掃查，對脊柱進行較完整的掃查。

二、顱腦異常的間接聲像：1.香蕉小腦征：常有小

腦異常，小腦變小、彎曲呈“香蕉狀”。2.檸檬頭征：橫

切胎頭時，可觀察到前額隆起，雙側顳骨內陷，形似檸

檬，稱為檸檬頭征。此徵象在孕24週前診斷的敏感度約

98%。3.顱後窩池消失。4.腦室擴大和腦積水：隨孕週增

加，腦積水逐漸加重。5.孕24週前，頭圍和雙頂徑可能低

於孕週的第五百分位，但隨孕週增加，腦積水的加重，可

能會大於孕週[5,6]。

其機制：椎管壓力低於顱腦壓力，導致小腦蚓部疝

入枕骨大孔、第四腦室、小腦幕和延髓移位、後顱窩池消

失，呈"香蕉小腦"，又稱為Arnold-Chiari Ⅱ型異常。由

於小腦下移，使中腦導水管伸長、縮窄、下移的小腦可與

延髓、脊髓黏連，導致小腦延髓池閉塞，第四腦室中央

管、中腦導水管黏連，發生梗阻性腦積水，因此多數表現

腦室繼發性擴張。約80%~90%的脊柱裂均有Arnold-Chiari 

Ⅱ型異常。另外，由於脊柱後壓力減低，傳至胎頭頭部。

胎頭具一定可塑性，使胎頭形態也有改變，呈"檸檬狀"

頭，即額骨內陷[4]。據文獻報導，腦部特徵對於診斷脊柱

裂的敏感性可高達99%，而小腦異常特徵幾乎無假陽性，

不管孕週大小，脊柱裂胎兒95%可出現小腦異常。檸檬頭

征被認為與脊柱裂有很大的關係[2]。

分析本病例：其病變位於骶椎且病變部位較小，無

明顯脊膜膨出，導致脊柱異常的直接徵象在超聲檢查時不

易被發現，但超聲檢查中發現存在顱腦異常的間接徵象而

決定行引產，結果診斷出脊柱裂。由上可見，當脊柱裂

病變較小，胎兒仰臥位或孕週過小時，超聲常難以發現

脊柱裂的直接徵象，若不注意顱腦改變，易導致漏診。

孕婦 32歲，因“孕21＋週，發現胎兒小腦形態異常

3月”於2014年6月24日入院。孕婦多次在院外及本院超

聲均提示：胎兒頭顱光環呈檸檬形（圖1），小腦呈香蕉

形（圖2），脊柱呈雙光帶平行排列，整齊連續，背部

皮膚線連續。羊水穿刺示42×Y。於2014年6月24日在B超

引導下行羊膜腔穿刺滅胎術＋Cytotec引產，第二天排出

一男性外觀死胎，檢查呈檸檬頭狀，背部骶尾部皮膚完

整。後屍解見胎兒腰骶部中線部位見一直徑約0.3cm瘺管

（圖3、圖4），診斷：胎兒脊柱裂。

圖1.雙側額骨內陷(箭頭所示),呈"

檸檬頭"

圖2.小腦失去正常形態(箭頭所示),呈

"香蕉小腦",後顱窩池消失

圖3、圖4  胎兒腰骶部中線部位見一直徑約0.3cm瘺管(箭頭所示)

李勝利. 胎兒畸形產前超聲診斷學. 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4:13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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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朱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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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球菌中毒休克綜合癥一例

姚時賢* 何健菁 黃耀斌 黃淑健 朱茜 黃艷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婦產科

*通訊作者  E-mail:yaoshixian@gmail.com

病患者 女性，36歲，因“性交後腹痛1天，發熱

半天”入院，既往史體健，曾順產1胎。入院時查體

T39.1℃，全腹有壓痛、反跳痛。婦科檢查：陰道膿性分

泌物，宮頸光滑，舉痛，子宮如孕7週大小，壓痛，雙

側附件區壓痛，未及明顯包塊。CBC:WBC:33.0×10E9/L、

NEU:0.982, TBIL:42.4μmol/L、DBIL:110μmol/L。B超

提示:子宮肌瘤，附件未見包塊，宮後見少許液暗。

腹盆腔CT示：1.子宮多發肌瘤，約0.6~2.0c m；2.下

腹-盆部腹膜稍增厚；腹盆腔少量積液；3.輕度脂肪

肝；4.其餘腹盆CT平掃＋增強未見明顯異常。入院後

予AZITHROMYCIN及 FLAGYL靜滴抗感染治療後症狀無緩

解，次日改用MERONEN靜滴，腹痛及發熱症狀亦無明顯

緩解，出現低血壓，BP 74~87/39~46mmHg。複查CBC WBC 

3.2×10E9/L、晚幼粒0.03、嗜中杆狀粒細胞 0.22, RBC 

2.47×10E12/L, HGB83g/L, PLT 33×10E9/L, AST 105.1U/L, 

ALT49.8U/L, TBIL105.57μmol/L, DBIL40.4μmol/L, IBIL 

65.17μmol/L, CREA 156μmol/L, PT 18.7sec, APTT 

70.1sec, INR 1.68，Na 134mmol/L, K 3mmol/L, Ca 

1.82mmol/L, 血氣分析 PH 7.232，PO2 58.5mmHg, PCO2 

27.1m m H g，出現肝腎功能損害，凝血功能異常，考

慮感染性休克，予轉IC U。入院第3天B超見腹腔液暗

7.7×5.9cm，行腹腔刺穿術抽出膿液300ml。即行腹腔鏡

探查行腹盆腔膿清除術+闌尾切除術，鏡下見子宮增大

如孕9+週，見不規則突起肌瘤結節，表面覆蓋膿苔，雙

側卵巢水腫，上覆膿苔，雙側輸卵管均充血、水腫，傘

端充血明顯。盆腹腔積膿約1100ml，闌尾1×7cm，呈水腫

及迂曲，表面充血。術後轉ICU予MERONEM及VANCOMYCIN

抗感染，升壓抗休克治療，輸血RBC，新鮮冰凍血漿及

血小板治療，症狀緩解。陰道液培養出無乳鏈球菌（B

族）+化膿性鏈球菌（A族）。腹水及腹腔引流液培養

出化膿性鏈球菌（A族）。診斷：鏈球菌中毒性休克綜

合征，急性盆腔炎。予改用AUGMENTIN靜滴抗感染治療

5天後病情好轉而轉出病房，但有反覆低熱，軀體出現

散在點狀紅色皮疹，複查肝腎功能凝血功能，RBC及PLT

恢復正常，但血WBC:17.5×10E9/L、NEU:0.801仍偏高，

‧病例報導‧

改用VANCOMYCIN及FLAGYL靜滴後患者熱退，複查腹部B

超均未提示隱匿性或包裹性積膿，體格檢查全腹無壓

痛、反跳痛，子宮及雙側附件無壓痛。術後22日複查

WBC:14.4×10E9g/L、NEU:0.727，皮疹較前減少，並有脫

屑，予出院。門診隨診無發熱，複查血CBC恢復正常。

討 論

鏈球菌中毒性休克綜合征（streptococcal toxic 

shock syndrome, STSS）系鏈球菌感染所致的中毒性休

克，表現為一系列臨床症狀和體征，其特徵為出現休克

及多器官衰竭，由Willoughby在1983年報導並命名[1]，

其發病率約為3.5/100,000，病情進展迅速，病死率

高，約為30%-60%[2]。所有年齡段均有可能發生。A族β

溶血性鏈球菌是引起STSS的主要致病菌[3]，α草綠色鏈

球菌和B族β溶血性鏈球菌則較為罕見。A族鏈球菌最常

見的侵入門戶為皮膚，陰道及咽部。然而臨床上有將

近45%的STSS患者不能確定病菌的侵入門戶[4]。嚴重A族

鏈球菌感染的高危因素包括：輕微創傷，使用NSAID藥

物，近期手術史，病毒感染及產後。目前STSS 的發病

機制尚未完全明瞭，目前認為與鏈球菌毒素誘導多種炎

症細胞因子釋放導致毛細血管滲漏和組織損傷有關。

該病潛伏期短暫，起病急驟，全身毒血症症狀及

體征明顯，高熱或超高熱，畏寒或寒顫，常伴有頭痛、

消化系統症狀（噁心、嘔吐、腹瀉）及水、電解質、酸

碱平衡紊亂，低血壓，休克。嚴重者可出現多臟器功

能衰竭。腎功能衰竭可繼發ARDS，並可同時伴心功能異

常。神經系統異常表現為神志不清、昏迷、大小便失禁

等。體檢可見中毒面容，草莓舌，口周蒼白圈，全身猩

紅熱樣皮疹，四肢可見對稱性出血性皮疹，關節處紅腫

熱痛及肌肉觸痛。另有重要症狀為壞死性筋膜炎和鏈球

菌性肌炎。

實驗室檢查可見血紅蛋白尿、血清肌酸及肌酸激

酶增高、血清白蛋白下降、低鈣血症等。早期血液學檢

查僅有輕度白細胞下降，無明顯核左移；血小板亦正

常，隨着病情進展，血液學可發生明顯變化，尤其是血

小板可迅速下降。疾病後期常見肝腎等功能異常。 

（下轉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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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聖賢(1)—對誤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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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有一句言簡意賅卻極為傳神的名言，是18

世紀英國詩人Alexander Pope所寫：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照英文的翻譯應為：凡人皆有過，

唯神能寬恕。但中文中有一句話亦與此有異曲同工之

妙：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診斷錯誤(diagnostic errors)或稱誤診(misdiagnosis)

是一個古老的醫學話題，從有診斷之日起，誤診便相隨

而生。誤診又是臨床醫學永恒的話題。臨床上高誤診率的

主要原因在於目前醫學發展的局限性，人類對很多疾病

還沒有充分的認識。誤診是導致醫療風險的重要原因之

一，因此要研究醫療風險，誤診現像是必須研究的內容。

誤診的定義：傳統的和期刊雜誌中介紹的誤診文

獻，通常包括以下3種情况，錯誤診斷（甲病診為乙

病）、延誤診斷（確診時間延長）、漏誤診斷（同時存

在主要疾病的遺漏），這3種情况一般均稱為誤診。“誤

診是指病人在應診時，所具有的全部客觀資料已能够確

診為某一疾病，以及由於當時的客觀資料不全，暫時無

法確診為疾病，接診者又未積極收集，全面分析各項資

料並進行必要的會診觀察隨訪，而盲目診斷並投以無效

治療而使病情延誤的現象”。任何一種社會實踐活動，

都離不開時間、地點和條件，醫生診病也是一種社會實

踐活動，自然不能例外。病程也屬於時間的範疇，疾病

發展至某一階段顯然較疾病初起時較容易診斷。地點和

條件更決定着疾病診治水平，也是誤診率差別的主要原

因，故障分析和討論某病的誤診情况時，不能撇開所處

的環境。

研究誤診現象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掌握它的規

律。誤診現象既伴隨醫生的診療實踐活動而產生，亦將

伴隨醫生的診療活動而終止。人們的認識來源於社會實

踐，只有通過實踐活動才能逐步達到真理性的認識；客

觀真理沒有終極，人們的認識亦無止境。盡管隨着醫學

科學的發展，診療儀器不斷推陳出新，醫生用以診病的

感官不斷在時空中延伸，對疾病的認識從表像逐步深入

到本質，人們在發現一種新病種的同時，也在糾正或否

定先前的診斷，但誤診現象仍然會像影子一樣存在，所

以誤診學的研究任重而道遠。作為一名醫生，盡管飽經

風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對一時一病的誤診是難免

的。關鍵在於永不脫離醫療實踐，不斷更新知識，走出

停頓不前的誤區，才能少犯或不犯診斷上的錯誤，造福

病人，造福全人類。

誤診，從字面上理解，誤診就是錯誤的診斷。一

旦醫療機構出現誤診，有些患者就當然地認為醫療機構

就構成醫療事故。事實並非如此，誤診在臨床醫療中有

時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違反醫療常規與規範的誤診才有

可能構成醫療事故。違反醫療常規造成的誤診，也並不

當然就是醫療事故，只有符合醫療事故法定構成要件才

能定性為醫療事故。違反醫療常規造成誤診，認定醫療

機構存在過失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該過失沒有造成醫

療事故分級標準規定的人身傷害後果，則不屬於醫療事

故，如果與患者的人身損害後果不存在因果關係的，也

不屬於醫療事故。

誤診雖然是導致或發生醫療風險的重要因素，但

是它和人們平時說的錯誤和過失有許多不同之處，不能

混為一談。由於“誤”和錯誤混為一談，很容易讓人費

解，給法學界增加了難題。在人們的心目中，誤診和過

錯、失誤、過失是同義詞。因此它既不能代表本質，又

會給人們無故地增加麻煩。所以必須用更準確、更科學

的詞匯來描述。關於確診的時間性，是與診斷延遲密切

相關的。究竟什麼時間確診算做延遲，這在診斷學和醫

學統計中都有明確的規定。如臨床上有3日確診率，7日

確診率等，這些都已經有了遵循的標準。以下情况不屬

於誤診：①疾病之初起，只顯露某些表象，尚未顯露該

病的本質或未確定診斷時，而做一些對症治療。②只針

對某病的一個臨创床表現進行治療，如針對紅斑狼瘡病

程中出現的貧血進行治療。③具有類似或同一症狀的疾

病，對其中之一進行治療時，如腹內疝診斷為腸梗阻而

行剖腹探查。④兩種需在微觀結構上甚至需在分子水平

上始能做出鑒別診斷的疾病。⑤疑難病或新病之初始。

急性闌尾炎是“急腹症”最常見的病因之一，盡

管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了現代影像技術（如超聲波、

CT、腹腔鏡等）在診斷擬診闌尾炎時的準確性，但誤

診仍是一個常見問題[1,2]。文獻報導在意識正常且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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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較少的蛛網膜下腔出血的患者中誤診率可達12%[3]。

