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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PA治療腦室內血腫價值及相關併發症研究

鄉志雄* 廖挺 梁美霞 范耀華 黃登輝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神經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doctorxiang@gmail�com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通過總結鏡湖醫院神經外科治療的腦室內血腫患者的資料，明確r-tPA

治療腦室內血腫的价值及併發症發生率。  方法 收集2009年1月~2017年1月期間鏡湖醫院神

經外科治療的121例腦室內血腫患者中，其中使用r-tPA治療的有56例，單純腦室外引流或

開顱血腫清除+置管引流（稱“對照組”）的65例，分別收集兩組病人的GCS評分，mRS評分、

GOS評分，腦室內血腫清除的情況及各種併發症發生率相關進行總結。  結果 r-tPA注射組

中，4/56(7%)例病人的死亡，對照組中，11/65(16�9%)例死亡。腦室內血腫清除72h Graeb

評分r-tPA注射組為3�00±1�92，對照組為9�00±2�78。GOS評分為1~2分患者在r-tPA注射組

為28/56(50%)，對照組為21/65(32�3%)。r-tPA注射組患者並發新鮮出血6/56例(10�7%)，對

照組術後並發新鮮出血的病人1/65例(1�5%)。r-tPA注射組注射r-tPA後顱內壓升高6/56例

(10�7%)、併發心律失常4/56例(7�1%)，併發引流管堵塞1/56例(1�8%)，對照組引流管堵塞

7/65例(10�8%)。注射r-tPA治療結束後出現腦積水需要行腦室腹腔分流的9/56例(16�1%)。

而對照組有27/65例(41�5%)。  結論 經腦室外引流管注射r-tPA治療腦室內積血是一種有效

的治療措施，能加快腦室內血腫的溶解排除，減少引流管堵塞，降低病人腦積水併發症。然

而部份病人在開顱血腫清除、去除顱骨減壓或引流管放置在血腫腔內均增加繼發出血風險。

同時需控制注射藥物的液體總量及注射溶液的溫度，避免ICP升高或並發心率失常、抽搐等

併發症。

【關鍵詞】腦出血；腦室內出血；腦室外引流術；r-tPA治療

Study on the value of r-tPA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ventricular hematoma and related 
complications

XIANG Zhi Xiong*, LIAO Ting, LEUNG Mei Ha, FAN Yiu Wah,  WONG Teng Fa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data of 121 patients with intraventricular hematoma treated 

by neurosurgery in Kiang Wu Hospital, and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r-tPA in the treatment ofintraventricular 
hematoma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121 patients within traventricular 
hematoma who underwent neurosurgical treatment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9 to January 
2017. 56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tPA, 65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extra-ventriculardrainage alone.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GCS score, mRS score, GOS score,intraventricular 
hematoma removal of the situation, the dose of injection drugs and complications of various complications 
of the data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Of the 4/56 (7%) patients died in the r-tPA group,11/65 (16.9%) 
died in the patients underwent extra-ventricular drainage alone. Intraventricular hematoma evacuation 72h 
Graeb score with r-tPA injection group was 3 ± 1.92, the control group was 9 ± 2.78. The GOSscore of 1-2 
patients was 28/56 (50%) in the r-tPA group and 21/65 (32.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6 cases 
(10.7%) of new bleeding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1 case (1.5%) of new bleed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6 patients(10.7%) with high intracranial pressure after injection of r-tPA. 4 patients (7.1%)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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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室內出血患者存在高致殘率、高死亡率等特點。

高血壓腦出血、動脈瘤破裂出血是臨床中最為常見的腦

室內血腫的主要因素。對於該類疾病，目前尚未有一種

標準的治療方法，絕大多數患者通過手術放置腦室外引

流管，解除急性腦積水導致顱內壓升高的危險，待腦室

內的血塊開始溶解並經過腦室外引流管排出。然而腦室

外引流管通常留置的時間為7~10日，隨著留置外引流管

的時間越長，逆行性顱內感染的風險越高。近年來不斷