胰腺囊性新生物(cyctic neoplasms of the pancreas, 

PCNs)的術前評估中誤診是常見現象，但這些錯誤只在

少於10%的患者中具有臨床意義[4]。美國每年因誤診而

死亡的人數高達8萬人，重症監護病房(ICU)誤診導致兒

童的死亡風險更高。最近，馬裏蘭州立大學醫院兒科醫

生Custer[5]對此進行了全面調查，發現20%的死亡病例

是由於醫生誤診導致的，感染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是最

常被誤診的疾病。該研究發表在近期出版的Pediatric 

Critical Care Medicine雜誌上。研究結論表明，PICU

誤診的潛在致死率為6.4%，NICU誤診的潛在致死率為

3.7%，感染性疾病是誤診的主要對象。文章呼籲，希望

有更多的臨床醫生關注ICU診斷和誤診對患兒疾病結局

和生存的影響，量化兒科重症監護病房的誤診率，尋求

解决方案以减少誤診相關傷害的發生。但是，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誰又能保證在整個診療過程中完美得滴水不

漏呢？

我們需要的安全文化是心態(m i n d s e t)承諾

(commitment)和鍥而不捨(keep on carving)的安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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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S診斷依據為低血壓和正常無菌部位分離出鏈球

菌，還包括以下兩項或以上：腎功能受損，凝血功能障

礙，肝功能受損，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皮疹及軟組織壞

死。病灶革蘭氏染色塗片發現成對的或鏈狀革蘭氏陽性球

菌可以對一些病例提供早期診斷的線索。該病例腹水及陰

道液均培養出A組β-溶血性鏈球菌，並有低血壓，血小板

減少，DIC，肝腎功能損害，全身皮疹及脫屑，所以可確

診為STSS。本綜合征臨床有時易與金葡菌TSS，傷寒热，

川崎病等相混淆，鑒別有賴於病原學檢查。

預防與治療：外傷者應對局部及時清創、引流，

術後應注意必要時應用抗生素預防感染，呼吸道疾病流

行季節注意呼吸道隔離。休克的搶救、重要臟器的保

護、有效抗生素尤其是大劑量青霉素的應用是治療的關

鍵[5]。對青霉素過敏者可應用紅黴素或林可黴素、頭孢

菌素、萬古黴素等。丙種球蛋白(IVIG)可抑制超抗原所

引起的T 細胞免疫應答反應, 近年來有很多IVIG 治療

STSS 有效的報導。也有血漿置換成功的報導。該病發

病急驟，進展快，病死率高，所以在臨床上要提高對本

病的認識，注意早診斷早治療。

（本文编辑：丘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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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進行心肺復甦的倫理、誤解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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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的概念1960年於《心肺復甦基本原則》

中首次提出，內容包括“如果健康人士出現心跳停止，

醫生應該盡力復甦，以期回覆正常狀態”[1]。起初，心

肺復甦多用於心臟疾病導致的心跳停止，有望成功轉逆

病情。隨着復甦意識的增強，設備技術的進步，心肺復

甦逐漸超出心臟疾病的範圍，成為住院患者臨終前必經

的治療步驟[2]。並非所有患者都需要進行心肺復甦及後

續的氣管插管、機械通氣等治療，不但難以有效逆轉病

情，還有可能出現肋骨骨折、內臟損傷、腦損傷等併發

症，造成患者家屬及醫療人員不必要的傷害[3]。心肺復

甦能否成功，患者身體狀况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原本健

康的患者有可能成功復甦。高齡、末期腫瘤、心衰、慢

性阻塞性肺病、癡呆等患者，心肺復甦效果差[4]。研究

顯示：室顫，無脈性室性心動過速的患者心肺復甦後，

約34%可出院[5]，但惡性腫瘤患者心肺復甦後後，僅

2.2%可出院[6]。如果患者處於不可治癒疾病的終末期，

有可能在數日內死亡，CPR不但難以成功，還會增加患

者的痛苦和醫療資源的浪費，導致患者在創傷和無尊

嚴的狀態下離世[4,5]。和患者家屬討論是否實施心肺復

甦，敏感又容易招致誤解，增加了醫護人員的壓力[7]。

是否進行心肺復甦，一些指南提供了醫學、倫理和法律

的原則可供參考[5,8-11]。但同時也強調，決定是個體化

的[5,8-11]，需綜合考慮治療的成效、風險、負擔、患者

對治療的取向、生命價值觀、文化教育背景、既往醫療

經歷及同家人的關係，需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尊重當

地的文化傳統。

一、基本概念

心肺復甦(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心肺復甦指當心跳停止時為維持通氣和循環進行

的有創性的操作，目的是爭取時間維持重要器官功能並

試圖恢復心跳。最基本的CPR包括胸外按壓和人工呼吸。

有條件時，還包括電除顫，藥物注射和機械通氣[5]。

不進行心肺復甦(do-not-attemp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DNACPR)：不進行心肺復甦指如果隨着病

情進展，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心肺衰竭，CPR違背患者的

意願或不符合最佳利益原則，做出的不進行心肺復甦的

決定。不進行心肺復甦僅限於心肺復甦，不包括其他的

舒緩治療措施。不進行心肺復甦，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兩

個條件：1.患者的身體狀况不斷退化，可預見心肺衰竭

將不可避免地發生；2.CPR違背患者的意願，不符合最

佳利益原則。不進行心肺復甦包括住院患者及重病的非

住院患者[5]。

最佳利益原則：如果患者缺乏判斷能力，需要綜

合考慮以下因素評估治療及護理是否恰當，包括治療的

利益、負擔和風險等醫療因素和患者的處境、希望、信

仰、要求等非醫療因素[10]。最佳利益原則不局限於醫

療，還包括情感，社會保障等[5]。

二、倫理學框架

當臨床判斷遇到困難時，醫學倫理學的四個原則

可供參考：1.尊重患者的自主權；2.維護患者最佳利

益；3.不傷害；4.避免無效治療[12]。

不進行心肺復甦的倫理學框架包括：

1.如果心肺衰竭已不可避免，醫生應選擇時機和

患者家屬進行討論。討論最好在患者清醒的狀態下預先

進行，避免緊急狀態下的匆忙決定[5,8-11]。2.如果沒有

預先的DNACPR聲明，患者沒有表示拒絕CPR，突然出現

心肺衰竭應進行CPR，除非有明確的依據CPR難以成功。

如果患者疾病終末期，死亡已不可避免，CPR也難以成

功，經過慎重考慮，心肺復甦並不恰當，不進行心肺

復甦的決定應該得到支持[5,8-11]。3.DNACPR不是一成不

變的。作為預先的臨床判斷和決定，DNACPR便於在患者

發生心肺衰竭，需要立即決定治療方案時提供指引。

即使患者已有預先DNACPR的聲明，醫生也需要重新審視

在目前的狀態下DNACPR是否仍然合適。如果心肺衰竭是

可以逆轉的，例如窒息、誘導麻醉、過敏反應、氣管

套管的堵塞或脫落等，即使患者已預先聲明DNACPR，仍

應該進行CPR[5,8-11]。4.下述情况需要重新評估DNACPR是

否恰當：(1)患者病情穩定或出現好轉；(2)患者轉介至

其他醫療機構或部門接受治療；(3)值班醫生夜間做出

的DNACPR決定，第二天該醫療團隊的專科醫生需重新評

估[5,8-11]。5.必須讓患者家屬了解，DNACPR僅限於心肺

復甦，其他緩解患者症狀的舒緩治療仍會繼續[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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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神志清醒的患者可以拒絕治療，但不能強迫主管醫生

執行不當的醫療操作[5,8-11]。同樣，家屬也不可以這樣

要求醫生。醫生不需要被迫實施醫療團隊認為不恰當的

操作[5,8-11]。

三、鄰近地區的法規或指引

香港：香港醫管局1998年訂立了針對住院患者不

作急救的內部指引。如果患者病情嚴重和不可逆轉，醫

生需要預先考慮，倘若患者心臟停頓，是否應該實施心

肺復甦。大部份住院的末期病人可不接受無效的心肺復

甦，得以安詳離世。由於越來越多人患有嚴重和不可逆

轉的慢性疾病，在家中和院舍接受照顧，不作心肺復

甦的指引需要涵蓋這類病人，2014年10月香港醫管局更

新了不作心肺復甦的內部指引。主要更新包括：1.將不

作急救(do not resuscitate, DNA), 改為不作心肺復

甦(do-not-attemp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DNACPR)，避免不盡力照顧病人或不作所有醫療照顧的

誤解；2.更新改進了住院病人的指引；3.新增了非住院

病人指引。不作心肺復甦的基本原則包括：1.尊重病人

自主；2.如果未能知悉病人的決定，考慮病人的最佳利

益；3.決定病人的最佳利益，需要與病人和家人商討，

務求達成共識；4.不可以強制醫護人員提供不符合病人

最佳利益的治療。評估患者是否適宜DNACPR，需要適當

資歷的醫生（專科醫生）做出決定；在病人不清醒，沒

有家人或非住院患者，需要兩位醫生做出決定，其中

至少一位是專科醫生。指引強調放棄無效用的心肺復

甦，不等同放棄照顧患者，必需繼續關心患者及家屬，

必需繼續提供基本照顧和舒緩治療。指引強調溝通的

重要性，需要有同理心，注意表達的技巧，以達成共識

為目標。指引也強調醫院要為前線同事提供適當的培

訓。由於部份病區夜間沒有專科醫生在病房，DNACPR必

需由專科醫生及時評估有一定困難，2016年1月香港醫

管局再次更新了不作心肺復甦術內部指引[5]，主要更新

包括：1.末期患者既往有醫管局醫院就診的記錄，緊急

狀况下有明確的不行心肺復甦的適應症，急請專科醫生

回院認可不作心肺復甦，不一定能增加評估的優勢，在

此特殊情况下，可由高年資專科培訓醫生進行評估，但

僅限於夜間無專科醫生的病區；2.值班醫生夜間做出的

DNACPR決定，第2天應由該團隊的專科醫生認可；3.將

“毀滅性腦損傷”改為“毀滅性和長期腦損傷”。指引

強調，溝通的過程不是要求患者和家屬做出是否進行

CPR的決定，而是醫生提供臨床資訊讓患者和家屬理解

CPR是個強差人意的選擇。醫生根據患者的意願和最佳

利益原則作出DNACPR決定，法律上不需要患者或家屬簽

名[5]。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在2006年發出《預設醫療

指示》諮詢，因市民和社會對此概念未必熟悉，香港目

前立法。

台灣：2000年5月，臺灣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安寧

緩和醫療條例》，並在同年6月公佈實施。末期患者可

以通過預先簽署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保障了臨

終自然尊嚴死亡的權利。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病，經

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

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

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施予緩解性、

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生活品質。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應符合下列規定：1.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

病人。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2.應有意願人簽

署之意願書。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到其法定代

理人的同意。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應由法定代理

人簽署意願書。末期病人無簽署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

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

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

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

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

反。醫師應將病情、安寧緩和醫療之治療方針告知末期

病人或其家屬。病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及各種醫

療選項時，應予告知。末期病人符合規定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醫師應將病情、安寧緩和醫療

之治療方針及維生醫療抉擇告知末期病人或其家屬。如

病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及各種醫療選項時，應予

告知。醫師應將討論事項，詳細記載於病歷；意願書或

同意書並應連同病歷保存[13]。

2013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告實行了“安寧緩

和醫療條例部份條文修正案”，修正重點整理如下包

括：1.將安寧緩和醫療、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及不予維生

醫療三者分別定義。2.意願書可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

作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抉擇。3.簡化以同意

書撤除維生醫療之程式。4.解釋關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之“無最近親屬者”臨床執行疑義[14]。

新加坡：新加坡國會1996年三讀通過《預先醫療

指示法令(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 act, AMD)》,

並於次年生效。年滿21週歲，心智健全的任何人都可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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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預先醫療指示。預先醫療指示屬於法律文件，必須在

兩名見證人見證下完成和簽署，然後提交至預先醫療指

示註冊處備案才能生效。兩名見證人中，一名必須是病

人的醫生，另一見證人必須至少21週歲。此外，這兩個

證人必須與患者的死亡無任何利益關係。該檔註明簽署

人在身患絕症、永久失去意識或行將死亡時，醫生無需

使用任何維持生命的治療方案來延長自己的生命。法令

不允許任何可導致或加速病患死亡的行為。新加坡衛生

部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底，已有超過兩萬人簽署預先

醫療指示，包括國父李光耀。

2011年新加坡推行了《預先護理計畫》[15]，涵蓋

範圍則更廣，除了病危時的醫療指示，還包含病人希望

在哪兒終老、獲得怎樣的醫療照料、由哪名家庭成員代

做決定、病人對存活的定義是什麼等概括性問題，不具

法律約束力，但有合法性。

中國：中國目前還沒有制定臨終患者心肺復甦的

法令或法規，但2013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

權益保障法》[16]正式施行。該法律第26條賦予了老年

人自主選擇監護人的權利。

四、常見的誤解

瑞典超過75%的住院患者事先簽訂了DNACP R聲明

書[17]，荷蘭該比例由1990年的46%增加至2010年的

81%[18]，美國超過六千萬人簽署了生前遺囑[19]。病人

自主權的原則在西方社會容易被接受，但東方社會的

家庭價值觀，家屬代表患者的意願[20]，DNACPR的討論

多在醫生和家屬之間進行，且大多數決定是在患者即

將離世前做出的[21]。討論DNACPR是一個和患者家屬達

成共識的過程，解釋和溝通非常重要[22,23]。臨終患者

的擔心是類似的，包括擔心疼痛、無尊嚴、被拋棄和

被隱瞞[24]。除了醫療，醫生還有職責指導患者及其家

屬接受即將降臨的，無法避免的死亡，並為此做好準

備[20]。醫生應該表現開放、誠懇、憐憫的態度，耐心

聆聽。如果患者家屬表現出焦慮、擔心、拒絕、氣憤、

內疚的態度，醫務人員應該理解疏導，避免進入對抗的

局面。在DNACPR討論前營造和諧的氛圍，利於互相理解

並達成共識[8]。

當醫生評估CPR無效而患者家屬要求積極搶救時，

家屬可能存在誤解。常見的誤解包括：1.誤以為CPR代

表積極救治，不清楚CPR只是心外按壓、氣管插管、電

擊心臟、藥物注射以及後續的機械通氣等步驟。醫生

需要耐心了解原因，並針對性解釋CP R的內容和創傷

性，包括長期腦損傷的風險。2.醫護人員容易理解CPR

療效有限，但患者家屬對於CPR的理解多來自於電視等

宣傳，電視中CPR成功的比例可高達70%，家屬容易高

估CPR的功效[25-27]。家屬醫療知識和經驗受限，對家人

的擔心和焦慮進一步加重了他們的困擾，容易出現誤

解[28-32]。醫生應該理解並有心理準備，通過進一步解

釋，讓家屬理解終末期患者身體已很虛弱，CPR很難成

功，還會加重患者痛苦[33]。3.患者家屬容易將DNACPR

理解為“選擇生，還是選擇死？”，醫生應該清晰地告

知，DNACPR指順其自然，不再增加患者痛苦，並非安樂

死，更不會加速死亡。4.患者家屬覺得應該選擇要求而

不是放棄[34]。家屬擔心同意DNACPR後，患者會被放棄

或忽視。醫生需要強調明確，DNACPR只是不進行心肺復

甦，其他的治療，包括疼痛控制，舒緩治療仍會繼續。

由於缺乏專業知識和經驗，患者家屬可能存在誤

解。醫患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是選擇心肺復甦的主要原

因之一[35-38]。醫生如能耐心了解原因，並針對性解釋，

多數患者家屬都能理解。如果解釋後，爭議仍然存在，

可需求更有經驗同事的幫助，諮詢不經管該患者的專科

醫生的意見，進行病例討論或需求當地法律協助[10]。

應使用患者家屬易於理解的語言進行討論[39]。應該由

醫療團隊中最有經驗的醫生進行DNACPR的討論。和護士

一起討論是有幫助的，她們可以見證、協助並安撫患

者[5,40]。討論的結果需要在病歷中準確記錄。

五、討論的步驟和內容

如何和患者討論臨終安排？不應該僅局限於是否

進行心肺復甦，還應該關顧到患者家屬的需要：對死

亡的恐懼、希望了解預後、完成臨終願望、減輕身體

痛苦[2]。部份指引提出了開始討論，解釋預後，明確

要求，確定方案的四個實用的步驟，可供臨床醫生參

考[8,41]。

開始討論：大多數患者家屬都認為不進行心肺復甦

的討論應該由醫生提出[28]。相互支持信賴的醫患關係是

臨終關懷的基石。如果家屬能感受到醫護人員的真誠和

善意，討論會更坦誠和易於接受。“我們知道現在是您

和您的家人困難的時刻，疾病越來越嚴重。你們做得很

好，將病人照顧得很好。雖然病情已難以治癒，我們醫

護人員也會盡力協助舒緩疼痛、疲倦等症狀。我們需要

花些時間討論一項重要的問題：如果患者的病情進一步

加重，希望以何種方式度過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

解釋預後：人容易本能地去回避壞消息。焦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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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會進一步降低患者家屬的注意力和理解力。當病情

已不可治癒時，醫生應該明確地，善意地告訴患者及其

家屬不良預後。患者及其家屬容易高估預後，重複解釋

是有幫助的[42]。“雖然大家都希望情况能轉好，但我

必需明確地告訴您們，治療已不再有效。”

明確要求：當臨近死亡時，大多數患者的要求是

類似的：和家人或朋友在一起，減少疼痛，保持功能和

避免過度治療。“作為醫護人員，我們希望能盡量幫助

患者，避免患者不情願的治療。所以，我們需要了解，

患者希望怎樣度過生命的最後這段時光？”

確定方案：治療方案包括是否進行CPR及其他侵襲

性操作，如何有效地控制症狀，舒緩治療。溝通的過

程，不是要求患者或家屬決定是否進行CPR，而是提供

臨床資訊，讓患者及其家屬理解CPR是個強差人意的治

療選擇[5]。“某些患者停止呼吸心跳時，可以用電擊和

按壓胸廓等方法讓心臟繼續跳動，可以將一條管子插入

肺部並連接機器，讓肺部繼續運動。CPR在原本身體健

康的情况下可能有效，但就患者目前的狀况而言，因為

身體很弱，CPR很難成功。多數類似病情的患者會選擇

順其自然。”醫護工作者在職業生涯中多次治療臨終的

患者，但家屬陪伴親人去世的機會只有1次，家屬需要

時間去接受、理解和安心。在這個困難的時刻，家屬可

能懷有和事實不符的希望，醫護人員的理解、支援和指

引有利於最終達成有利於患者的共識[9]。當死亡已不可

避免時，需要告訴家屬侵襲性治療只能改變死亡的時間

和狀態，不能改變結局。措辭很重要，“拒絕搶救”容

易招致誤解，“選擇順其自然”家屬多能接受[43,44]。

“我們理解，您們希望患者有一線希望病情能改善。但

有創傷的治療幫助不大，還會讓他承受更多的痛苦。我

們現在需要做的是順其自然，舒緩他的症狀，不讓他承

受更多的痛苦。[8]”

是否進行DNACPR是複雜的，不僅僅是醫療判斷，

也和傳統，資源，習俗，法律密切相關。提供臨終

治療，需要足夠的專業知識，了解患者家屬的經歷想

法，結合當地法規習俗，保持同理心，運用溝通技巧。

DNACPR不是一成不變的，必要時需要重新評估。緊急狀

態下如何決定是否進行CPR，指引建議以病人最佳利益

作為決策的原則，但臨床實踐中似乎在傳達家屬才是最

重要的[20]。常見的障礙還包括家屬不在場，時間不夠

等[45]。醫生容易自覺培訓不足、經驗不足、尷尬和擔

心投訴[34]。醫院需要提供相關培訓和指引[5,9]。固定格

式的DNACPR同意書有利於協助判斷，溝通和記錄[46]。

和同組醫生及護士一起討論，團隊合作有利於克服個人

的擔心和不足[47]。學習有經驗的上級醫生如何和患者

家屬交談，在實踐中鍛煉，是提高臨終關懷的專業技能

的有效方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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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lwp9554@gmail.com

有幸進入醫學院校的醫學生，要經過嚴格的醫學生

教育和畢業後的培訓，才能成為合格的醫生，其路漫長。

醫學院是醫學職業化教育的起跑線，醫學教育要保證未來

的醫生具備職業精神和素養，有履行責任和獲取信任的能

力。但近100年來，全球醫學院校曾廣泛採納的以學科為

中心的課程模式，重視學生未來潛力的培養，體現了醫學

科學的系統性、基礎性和完整性。但這種課程模式過分強

調獨立學科知識的記憶，各學科之間、理論和臨床實踐之

間聯繫不密切。由於在醫學院校中強調背誦所學的知識，

無法及時應用於實際的臨床工作，大量遺忘。有研究顯

示，對醫學生學完基礎課程後的第1年、第2年和第3年進

行相同內容的重複測試。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只記住很

少一部份知識，達不到及格水平；僅少數學生記住了及格

水平的知識[1]。在這種課程模式下的醫學生，畢業後無法

滿足臨床實踐的需要，讓課堂上和書本上的知識轉化為臨

床實用知識需要一個消化吸收、檢驗和整合的過程。簡

言之，苦讀5年的醫學生畢業後不會看病，是一個普遍現

象，是醫學教育落伍滯後的結果。

醫學教育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變革，正從以結構和過

程為基礎的課程模式轉變為以勝任力為導向的課程模式。

1992年2月，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確認了6種綜合

能力作為所有醫學畢業生的基本能力要求：1.照顧病人；

2.醫學知識；3.以實踐為基礎的學習和進步；4.人際溝通能

力；5.職業素質；6.基於系統化的實踐[1]。可見，隨着時代

的進步，社會對醫學生和醫生的要求提高了。掌握上述6種

能力，並非易事；完善上述6種能力，可能要窮其一生。

從醫學院畢業，並不是理所當然地擁有醫生資格。

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對醫生的準入制度（醫生執照）

有嚴格規定。在中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

法》，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業本科以上學歷，在執業醫師

指導下，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試用期滿一年的才可

以參加執業醫師資格考試。中國醫師資格考試分為實踐技

能考試和醫學綜合筆試。近5年來，臨床執業醫師考試的

分數綫已經基本趨於穩定，集中於335~360分之間。筆試通

過率位於30%~45%左右，技能和筆試總體通過率應該維持在

30%左右[2]。美國醫師執照考試是一個三階式考試，分為一

級(Step1)考試、二級(Step2)考試和三級(Step3)考試。通

常，美國醫學生在二年級時參加美國醫師執照考試的一級

考試，四年級時參加二級考試，畢業後參加住院醫師培訓

項目，實習1或2年後再參加三級考試。惟有全部通過三級

考試，才能拿到美國的醫師執照[3]。根據美國醫師考試委員

會(NBME)公佈的數據，美國2003年考生人數為19608人，通

過率為93%；2004年的考生人數為19547人，通過率為94%。

德國的全科醫生培訓機制與美國類似，但在準入方面更為

嚴格。德國醫科大學學生自入學到畢業的學習期間，要經

歷國家級3個階段的醫生考試，考試的主管機構是國家考

試局，考試內容包括筆試、口試和實踐考試，其中實踐考

試均為專業性實際任務，考生將完成這項任務的過程和結

果以口頭或借助模型的書面材料予以闡釋。一般而言，每

輪考試的淘汰率為30%~40%，競爭十分激烈[4]。臺灣1987年

頒佈《醫師法》，規定醫師執業須經過2次考試，第一次

是在醫學生實習階段完成後參加臺灣地區統一組織的醫師

考試，合格取得醫師證書方可執業；第二次是完成規定的

專科醫師訓練計劃（一般3~4年），通過專科醫師學會的考

試，並經當地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獲取專科醫師證書。

取證後還要完成一定的繼續教育，每6年進行1次再認證[4]。

醫學生畢業後就能勝任臨床工作了嗎？畢業5年內的

醫生能稱職臨床工作嗎？讓我們來看看現實情况吧。一

所原衛生部部屬的三級甲等教學醫院的內科，對2013年所

有住院醫師185名（進修生142名/畢業3~5年、規範化培訓

生20名/畢業1~2年、留校生23名/應届博士畢業）。入科

時均做二道測試題以了解其病例書寫能力和搶救休克的

能力：①提供肺炎患者症狀場景，完成病歷中主訴及現

病史的書寫：②提供休克患者場景，書寫搶救休克的措

施。結果令人失望，總體不及格率超過50%，單就病例主

訴一項不正確率達88.6%，而進修生錯誤率明顯高於規範

化培訓生[6]。醫學生畢業後水平相差懸殊，分到縣醫院是

縣醫院水平，分到大醫院的是大醫院的水平。面對同樣的

疾病，不同的醫生有不同的水平。其根源在於，中國醫生

沒有實現“標準化”培養。和發達國家醫生相比，我國醫

生成熟期平均晚10年以上[7]。現實中，醫生的臨床水平參

差不齊，反映出畢業後未進行正規培訓的住院醫師完全不

醫生的成熟之路有多長？—醫生的職業化培訓（2）

李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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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勝任現代醫療環境下的住院醫師工作。因此，對醫學院

校畢業的醫學生開展系統規範的臨床技能培訓是由醫學生

成長為一個合格醫生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造全國住院醫師

同質化的必由之路。1993年，國家衛生部發出《關於實施

臨床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試行辦法的通知》[8]，正式在全

國展開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2013年12月31日，國家衛生

計生委等七部門聯合出臺了《關於建立住院醫師規範化培

訓制度的指導意見》，要求到2015年，各省（區、市）須

全面啓動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工作；到2020年，基本建立

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所有新進醫療崗位的本科及以

上學歷臨床醫師，必須全部接受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隨

着改革的深入，其培訓模式也從過去的“五年住院醫師”

改為“3+X”培訓模式。“3”是指醫學畢業生以住院醫師

的身份，在認定的培訓基地（醫院），接受3年的醫療實

踐訓練和通科教育，着重培養臨床診療能力。培訓結業

考核通過後，頒發全國統一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合

格證書》。第二階段的“X”是專科培訓，主要是鞏固和

加深專科理論和技能培訓，達到專科醫師準入的水平。

住院醫師規範培訓是醫學生畢業後教育的重要組成

部份，對於培訓臨床高層次醫師，提高醫療質量極為重

要。在醫生的職業化培訓中，規範化培訓起着承前（醫學

院校的醫學教育）啓後（終身的繼續醫學教育）的橋梁作

用，是造就醫學臨床專家的出發點。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培

養出適合臨床工作需要的能看病、會看病的“標準化醫

生”和醫學高級專家。

孫寶志. 世界醫學課程模式改革百年歷程與借鑒. 中華醫學教育雜誌, 

2012; 32(1):1-7.

臨床執業醫師考試歷年通過率分析. http://mt.sohu.com/201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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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CPD是一個更為廣泛的概念，除包括專業知識和技

能外，尚包含多方面能力的提高，涵蓋醫療、管理、

社會和個人的技能，超出了傳統的臨床領域範圍。

醫生的職業是終生學習的職業，入行時要學習，工

作中要學習，即使是退休也要學習。在知識爆炸的今天，

醫生讀書的量遠遠不足以跟上時代的變化。醫生本身要不

斷自我完善，提供醫生行醫的醫療機構也應積極鼓勵醫生

不斷進修學習。認為將近退休就不用學習無需提高，是荒

唐可笑的。設置障礙，不提供學習提高的條件，是與社會

的要求和進步格格不入的。

醫生是不容易退休的，醫生是一個使命感很強的群

體，醫生的職業也可以說是終身的職業。因為醫生的成長

過程太漫長了，要經過無數的失敗才積累的經驗太珍貴

了，經驗的積累是用病人的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豐富之

時已年近退休，所以還要回報社會。回報的方式是多種形

式和途徑的，繼續在臨床第一綫服務是一種方式，著書立

說也是一種方式，開班授徒也是一種方式，閑賦家中普及

醫學常識也是一種方式。即使退休後不再行醫，遇到意外

需要你伸出援手，你也是責無旁貸的。醫生的職業價值就

是醫生職業永恒不變的倫理，即病人利益優先、個人利益

居後。《新千年的醫學職業化：醫學章程》[5]明確提出了

醫學職業化的3個基本原則：病人利益優先、尊重病人自

主權、推動社會公平。這些就是醫生的職業使命和追求。

阿圖�葛文德.《醫生的精進》.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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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on MS, Mroczek K.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total a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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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 PLR, Deakin S. Total ankle replacement: the results in 200 

ankles. J Bone Joint Surg Br. 2003; 85:334-341.

Project of the ABIM Foundation, ACP-ASIM Foundation, European 

Federation of Internal Medicine.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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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lwp9554@gmail.com

醫生的職業化培訓三階段（基本醫學教育、畢業後

醫學教育、繼續醫學教育）是醫學人才培養的必由之路。

醫生的職業化培訓貫穿整個醫生職業生涯，是維護公衆對

醫學職業信任的核心要素，伴隨職業生涯的終生學習是醫

生職業化培訓的3個環節中的最後一環。終生學習能力是

指醫生在具有終生學習意識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自身的主

觀能動性，自覺尋找學習材料，克服困難，通過努力刻苦

的鑽研來理解和掌握新知識的能力。醫生在其整個職業生

涯中，要與時代同行，就要不斷更新和補充知識（專業及

非專業知識）和能力，按繼續職業發展(CPD)的要求是三

個方面：知識、技能和文化。醫學生畢業後，完成了住院

醫師規範化培訓後成為專科醫生，僅僅是某專業一個剛剛

入門的醫生。醫生面對的是不斷更新的海量信息，日新月

異的醫療技術和藥物，臨床問題無數的不確定性。在撲面

而來的知識浪潮中，要想成為合格的醫生，不進則退，只

能奮力向前。醫生需要掌握的知識在容量和複雜程度上已

經大大超出了個體所能承載的極限，根本就沒人能全部掌

握並理解這些知識。其結果是，醫生和科學家們的分工越

來越細微、越來越專業化。如果醫生無法處理13600種疾

病，那好，也許50種可以應付得來——或者至少有一種疾

病是其主攻的[1]。

臨床醫生的終身學習，包含臨床實踐的學習和醫學

理論知識和醫學人文等方面的學習。不確定性是醫學中最

大的困惑。臨床上，要戰勝醫學的不確定性，信心與技

巧都是從實踐中習得的，這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臨床

醫學的進步無法消减技術試運行階段和新人試手階段的

代價。顯微外科醫生被告知，在動物活體上進行細微血

管吻合訓練，要經過超過100條血管的吻合操作，才會達

到穩定的血管通暢的效果。一份超過10年跨度的研究[2]，

初級的胰腺外科醫生進行胰腺手術，手術量越多，手術

死亡率越少。要進行70例胰腺手術後，其術後死亡率才能

從25%下降，逐漸達到高級醫生的平均水平(15%)，再次手

術率也才能從21%降到12%。Myerson和Mroczek[3]比較了一

個外科醫生在完成全踝關節置換術頭25例和隨後的25例的

手術併發症發生率。結果顯示學習曲綫的存在：總的併

發症從60%下降到16%，骨折從20%降到8%，神經損傷和肌

腱損傷從8%降到0%，傷口併發症從24%降到12%。Wood 和 

Deakin[4]報導單一的外科醫生的頭200例全踝關節置換術

的手術結果，作者注意到踝骨折發生率從頭100例的7%下

降到第二個100例的2%是一個過程。可見，臨床經驗是靠

實踐積累的，是一個成功與失敗交織的過程，一個漫長漸

進的學習過程。沒有足够數量的臨床實踐操作，單憑高學

歷多讀書，永遠也達不到合格的水平。

終身學習，首先要保持謙卑，有海納百川的胸懷，

善於向同行學習。清代名醫葉天士一生勤勉用功，性格謙

遜，善於博採衆家之所長，凡是聽說有比自己高明的醫

生，都不遠千里，前往求教。據傳，有一個趕考的舉人求

診，他認為內熱太重，不出百日，必不可救。可一年後，

却又見到了這個人，原來是寶山寺的一位老和尚把他的病

治好了。第二天，葉天士便趕往寶山寺向和尚求學。他隱

姓埋名，從學徒做起，挑水擔柴，勞動之餘就精研學問。

過了3年，老和尚對他說，你已經學到了我所有的本事，

可以下山了，以你現在的醫術，完全可以獨立行醫，你的

水平甚至已經超過了江南名醫葉天士。他聞得此言，連忙

伏地叩首，告訴老和尚自己就是葉天士，老和尚始知原

由。葉天士“師門深廣”，先後拜了17位老師，終成醫界

驕子，他的謙恭誠懇，也成了後世的習醫者學習效仿的典

範。葉天士認為 “學問無窮，讀書不可輕量也”，雖身

享盛名，仍手不釋卷，後人也說他“固無日不讀書也”。

在當今浮躁的社會上，不學無術者沽名釣譽，誤人子弟。

納米材料熱門時，樣樣都是“納米”；精準醫學風起時，

操作技術都與“精準”掛鉤。在手機上看看資訊就自以為

是讀書的人，參加完一個會議嘴邊掛上一個新名詞就四處

炫耀的人，應該敲響警鐘。

繼續醫學教育(CME)/繼續職業發展(CPD)對更新

醫生的醫學知識，提升醫生的專業能力，最終為公衆

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繼續醫

學教育的內容廣泛，包括師徒相授、外出進修學習、

閱讀醫學書籍雜誌和涉獵人文等領域的非專業閱讀、

參加研討會等學術會議以及流行病學調查、醫學研究

和撰寫論文、組織和參與病例討論、報讀專題課程

醫生的終生學習—醫生的職業化培訓（3）

李衛平

（下轉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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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狼瘡性腎炎診治進展

陳彥

‧ 綜 述 ‧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通訊作者  E-mail:chenyan000712@gmail.com

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有腎損害表現，即為狼瘡性腎炎(lupus nephritis, 

LN)。狼瘡性腎炎是我國兒童常見的繼發性腎小球疾病之

一，也是影響系統性紅斑狼瘡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早

期診斷，恰當治療，盡早達到臨床緩解，密切隨訪，及

時、合理處理治療抵抗及復發等，對狼瘡性腎炎預後的

改善起關鍵作用。

一、兒童狼瘡性腎炎的診斷

1.狼瘡性腎炎的診斷依據符合系統性紅斑狼

瘡的診斷，患兒有下列任1項腎受累表現者即可診

斷為狼瘡性腎炎：(1)尿蛋白檢查滿足以下任1項

者：1週內3次尿蛋白定性檢查陽性，或24h尿蛋白定

量>150m g，或l週內3次尿微量白蛋白高於正常值；

(2)離心尿，每高倍鏡視野紅細胞>5個；(3)腎功能

異常[包括腎小球和(或)腎小管功能]；(4)腎活檢

異常。腎臟病理對於狼瘡性腎炎的意義不僅在於診

斷，更在於病理分型，以指導治療和評估預後 [1]。

2.與狼瘡性腎炎預後相關的因素：(1)臨床表

現：致狼瘡性腎炎病情進展的危險因素包括腎活檢時升

高的血肌酐、高血壓、腎病範圍的蛋白尿、貧血和網織

紅細胞百分比低。腎活檢中有新月體形成和腎小管間質

改變也是病情進展的危險因素。(2)延遲診斷和治療：研

究顯示，腎活檢前腎臟受累病程>6月的患者，其終末期

腎衰竭的比例高；認為疾病活動下的延遲治療可能會加

重腎小球損害、腎小管間質纖維化和腎小球硬化的進

展，並導致對免疫抑制劑療效相對較差。(3)無法達到臨

床緩解：能達到臨床緩解的患者長期預後較好，部份緩

解的患者出現復發的可能性要大於完全緩解者，因此其

長期預後要差於完全緩解的患者。(4)復發：復發通常發

生在誘導治療後前5年，復發的頻率、復發的表現(腎病

或蛋白尿)及進展為慢性腎衰竭的可能與誘導期是否達到

完全或部份緩解有關[2]。

3.腎活檢的指征與時機  事實證明不同類型的狼瘡

性腎炎需要不同的治療。特別是臨床表現相對較輕的患

者亦會被證實為瀰散性系膜增生型狼瘡性腎炎。病理類

型明確的狼瘡性腎炎患者的用藥依從性和預後均優於病

理分類不明確的患者。所以強烈建議所有有腎臟受累證

據的患兒應盡早接受腎活檢[3]。

4.腎臟病理分類(1)I型：輕微系膜性LN：光鏡下

腎小球正常，但熒光和(或)電鏡顯示免疫複合物存在。

(2)Ⅱ型：系膜增生性LN：光鏡下可見單純系膜細胞不

同程度的增生或伴有系膜基質增寬，及系膜區免疫複合

物沉積；熒光和電鏡下可有少量上皮下或內皮下免疫複

合物沉積。(3)Ⅲ型：局灶性LN：分活動性或非活動性

病變，呈局灶性(受累腎小球<50%)節段性或球性的腎小

球毛細血管內增生、膜增生和中重度系膜增生或伴有新

月體形成，典型的局灶性的內皮下免疫複合物沉積，伴

或不伴有系膜病變。(4)Ⅳ型：瀰漫性LN：活動性或非

活動性病變，呈瀰漫性(受累腎小球≥50%)節段性或球性

的腎小球毛細血管內增生、膜增生和中重度系膜增生，

或呈新月體性腎小球腎炎，典型的瀰漫性內皮下免疫複

合物沉積，伴或不伴有系膜病變。(5)V型：膜性LN：腎

小球基底膜瀰漫增厚，可見瀰漫性或節段性上皮下免疫

複合物沉積，伴有或無系膜病變。V型膜性LN可合併Ⅲ

型或Ⅳ型病變，這時應做出複合性診斷。如V＋Ⅲ、V＋

Ⅳ等。並可進展為Ⅵ型硬化型LN。(6)Ⅵ型：嚴重硬化型

LN(advanced sclerosing LN)：超過90%的腎小球呈現球

性硬化，不再有活動性病變。

二、兒童狼瘡性腎炎的治療

1.概念(1)誘導期和維持期：增生性狼瘡性腎炎的免

疫抑制治療分為誘導期和維持期。誘導期的目的是迅速

達到免疫緩解，可以短到3月，或長達l年，平均6月。維

持期的目的在於防止復發，並減少發展至終末期腎臟疾

病的風險，為期至少2~3年，甚至更長。(2)臨床緩解：分

為完全緩解和部份緩解。完全緩解即尿液沉渣非活動

（紅細胞小於每高倍鏡5個，白細胞小於每高倍鏡5個，

並無紅細胞管型），蛋白尿<500mg/d，血肌酐正常[4]。

2.治療藥物(1)免疫抑制治療①糖皮質激素：對免

疫細胞的許多功能及免疫反應的多個環節均有抑制作

用，尤其對細胞免疫的抑制最為突出，大劑量時能够抑

制抗體的產生，是治療的首選藥物。對於病理類型較重

的狼瘡性腎炎，開始劑量宜大，潑尼松龍l~2mg•k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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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3次口服，直至臨床症狀緩解，一般為2月左右，最

少不能少於4週，後逐漸減量。減量速度不能過快，目

的是以最小的劑量維持病情的穩定狀態，極少有患者能

停用激素。可依照患者病情緩解時間的早晚、所使用的

免疫抑制劑的種類及定期的病情活動性評估指導激素的

減量速度，部份患者激素減至隔天使用仍能很好地控制

病情。對需要快速控制臨床表現的嚴重狼瘡活動患兒，

如急性腎衰竭，瀰散性增生型腎炎和(或)新月體形成，

嚴重的腎外疾病，可採用甲潑尼龍衝擊治療。劑量為

15~30mg•kg•d，最大劑量不超過1g，每日或隔日衝擊，

3次為1個療程。必要時l週後可重複[5]。衝擊時要注意監

測血壓和心率。②環磷酰胺：主要作用於細胞週期的DNA

合成期(s期)。通過影響DNA的合成發揮細胞毒作用。對

體液免疫的抑制較強，能抑制B淋巴細胞增殖和抗體生

成。目前主要作為誘導治療的首選藥物[6]。CTX靜脈衝擊

有2種方法可選擇：a.500~750mg/(m2•次)，每月1次，共

6次，然後採用相同的劑量每季度滴注1次。延長每季度1

次衝擊治療的療程至2年，可降低復發率，但與初始治療

的6月相比，會增加卵巢功能衰竭的發病率。b.8~12mg•

kg•d，每2週連用2天，總累積劑量150~200mg/kg。腎臟

增生病變顯著時需給予環磷酰胺衝擊聯合甲潑尼松龍衝

擊。③黴酚酸酯：是黴酚酸的前體，黴酚酸是一種次黃

嘌呤單核苷酸脫氫酶抑制劑，該酶是鳥嘌呤核苷酸從頭

合成的限速酶。T淋巴細胞和B淋巴細胞較其他類型的細

胞更依賴這一合成途徑。而且黴酚酸對Ⅱ型IMPDH酶(表

達於活化的淋巴細胞)的抑制力比對I型IMPDH酶(在大多

數細胞表達)的抑制力強5倍。因此，相對於其他細胞而

言，黴酚酸具有更強的抑制淋巴細胞增殖的能力。目前

黴酚酸酯主要作為可以替代CTX用於誘導治療的藥物。

黴酚酸酯亦可作為維持期的治療藥物[7,8]。推薦兒童黴酚

酸酯口服劑量為20~30mg•kg•d。④硫唑嘌呤：可干擾免

疫反應的不同階段。劑量為l~2mg•kg•d，可用於病情相

對較輕或病情穩定的患者，但要密切監測其不良反應，

如骨髓抑制、肝功能損害等。即使使用相同的劑量，在

不同的患者仍會出現不同的不良反應，這種現象與硫代

嘌呤甲基轉移酶(TPMP酶)的基因多態性有關。運用硫唑

嘌呤前常規進行11PMP酶基因多態性的檢測可判斷酶的活

性，調整用藥量，最大限度地減輕不良反應，並使藥物

發揮恰當的免疫抑制效果。其主要用於維持期治療。⑤

環孢素和（或）普樂可複：環孢素和普樂可複是IL-2合

成抑制劑，也稱鈣調素抑制劑。通過抑制IL-2的轉錄，

從而抑制T淋巴細胞的活化和增生，能減少自身抗體的

產生和免疫複合物在腎臟沉積，減輕細胞因子對腎小球

基膜上的電荷作用，降低分離濾過，促使足突重建而減

少尿蛋白。普樂可複在分子水平的作用強度較環孢素強

50~100倍[9]。研究顯示，環孢素治療膜性狼瘡性腎炎與

環磷酰胺療效相當，具有相對較高的緩解率，但環孢素

停藥後復發的時間和比例較環磷酰胺要早且多。⑥羥基

氯喹  目前普遍認為，羥基氯喹用於疾病活動已基本控

制的系統性紅斑狼瘡，可減少嚴重疾病活動的發生。⑦

血漿置換或免疫吸附：隨機臨床試驗證明，血漿置換聯

合免疫抑制的療效並不優於單用免疫抑制治療，並有文

獻顯示其明顯增加了感染和死亡的風險。免疫吸附的運

用彌補了血漿置換的缺陷，其選擇性更強，無血漿成分

的丟失，無血製品傳染疾病風險，可以作為嚴重狼瘡性

腎炎的一種輔助治療，但不能替代免疫抑制治療。⑧美

羅華：對於諸多免疫抑制劑治療抵抗或無效的患者，

可考慮使用。單克隆抗體—美羅華。方案一為每次

0.5~1g，分別於第1天和第15天，共2次。方案二為每週1

次，每次375mg•m2，共4週[10]。⑨多靶點治療：無論是V

＋Ⅲ或V＋Ⅳ的混合病理改變，還是嚴重的瀰散性增生型

狼瘡性腎炎，治療都非常棘手。目前有學者主張多靶點

治療—激素＋黴酚酸酯＋普樂可複或環孢素，並且在兒

童中也有較成功的經驗[11]。(2)非免疫抑制治療  非免

疫抑制治療用於所有的增生型狼瘡性腎炎患者，即使已

運用了免疫抑制治療的患者。高血壓和持續蛋白尿的患

者，作者推薦血管緊張素抑制，用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

制劑或腎上腺素能受體結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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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氣管腔內超聲的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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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澳衛生統計資料，氣管、支氣管及肺腫瘤

佔每年新增腫瘤個案第二位，而因此死亡個案則佔第

一位[1]。支氣管鏡是胸腔腫瘤診斷及分期的重要檢查手

段，但是，常規支氣管鏡只能觀察氣道管腔和黏膜表面

的情况，對氣道外病變、縱隔病變及肺外周病變的診斷

價值有限。為解決這一局限性，近年來支氣管腔內超聲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EBUS)技術逐漸成熟，目

前已開始廣泛應用於臨床，成為胸腔腫瘤診斷及分期的

標準手段。

根據探頭種類的不同，EBUS可分為放射狀超聲及

凸式探頭超聲兩類，以下分別就其臨床應用加以說明。

放射狀支氣管腔內超聲(radial probe EBUS, RP-EBUS)

早在20世紀90年代，帶有7.5MHz機械換能器的微

小探頭已有使用[2]，此後又相繼發展出了12及20MHz的

微小探頭。此類探頭可以由支氣管鏡的工作孔道插入，

以360度方向環行掃描呼吸道及其周圍組織，能夠清晰

顯示氣管、支氣管壁及其周圍結構。微探頭纖細脆弱，

必須小心操作，處理得當的探頭可重複使用80-100次。

目 前 可 供 臨 床 應 用 的 放 射 狀 探 頭 有 3 種 規

格：(1)20M H z微探頭，此為標準放射狀探頭，通常帶

有一水囊鞘管，可由支氣管鏡的2.8mm工作孔道插入，

可達到亞段支氣管水平，解像度<1m m，穿透深度可達

4-5cm[3,4]；(2)30MHz微探頭，與20MHz微探頭相似，但

可提供更細緻的超聲影像[5]；(3)20MHz超微探頭，可由

2.0mm的支氣管鏡工作孔道插入，可探測更遠端的支氣

管及周圍結構，對肺內外周結節的檢測有重要意義。

RP-E B U S的臨床應用包括以下幾方面：1.氣道評

估。應用高分辨率RP-EBUS可將氣道壁分為7層[6]，黏

膜、軟骨內膜、軟骨外膜及緻密結締組織呈高迴聲（白

色），黏膜下組織、海綿狀軟骨內部結構及疏鬆結締組

織呈低迴聲（灰色）。EBUS評價外壓性腫瘤對氣道壁的

侵犯較CT優勝，敏感性達到89%，特異性100%[6]。腫瘤

侵犯是否超出軟骨內膜非常重要，沒有超出此結構的

腫瘤為早期腫瘤，可通過支氣管鏡進行有效治療，如

光動力療法、近距離放射治療等[7,8]，反之則需外科手

術。EBUS可以清晰顯示氣道壁和血管結構，當發現病灶

臨近危險結構時應避免進行介入治療，故此，在進行腫

瘤高溫消融術、近距離放療及光動力治療前，應用EBUS

進行術前評估，可避免致命性大出血及瘺道形成等嚴

重併發症的發生。2.引導淋巴結活檢。腔外淋巴結及腫

瘤可通過RP-EBUS辨識並定位，然後退出探頭，進行經

支氣管針吸活檢(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TBNA)。雖然並不是實時引導取材，但有文獻報導其診

斷率可達到72~86%[9-12]，對縱隔第2、3、4站淋巴結活

檢較經典TBNA優勝[11]。但由於線性超聲支氣管鏡可實現

實時引導下TBNA，故此方面的應用已取代了RP-EBUS。

3.引導肺外周病變活檢。根據術前影像學資料，將超微

探頭插入疑有病變的支氣管進行探測，正常充氣的肺泡

會產生白色“暴風雪”樣圖像並有彗星尾偽影，而肺外

周病變常為低迴聲[13]，惡性病變常有連續而明亮的邊

界、迴聲異質性、線狀支氣管充氣征消失等特點[14]。當

出現上述影像時，表示病變組織即位於探頭周圍，此時

取出探頭，插入活檢器械，獲取病理標本。RP-EBUS極

大的擴展了支氣管鏡在肺外周病變及孤立性肺結節診斷

中的應用範圍。多項研究探索了該技術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2002年Herth等報導了第一項超聲內鏡診斷肺孤立

結節的臨床試驗[15]，結果顯示X線透視引導下及EBUS引

導下肺活檢的診斷率分別為76%和80%，成功率相當，而

EBUS使患者和醫護人員不必暴露於放射線中。其後，不

同研究小組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EBUS的有效性，診斷率

達到58.3%~80.0%，但亦有11%~24%的肺孤立結節病灶無

法通過EBUS定位，多為直徑小於15mm的病灶[16-22]。

凸式探頭支氣管腔內超聲(Convex probe EBUS, CP-EBUS)

CP-EBUS支氣管鏡，也稱線性EBUS支氣管鏡(linear 

EBUS bronchoscope)，目前有奧林巴斯、潘泰克斯及富士3

種系統可供選用。以奧林巴斯BF-UC260FW為例，其內置一枚

7.5MHz的線性超聲探頭，掃描方向與支氣管鏡走向平行，直

接將探頭接觸組織或在前端附加水囊即可獲得超聲圖像，

探測深度可達20~50mm，從而使實時TBNA活檢成為可能。CP-

EBUS支氣管鏡工作孔道為2.0mm，使用專用的22G穿刺針實

施TBNA，該針為一次性使用的吸引針，其尖端有迴聲增強

波紋設計，有保護性機制使穿刺深度停止在20mm（最大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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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深度為40mm），穿刺針配有內芯，穿透支氣管壁後再拔

出內芯，可避免TBNA過程中的污染。CP-EBUS支氣管鏡前端

外徑較粗，通常為6.9mm，故常經口插入，可在局麻清醒

鎮靜下或全麻下使用喉罩人工氣道完成。由於CP-EBUS獲得

的支氣管鏡下圖像不及傳統支氣管鏡下圖像清晰，且視野

有35度前傾，故操作前常使用傳統電子支氣管鏡對氣管支

氣管樹進行觀察。CP-EBUS支氣管鏡前端到達目標區域後，

將水囊注水以達到與目標組織的最大接觸。將支氣管鏡前

端彎曲，輕柔貼向氣道壁，可獲得相應超聲圖像。淋巴結

較血管迴聲更強（灰色），同時也可應用彩色多普勒協助

分辨。辨別目標病變後，將支氣管鏡前端調直，送入穿刺

針，使其前端恰好顯示在內鏡圖像上，再將支氣管鏡前端

向上彎曲貼近氣道壁，在超聲圖像中再次看到淋巴結，進

行實時EBUS-TBNA操作。當穿刺針進入目標病灶，拔出針芯

並施加負壓，在淋巴結內變換方向重複穿刺。當進行肺非

小細胞癌分期時，每組淋巴結建議穿刺3次[23]。

CP-EBUS支氣管鏡的臨床應用主要為肺非小細胞癌

的縱隔淋巴結分期。肺非小細胞癌的治療取決於準確

的分期，如無遠處轉移，縱隔淋巴結轉移與否具有決

定意義。但文獻報導僅27%的患者經縱隔鏡進行了術前

分期[24]。而CP-EBUS以其微創、實時引導、無需全麻等

優點滿足了臨床需要。除主-肺動脈淋巴結（第5組）、

主動脈弓下淋巴結（第6組）、食道旁淋巴結（第8組）

及肺韌帶淋巴結（第9組）外，其它縱隔及肺門淋巴結

均可經CP-EBUS評估。一項研究比較了EBUS-TBNA、CT及

PET對肺癌淋巴結分期的價值，結果顯示CT、PET及EBUS-

TBNA對縱隔和肺門淋巴結轉移準確診斷的敏感性分別為

76.9%、80.0%和92.3%，特異性分別為55.3%、70.1%和

100%，診斷的準確率分別為60.8%、72.5%和98.0%[25]。

除肺腫瘤外，EBUS-TBNA在淋巴瘤、縱隔腫瘤、結

節病的診斷上亦有價值[26,27]。其專用的22G穿刺針獲取

的標本亦可用於基因分析，如EGFR變異等[28,33]。

EBUS麻醉方式的選擇

應用EBUS技術較常規支氣管鏡操作需時較多，尤其是

CP-EBUS，所以麻醉方式是一個考量因素。文獻報導，有

經驗的操作者，RP-EBUS引導TBNA較經典TBNA多花時間小於

3分鐘，經支氣管肺活檢則小於60秒[11,29]，而CP-EBUS TBNA

增加的操作時間則平均達12.5分鐘（範圍8~21分鐘）[30]。

故此，某些醫療中心傾向於選擇全麻下經喉罩人工氣道

實施CP-EBUS TBNA。一項前瞻性研究[34]比較了兩種麻醉

方式下EBUS-TBNA診斷準確率、併發症及患者耐受性，結

果顯示，全麻組和清醒鎮靜組的診斷率分別為70.7%和

68.9%(P=0.816)，全麻組全部完成手術，清醒鎮靜組93.3%

完成操作(P=0.028)，兩組均無嚴重併發症發生，輕微併

發症以清醒鎮靜組為多(29.6和5.3%, P<0.001)。

EBUS的併發症

文獻報導RP-EBUS引導肺外周病變活檢氣胸發生率

為0~5%[31,32]，中度以上出血風險為1%[29]，與常規經支

氣管肺活檢相比無差異。基於實時超聲引導的優勢，

CP-EBUS TBNA引起大血管出血的發生率微乎其微，發生

縱隔氣腫及氣胸的可能性也很低。

RP-EBUS及CP-EBUS作為一種新型檢測方法，使縱

隔及肺門淋巴結、氣道壁及氣道外病灶、肺外周病變的

探測及活檢效能大大提高，甚至可進行實時引導穿刺，

已成為胸腔腫瘤疾病診斷及分期的一線檢查方法，具有

廣泛的臨床應用前景。

http://www.ssm.gov.mo/statistic/2014/pdf/2014%E7%B5%B1%E8%A8%88%E5%B9%

B4%E5%88%8A%20%E7%AC%AC%E5%9B%9B%E7%AB%A0%20%E7%96%BE%E7%97%85%E9%A0%9

0%E9%98%B2%E6%8E%A7%E5%88%B6%E4%B8%AD%E5%BF%83.pdf

Ono R, Suemasu K, Matsunaga T. Bronchoscopic ultra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Jpn J Clin Oncol. 1993; 23:34-40.

Kurimoto N, Murayama M, Yoshioka S, et al. Assessment of usefulness 

of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in determination of depth of 

tracheobronchial tumor invasion. Chest 1999; 115:1500.

Baba M, Sekine Y, Suzuki M,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EBUS) images and histologic findings in normal and 

tumor-invaded bronchial wall. Lung cancer 2002; 35:65.

Nakamura Y, Endo C, Sato M, et al. A new technique for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and comparison of two ultrasonic probes: analysis with 

a plot profile of the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NIH image. Chest 2004; 

126:192.

Herth F, Ernst A, Schulz M,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reliably 

differentiates between airway infiltration and compression by tumor. 

Chest 2003; 123(2):458-562.

Miyazu Y, Miyazawa T, Kurimoto N,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in the assessment of centrally located early-stage lung cancer before 

photodynamic therapy.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2; 165(6):832-837.

Herth F, Becker HD, LoCicero 3rd J,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in 

therapeutic bronchoscopy. Eur Respir J 2002; 20(1):118-121.

Shannon JJ, Bude RO, Orens JB,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needle aspiration of mediastinal adenopathy.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1996; 153(4pt1):1424-1430.

Plat G, Pierard P, Haller A,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and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ositive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Eur Respir J 

2006; 27(2):276-281.

Herth F, Becker HD, Ernst A. Conventional vs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a randomized trial. Chest 

2004; 125(1):322-325.

Herth F, Becker HD, Ernst A.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an experience in 242 patients. Chest 2003; 123(2):604-607.

Lie CH, Chao TY, Chung YH, et al. New image characteristics i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參 考 文 獻



90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6, Vol 16. No.2鏡湖醫學2016年12月第16卷第2期

（上接65頁）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for differentiating peripheral pulmonary 

lesions. Ultrasound Med Biol; 2008 Dec 23[Epub ahead of print].

Kuo CH, Lin SM, Chen HC, et al. Diagnosis of peripheral lung cancer 

with three echoic features via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Chest 2007; 

132(3):922-929.

Herth F, Becker HD, Ernst A.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 in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s and peripheral 

lung lesions. Eur Respir J 2002; 20:972-974.

Shirakawa T, Imamura F, Hamamoto J, et al. Usefullness of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for 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ies of peripheral lung 

lesions. Respiration 2004; 71:260-268.

Dooms CA, Verbeken EK, Becker HD,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in 

bronchoscopic occult pulmonary lesions. J Thorac Oncol 2007; 2:121-124.

Kurimoto N, Miyazawa T, Okimasa S,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using a guide sheath increases the ability to diagnose peripheral 

pulmonary lesions endoscopically. Chest 2004; 126:939-963.

Yamada N, Yamazaki K, Kurimoto N, et al. Factors related to diagnostic 

yield of transbronchial biopsy using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with a guide sheath in small peripheral pulmonary lesions. Chest 2007; 

132:603-608.

Kikuchi E, Yamazaki K, Sukoh N,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with guide sheat-sheath for peripheral pulmonary lesions. Eur Respir 

J 2004; 24:533-537.

Yang MC, Liu WT, Wang CH, et al. Diagnostic value of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 in peripheral lung cancers. 

J Formos Med Assoc 2004; 103:124-129.

Paone G, Nicastri E, Lucantoni G,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driven biopsy in the diagnosis of peripheral lung lesions. Chest 2005; 

128:3551-3557.

Lee HS, Lee GK, Lee HS, et al. Real-time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in mediastinal staging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how many aspirations per target lymph node station? 

Chest 2008; 134(2):368-374.

Little AG, Rusch VW, Bonner JA, et al. Patterns of surgical care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Ann Thorac Surg 2005; 80(6):2051-2056.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Yasufuku K, Nakajima T, Motoori K, et al. Comparison of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lymph node staging of lung cancer. Chest 2006; 130:710-718.

Kennedy Mp, Jimenez CA, Bruzzi JF,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lymphoma. Thorax 

2008; 63(4):360-536.

Oki M, Saka H, Kitagawa C,et al. Real-time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is useful for diagnosing sarcoidosis. 

Respirology 2007; 12(6):863-868.

Nakajima T, Yasufuku K, Suzuki M, et al. Assessment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mutation by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Chest 2007; 132(2):597-602.

Kurimoto N, Miyazawa T, Okimasa S,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nography 

using a guide sheath increases the ability to diagnose peripheral 

pulmonary lesions endoscopically. Chest 2004; 126(3):959-965.

Herth FJ, Eberhardt R, Vilmann P, et al. Real-time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for sampling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Thorax 2006; 61(9):795-798.

Paone G, Nicastri E, Lucantoni G, et al.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

driven biopsy in the diagnosis of peripheral lung lesions. Chest 2005; 

128(5):3551-3557.

Eberhardt R, Anantham D, Ernst A, et al. Multimodality bronchoscopic 

diagnosis of peripheral lung lesion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7; 176(1):36-41.

Navani N, Brown JM, Nankivell M, et al. Suitability of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specimens 

for subtyping and genotyping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ulticenter study of 774 patients.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2; 

185(12):1316-1322.

Casal RF, Lazarus DR, Kuhl K,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versus moderate sedation.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5; 

191(7):796-803.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本文编辑：張曉戰）

（本文编辑：劉少華）

ADHD: A call for improved school/provider collaboration.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02; 39:63-72.

Fischer M. Parenting stress and the child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J Clin Child Psychol, 1990; 19:337-346.

Barkley RA. Taking Charge of ADHD: The complete authoritative guide 

for parents. New York: Guilford. 2005.

Polanczyk GV, Willcutt EG, Salum GA, et al. ADHD prevalence esti-

mates across three decades: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regression analysis. Int J Epidemiol, 2014; 43:434-442.

McLoughlin G, Rijsdijk F, Asherson P, et al. Parents and teachers 

make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o a shared perspective on hyperactive-

impulsive and inattentive symptoms: a multivariate nalysis of parent 

and teacher ratings on the symptom domains of ADHD. Behav Genet, 

2011; 41(5):668-679.

Rohde LA, Szobot C, Polanczyk G, et al.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

ity disorder in a diverse culture: do research and clinical findings 

[11]

[12]

[13]

[14]

[15]

support the notion of a cultural construct for the disorder? Biol 

Psychiat, 2005; 57:1436-1441.

Sayal K, Goodman R. Do parental reports of child hyperkinetic dis-

order symptoms at school predict teacher ratings? European Child 

Adoles Psy, 2009; 18:336-344.

Kos JM, Richdale AL, Jackson MS. Knowledge about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comparison of in-service and pre-service 

teacher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04; 41:517-526.

White SW, Sukhodolsky DG, Rains AL, et al.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knowledge of Tourette syndrome,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effects of 

teacher training. J Dev Phys Disabil, 2011; 23:5-14.

Nelson PB, Soli S. Acoustical barriers to learning: children at 

risk in every classroom. Language Speech Hearing Service Schools, 

2000; 31:356-361.

[16]

[17]

[18]

[19]



91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6, Vol 16. No.2鏡湖醫學2016年12月第16卷第2期

妊娠期急性脂肪肝診治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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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急性脂肪肝(acute fatty liver of pregnancy, 

AFLP)發病率約1/10000~1/15000，最常發生於妊娠晚期

(孕31~42週)和產後初期，多見於初產婦、男胎及多胎

妊娠產婦，病情進展兇猛，多在1~2週內病情惡化，迅

速發展為急性肝功能衰竭，病死率極高。有報告其孕產

婦及圍產兒死亡率分別為75%和85%，因此該病成為圍產

醫學研究的熱點。

本文對妊娠期急性脂肪肝目前研究及診治進展進

行綜述。

一、病因及發病機制

AFLP是發生於妊娠晚期的嚴重併發症，主要病變

為肝臟脂肪變性，其發病原因迄今尚未完全清楚[1]，

可能的病因有如下幾個方面：1.綫粒體脂肪酸氧化障

礙：(mitochondrial fatty acid oxidation disorders, 

MFAOD)近年越來越多學者認為，AFLP與胎兒綫粒體肪

脂酸氧化(fatty acid oxidation, FAO)過程中的酶缺

陷有關，脂肪酸氧化是細胞的能量來源之一，細胞的

能量主要來自於綫粒體脂肪酸的β氧化，長鏈脂酰輔

酶A被啟動後在肉碱依賴的激酶協同下轉移到綫粒體

基質內，肉碱依賴的轉運系統由肉碱棕櫚酰轉移酶

(carnitine plamitoy1-COA transferase1, CPT1)，肉碱一

乙酰肉碱移位酶(caritine acylcarnitine translocase, 

CACT)以及肉碱棕櫚酰轉移酶酶2(carnitine palmitoyl-

coA transferase2, CPT2)組成。其中CPT1在脂肪酸的利

用中起重要的調控作用，是決定長鏈脂酰輔酶A轉入綫

粒體的限速步驟。中鏈和長鏈脂酰輔酶A脫氫酶(medium 

chanacyl-coA dehydrogenase MCAD和long chain acyl-

coA dehydrogenase, LCAD)，長鏈輕基脂酰輔酶A脫氫酶

(long-chain-hydroxyacyl-coA dehydrogenase, LCHAD)分

別是β氧化循環的第一個和第三個限速步驟，如果缺乏

就會導致中鏈和長鏈脂肪酸聚集，對肝臟產生高毒性，

LCHAD缺乏是種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癥病，在一些AFLP患

者中被發現。胎兒LCHAD缺乏如何導致AFLP尚未完全清

楚，可能因為隱性遺傳疾病，正常生理情况下，孕婦脂

肪酸氧化正常，但當父母均為雜合子時，胎兒的基因變

異來自於父母雙方，胎兒將不能氧化長鏈脂肪酸，未經

代謝變化的長鏈脂肪酸經由胎盤返回母體血循環，破壞

肝臟功能及肝酶的活性，導致AFLP的發生。及時終止妊

娠後，肝臟代謝壓力緩解，綫粒體脂肪酸氧化恢復正

常，AFLP在分娩後癥狀緩解。

2.AFLP與激素、營養障礙及藥物：妊娠期內激素

發生明顯變化，其中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去甲腎上腺

素、生長激素水平增加，能夠增加脂肪組織的脂肪酸，

使脂肪酸大量堆積；雌激素水平在妊娠期增加，使三酰

甘油在肝臟合成增加引起高脂血癥，並隨妊娠後期激素

的增加而加重，對病死者肝的游離脂肪酸測定，發現比

正常人高8~10倍。在此基礎上若有營養障礙等因素，則

極易誘發急性脂肪肝。四環素影響肝臟代謝，致肝臟合

成蛋白質障礙，導致孕婦吸收不足。既往有發現在妊娠

晚期用過大量四環素，影響蛋白質合成，誘發AFLP。

3.其他：Knight[2]等研究發現AFLP患者肝細胞胞質

中有細菌、真菌的存在，表明AFLP可能與細菌、真菌的

侵襲感染有關。也發現AFLP孕婦合併有敗血癥。曾有檢

測孕婦宮頸分泌物發現有單純皰疹病毒(HSV)，後來發

生HSV性肝炎、肝衰竭，被迫肝轉移，移植肝臟再次出

現HSV性肝炎並有AFLP特徵表現。高凝狀態可導致脂肪

肝，近年來還有研究認為AFLP可能與FAS系統的免疫調

節密切相關。此外，還有可能和遺傳因素有關。

二、診斷與鑒別診斷

1.診斷

(1)臨床表現：AFLP可在孕晚期任何時間發病，多

發生於孕期31~42週，也有在妊娠23週發病的報導[3]。

發展迅速而且凶險，從而病到死亡僅需2週左右時間，

但起病時癥狀常常無特異性。70%表現為噁心、嘔吐，

50%~80%為上腹不適、食欲減退。上述癥狀出現一二週

後出現黃疸並進行性加重，常有高血壓、水腫、腹水，

少數可出現一過性多尿和煩渴，若不及時處理，可繼發

為急性暴發性肝功能衰竭、腎功能衰竭、胰腺炎、低蛋

白血癥和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C)、癲癎發作、昏迷，

常於短期內死亡。

(2)實驗室檢查：①血常規：白細胞計數升高，血

小板可正常或減少。②尿常規：尿蛋白陽性，尿膽紅素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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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③肝功能：血清轉氨酶輕、中度升高，血清鹼性磷酸

酶明顯升高三四倍，血清膽紅素輕度升高。如血清轉氨酶

快速下降，則反映肝臟破壞加劇，預後不良。④凝血功

能異常：低纖維蛋白原血癥、凝血酶原時間延長、抗凝血

酶Ⅲ降低，纖維蛋白裂解產物增加。⑤血糖降低，血氨升

高：發病早期血氨就可升高。持續重度低血糖是AFLP的一

個顯著特徵，若血糖值快速下降，則反映肝臟破壞加劇，

預後不良。⑥血尿酸、肌酐、尿素氮均升高。

(3)影像學檢查：B超示肝臟體積縮小，肝實質內

有密集光點，呈雪花狀，強弱不均，稱“亮肝”，CT顯

示肝臟脂肪浸潤，CT值50~80脂肪，CT值-90~-120，為

均勻一致的密度減低。但不作為妊娠期急性脂肪肝的主

要輔助診斷。

(4)病理檢查：肝組織學檢查是唯一的一種確診方

法，是診斷AFLP的金標準。正常肝臟脂肪含量約佔5%，

而AFLP患者肝臟脂肪含量可為13%-19%，有的比重會更

高。如果臨床上高度懷疑AFLP應在DIC出現以前盡早進

行肝活檢，以明確診斷。肝活檢顯示小葉中心肝細胞急

性脂肪變。

(5)近期相關文獻報導的Swansea標準[4]具有較大

的應用前景。其診斷AFLP的敏感度和特異度為100%和

57%，對肝細胞脂肪變性的陽性預測值為85%，陰性預測

值為100%。

Swansea診斷標準如下：(1)嘔吐；(2)腹痛；(3)

多尿/煩渴；(4)腦病；(5)膽紅素升高(>14µmol/L)；(6)

低血糖(<4mmol/L)；(7)尿酸升高(>340µmol/L)；(8)白細

胞增多(>11×109/L)；(9)超聲下可見腹水或“亮肝”；

(10)ALT或AST升高(>42U/L)；(11)血氨升高(>47µmol/L)；

(12)腎損害(肝酐>150µmol/L)；(13)凝血異常(PT>14s或

APTT>34s)；(14)肝活檢提示微囊泡脂肪變。

在沒有其他疾病可以解釋的情况下，符合上述6項

或6項以上指標即可確診。Swansea標準可在不進行肝活

來的情况下，快速預測患者是否存在肝細胞脂肪變性，

且具有較高的陽性及陰性預測值。

2.鑒別診斷

(1)妊娠重癥病毒性肝炎：①肝功能明顯異常，轉氨

酶升高在≥1000IU/L以上，白細胞多正常，腎衰竭出現較

晚，低血糖較少見；②肝昏迷較明顯，體檢和影像學檢查

多有肝臟縮小表現；③肝炎病毒血清學檢測呈陽性，肝細

胞組織學提示肝細胞廣泛壞死，缺乏急性肪脂變依據。

(2)H E L L P綜合癥典型癥狀表現為：①血管內溶

血：外周血塗片可見大量異性紅細胞碎片，血紅蛋白

60-90g/L，間接膽紅素升高，血細胞比容低於0.3等；

②肝酶升高：血清穀草轉氨酶，穀丙轉氨酶，乳酸脫氫

酶均升高，一般認為乳酸脫氫酶升高程度跟病情發展有

關；③血小板減少，低於100×109/L，纖維蛋白原一般

是正常值；(4)病理提示肝細胞局灶性壞死、出血、玻

璃樣變。

(3)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ICP)：①瘙癢和黃疸

為突出表現，先癢後黃，癢重於黃，夜間瘙癢癥狀明

顯，且貫穿於整個病程，分娩後數日消失；②肝酶、膽

紅素僅輕度升高，膽汁酸升高明顯，無精神障礙、凝血

機制異常和多臟器損害等；③肝組織活檢，表現為肝內

膽汁淤積，肝實質和間質結構正常。

(4)子癎前期：AFLP可併發子癎前期癥狀，但子癎

前期患者一般無黃疸、低血糖等癥狀，且AFLP患者起病

急驟，易合併DIC。

三、治療

AFLP是除子癎前期外，另一個能引起孕產婦全身

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產科危急重癥，必須引起所有產科醫

生的高度重視。分娩後AFLP並不能自行消退，但如果延

遲終止妊娠時機，則患者可隨時出現凝血功能障礙、肝

腎綜合癥，肝性腦病等嚴重危及生命的併發症。本病病

因及發病機制不明，尚無病因治療法。由於本病與妊娠

有關，且肝臟是再生能力很強的器官，故早期診斷、及

時終止妊娠與最大限度的產科及多學科綜合治療仍是治

療AFLP的三個基本原則[5]。

1.產科處理：一旦診斷AFLP，建議7天內立即終止

妊娠[6]，根據患者孕週，決定是否需要糖皮質激素促胎

肺成熟治療。對於有臨產徵兆，進入第二產程，估計短

時間內可以經陰道分娩的，可以經陰道試產。這就要求

有經驗的臨床醫生做出正確的判斷。大多數學者還是認

為分娩方式首選剖宮產，因為陰道分娩會加重產婦體能

消耗，耗時較長，使原有併發症，如腎衰、凝血功能異

常、DIC等進一步惡心、以及軟產道損傷，產後宮縮乏

力，併發難以控制的陰道大出血，增加產婦死亡率。剖

宮產並不一定完全杜絕產後出血的的風險，對出血傾

向嚴重或DIC危及生命者應立即切子宮。局麻為手術首

選，AFLP產婦往往合併凝血功能異常，硬膜外麻醉可導

致硬膜外腔出血，全身藥物可增加肝臟負擔，均應該權

衡利幣慎重選擇，術中可以放置盆腔或腹腔引流管。一

方面可以檢測有無內臟出血情况，另一方面可以讓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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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出液充分的引流有利於病情的恢復。術後繼續監測凝

血及肝腎功能，予維生素K1、抗炎、保肝、降血氨預防

肝性昏迷等治療。

2.內科治療：在積極行產科處理的同時，可請相

關科室會診後協同治療，必要時轉入ICU。(1)呼吸、循

環的支持：每日交替輸注新鮮冰凍血漿和白蛋白，改善

低蛋白血癥，以利於肝細胞再生，增加血液膠體滲透壓

和有效循環量，減輕腹水和防止腦水腫，補充體內缺乏

的凝血因數，促進血管內皮細胞的修復；(2)適量使用

皮質激素利於減輕肝細胞的損傷，促進肝細胞合成蛋白

質；(3)密切注意水電解質平衡，及時糾正酸中毒；補

充足夠能量，糾正低血糖，使用對肝腎毒性小的廣譜抗

菌素預防和控制感染；(4)預防性保護胃腸道、胰腺功

能；盡早使用抑酸劑預防應激性潰痬、胃腸減壓，預防

腸道功能衰竭以及急性胰腺炎。

3.人工肝治療：內地學者認為單純終止妊娠及一

般內科治療並不能阻斷重癥AFLP病情的進展，近年來人

工肝臟體外支援系統的臨床應用大大改善了AFLP產婦的

結局[7]。

人工肝臟是借助體外機械、化學或生物學裝置，

暫時及部份替代肝臟功能，從而協助治療肝功能不

全、肝衰竭或相關肝臟癥病的方法[8-10]。由於人工肝

以體外支援和功能替代為主，故又稱人工肝支援系統

(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 ALSS)。目前

根據其組成和性質主要可分為3類：(1)非生物人工肝

(non-bioartificial liver, NBAL)；指各種以清除毒

素為主的裝置，如血液透析、血液濾過、全血/血漿灌

流[11]，血液置換、分子吸附循環系統等；(2)生物型人

工肝(bioartificial liver, BAL)；一般專指人工培

養的肝細胞為基礎構建的體外生物反應裝置；(3)混合

生物型人工肝(Hybrid bio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 HBALSS)；由生物及非生物部份共同構成的人

工肝支援系統。人工肝系統體外支持治療能降低肝衰竭

患者體內毒性物質、改善肝功能和凝血狀態，促進肝細

胞再生利於肝功能的恢復，對於肝臟無法恢復的患者，

改善肝移植患者術前狀態，延長存活時間，促進術後恢

復，提高手術成功率及存活率。血漿置換是最早、臨床

應用最廣泛人工肝支援系統。有報導證實利用血漿置換

可明顯提高肝衰竭的治癒率[12]，但在治療過程中帶來一

些問題，丟失大量對人體有益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

補體、生長因數、酶等，外源血漿引起的免疫系統疾

病，感染、低鈣血癥等。MARS則可避免上述問題，MARS

採用獨特的仿生膜，並以白蛋白作為透析液，具備了類

似肝細胞的解毒機制，是血液淨化透析系統裏的一項前

沿技術，為心、肝、腎功能恢復和凝血因數再生創造條

件[13,14]。隨着醫院技術水平的提高，這項技術也廣泛用

於妊娠期急性脂肪肝的治療過程中並取得臨床效果。

4.應用L-精氨酸預防和治療AFLP：由於L-精氨酸

是一氧化氮多胺或胍類合成的底物，L-精氨酸的代謝產

物能夠影響腎臟疾病的預後，改善L-精氨酸的代謝則會

對腎臟疾病有所改善。一些研究表明，應用精氨酸後，

可以改善人工誘發的產前子癎的發生率。[15]在妊娠晚

期由於內皮細胞損傷，以及血液凝固性增加，容易發生

腎小球血栓形成，發生AFLP。

5.肝移植：病情惡化，造成不可逆性肝損害時可考

慮行全肝移植或者部份肝移植，國內外已有AFLP行肝移植

的報導。但由於肝臟來源缺乏，手術風險大，花費高，移

植後抗宿主反應大，需要長時間服用免疫抑制劑，限制了

肝移植在急性妊娠期指肪肝的治療中的應用。

6.肝細胞移植：肝細胞移植是近幾年實驗研究中

比較熱門的話題，研究者已經在動物模型中做了大量的

實驗，其優點是一個供體可以被多個受體使用，即使失

敗也不會對受體造成很大的傷害。但就目前面臨的障

礙[16]：(1)缺乏肝細胞供體及獲取途徑；(2)缺乏一種

與人肝臟代謝極為相似的動物模型；(3)移植肝細胞所

需要的數量不好控制；(4)最適合的移植部位，有利於

移植肝細胞能夠長期存活，發揮正常生理功能；(5)移

植後免疫排斥反應。

這項技術目前還不能成熟，大多是在動物實驗研

究和臨床實驗應用階段，臨床普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四、母兒的預後

A F L P產婦早期發現經積極治療後病情可迅速好

轉，如果產後未發生少尿過程，則肝腎功能恢復相對

較快，凝血功能的各項指標多在產後4~12天恢復正常。

肌酐可於產後3天開始下降，7天左右恢復正常。膽紅素

於產後5~10天開始下降。由於機體消耗、肝合成能力恢

復慢，產後白蛋白繼續下降，往往產後1週左右開始回

升，約於產後3週左右恢復至正常值，肝細胞一般為可

逆性改變，於產後4週左右可恢復正常。多數研究顯示

AFLP患者再次妊娠有一定的復發傾向並應長期隨訪無相

關遠期併發症發生[17]。MFAOD是一種新生兒代謝疾病，

目前考慮AFLP胎兒可能存MFAOD。LCHAD缺陷患兒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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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異常所致癥狀在嬰兒期表現不明顯，往往待其攝入

含長鏈脂肪酸食物才引發癥狀，故患者嬰兒期護理非常

重要，LCHAD缺陷兒童死亡率75%~90%。

五、小結

AFLP是嚴重危害母嬰健康的產科危急重癥，由於

病因不明確，給產前診斷和預防帶來了一定難度。治療

本病的關鍵是早期診斷、及時終止妊娠併合予最大限的

綜合治療，需要組織多專業、多學科協助診治。人工肝

或血液淨化治療是一種有效的輔助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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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鏡技術在結直腸癌手術應用中的安全性、可行

性及微創優勢如術中出血少、術後疼痛輕、腸道功能恢復

快、術後住院時間短等已得到大量臨床試驗的驗證[1-4]，

同時其涉及的一系列併發症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如

何預防和減少併發症是決定手術成功與預後的關鍵。

一、輸尿管損傷

輸尿管損傷是腹腔鏡直腸癌手術中較嚴重的併發

症，英國的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MRC CLASICC和歐洲的

COLOR研究報導其發生率約為1%[4-5]。其中尤以左側輸尿

管損傷多見。其發生原因與輸尿管在發育過程中的解剖

特點有關。張策[6]等研究指出，左側輸尿管與乙狀結腸

系膜關係密切，其腹段偏向中線側行走，正對乙狀結腸

系膜後方；其跨過骶岬入盆時，骶岬向前突出，輸尿管

盆段靠外側走行。其預防措施：在分離乙狀結腸系膜外

側時，需緊貼乙狀結腸系膜，遠離腎前筋膜，避免進入

層面過深；在骶岬水平分離時，需向右前方牽拉乙狀結

腸系膜，遠離骶岬分離系膜。整個操作過程需堅持對輸

尿管顯露而不裸化的原則，以減少對輸尿管及其滋養血

管的損傷和破壞，減少泌尿功能障礙的發生[7]。若術前

懷疑或術中發現腫瘤與輸尿管有黏連可能，可於術前或

術中放置輸尿管導管或從肢體血管注入亞甲藍溶液以示

蹤[8-9]。若已造成輸尿管的損傷，術中及時發現者，可

在腹腔鏡下完成修補並放置輸尿管雙“J”管避免輸尿

管狹窄，待2~3週後取出；若腹腔鏡下無法完成修補需

及時中轉開腹。若超過2天後發現的輸尿管損傷往往需

要進行二期修復[10]，修復方式根據損傷原因決定，如

輸尿管結紮鬆解術、輸尿管膀胱再植術、輸尿管端端吻

合術等[11]。

二、腸管損傷

腸管損傷是腹腔鏡直腸癌手術的術中常見併發

症，文獻報導其發生率為1%~2%[4-5]。其預防措施有：患

者採用改良截石位，頭低腳高右側傾斜位，使腸管擺放

在右中上腹部，充分暴露術野；建立氣腹時避免用力

過猛、Trocar置入過深；超聲刀能量頭保持在視線範圍

內，盡量遠離腸管操作；使用無損傷鉗抓取腸系膜，動

作輕柔，盡量減少直接鉗夾或暴力牽拉腸管。對於術中

已發現的腸管損傷，一般即予以腹腔鏡下縫合修補即

可，並留置引流管以便觀察病情變化；對於遲發性腸穿

孔，可先腹腔鏡探查，再根據實際情况選擇腹腔鏡下或

開腹行腸段切除後吻合或腸造瘺術。

三、骶前靜脈叢損傷

骶前靜脈叢血管壁薄且無靜脈瓣膜，血運豐富，

損傷後出血難以控制，因此也是導致腹腔鏡直腸癌手術

中轉開腹的原因之一。其預防措施：分離直腸後壁時，

需緊貼直腸系膜後方潛行向下，始終在骶前筋膜的腹側

進行，並盡量注意保持骶前筋膜的完整。若出現骶前靜

脈叢損傷，可暫予以紗布填塞壓迫止血，再根據血管管

徑粗細選擇具體處理方式如電凝、縫紮等。若經過以上

處理，出血量大難以控制，則需及時中轉開腹在直視下

止血，以免延誤止血時機。

四、精囊腺、前列腺或陰道後壁損傷

直腸前壁與精囊腺、前列腺或陰道後壁相毗鄰。

Denonvillier筋膜是分隔直腸與精囊腺、前列腺或陰道

後壁的解剖標誌。若盲目分離可增加誤傷精囊腺、前列

腺或陰道後壁的機會。因此在分離直腸前壁時，需認清

腹膜返折下的Denonvillier筋膜。對於女性病人，可由

助手經陰道示蹤以防止損傷陰道後壁。對於造成直腸陰

道瘺者，需根據具體情况行腸造瘺術。

五、性功能障礙

大量研究[12-14]表明，患者術後性功能障礙的發生

與直腸癌根治術中盆腔自主神經的損傷有密切關係。這

與支配生殖系統的自主神經來源於盆神經叢有關[15]。

孫喜太[16]等指出，直腸癌根治術中較易損傷的神經有

上腹下神經、腹下神經及下腹下神經（盆叢）。盆腔自

主神經的損傷多與對其解剖特點不熟悉、分離操作時大

塊鉗夾、盲目燒灼等有關。預防措施有：1.在分離乙狀

結腸系膜時，要緊靠結腸系膜，牽拉系膜保持一定張力

並遠離骶岬，在盆筋膜壁、髒層（即直腸固有筋膜）之

間的疏鬆間隙（即骶前間隙）內操作以避免損傷上腹下

神經。2.在分離直腸後方和側方時，需緊靠盆筋膜髒層

（即直腸固有筋膜）操作，並保持其完整性以避免損

傷腹下神經。3.在分離直腸側韌帶時，需先分離直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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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沿着盆筋膜髒、壁層之間的疏鬆間隙分離，裸化直

腸後方；再向兩側分離直腸側方，在直視下切斷直腸側

韌帶以避免損傷下腹下神經。

六、吻合口瘺

吻合口瘺是直腸癌保肛手術嚴重的術後併發症，

若不及時處理可引起急性腹膜炎、盆腔膿腫、感染中毒

性休克等，嚴重者可危及生命。腹腔鏡直腸癌手術發生

術後吻合口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1.術前腸道準備

不充分：對於有腸梗阻表現者，術前腸道準備欠佳，腸

道內大量糞便瀦留極易繼發吻合口感染。2.吻合口張力

過大：吻合口位置過低時，在狹小的盆腔內術野顯露較

差，腸管裸化、系膜遊離及斷端吻合均不能在完全直視

下進行，極易造成腸管裸化和系膜遊離不足，均可增加

吻合口張力。3.吻合口血運較差：目前直腸癌手術均遵

循全直腸系膜切除術原則，系膜內的直腸上動脈分支、

直腸中動脈等均被破壞，造成腸壁的血供減少，也易影

響吻合口的生長。4.盆腔引流不暢：直腸癌手術創面較

大，術後骶前空虛，容易形成積液，若盆腔引流不暢，

積液集聚易引起盆腔感染，影響吻合口生長。5.糖尿病

和全身營養狀况較差：糖尿病患者及全身營養狀態較差

者的組織癒合能力、抗感染能力較差，均會影響吻合口

的生長[17-18]。6.釘倉的使用個數：吻合口位置較低時，

盆腔狹小，術野顯露欠佳，腔內閉合器難以一次性切斷

腸管，但多次使用閉合器切斷時難以保證吻合口在同一

平面，極易造成吻合口瘺。Kuroyanagi[19]等指出，在

腹腔鏡下以腔內切割閉合器切斷直腸時，使用2個及以

上釘倉，發生吻合口瘺的幾率明顯增加。7.吻合口位置

較低：吻合口位置較低時，隨着術後進食及腸蠕動恢復

後，腸腔內容物集聚到吻合口，加之術後肛門括約肌反

射性痙攣收縮，腸腔內壓力增加，吻合口張力亦隨之增

加，極易發生吻合口瘺[20]。根據其發生原因，預防吻

合口瘺的措施有：1.術前做好充分的腸道準備，無腸道

梗阻者可口服甘露醇，有腸道梗阻表現者需清潔灌腸；

2.充分遊離腸系膜，使吻合的腸管兩端盡量無張力，必

要時可遊離至結腸脾曲；3.術中注意腸系膜血管走向，

保證吻合口血運良好；4.留置引流管引流，充分的盆腔

沖洗引流[21]；5.術前嚴格控制血糖，術後加強營養，

必要時輸注血漿、人血白蛋白；6.使用腔內切割閉合器

切斷直腸時，盡量減少釘倉的使用個數等。7.預防性造

口：對於已出現的吻合口瘺，若腹腔感染不嚴重，可在

密切觀察患者生命體征前提下予以通暢引流、加強抗感

染、營養支持等保守治療；若保守治療無效需行回腸或

近端結腸暫時性造瘺。

七、吻合口出血

吻合口出血多發生在低位直腸癌手術後[22]，與低

位直腸癌的盆腔內操作空間狹小，存在手術盲區，不易

觀察到出血點；以及腫瘤位置較低時，腫瘤遠端裸化不

足，腔鏡下吻合較難操作等有關。其預防措施：使用腔

內切割閉合器離斷直腸時，需在閉合器閉合後保持15s

後再激發切斷腸管；然後使用大量溫水沖洗盆腔，以觀

察有無出血。有學者[23-24]指出，術中腸鏡檢查可評估吻

合口狀態，能早期發現吻合口出血，對預防術後吻合口

出血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若術中即發現吻合口出血，

可根據血管管徑粗細選擇在腹腔鏡直視下縫紮止血或電

凝止血等。若為術後吻合口出血，需根據臨床表現判斷

出血量與出血速度。若出血量少且慢，考慮為滲血，可

加用止血藥、擴容補液、必要時輸血等保守治療或選擇

內鏡下止血。若出血量多且迅速，保守治療無效者則需

及時手術止血。

八、吻合口狹窄

吻合口狹窄是直腸癌術後常見的併發症，其發生

原因與吻合口瘺、吻合口局部缺血等有關。對於輕度狹

窄者，可依靠糞便本身的擴張作用自行緩解，因此無需

特殊處理；對於重度狹窄有腸道梗阻表現者則需積極治

療。若直腸指檢即可捫及吻合口，可予以人工擴肛或擴

張器擴張；若吻合口位置較高，可嘗試在腸鏡下經球囊

擴張器擴張；若以上方式無效，則需手術切除狹窄腸段

後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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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頁 圖示

圖1. 病例1 ①術前口內照；②術後24小時安裝臨時義齒；

③即刻義齒安裝後全景片觀；④3個月後永久修復；

⑤永久修復6年後

圖2. 病例2 ①術前口內照；②術後24小時安裝臨時義齒；

③術後當天即刻修復；④永久修復後；

⑤永久修復後全景片觀

① ②

③ ④

⑤

圖1.PAS染色 圖2.中空管狀觸鬚樣物質 圖3.Masson染色

第55頁 圖示

圖2. 憩室樣病灶局部壞死(呈裂隙狀,細箭頭處),穿透腸壁全

層,穿孔旁組織見大量的中性白細胞浸潤 (粗箭頭處)

圖3. 憩室樣病灶腸壁局部凹陷,平滑肌肌層變薄(細箭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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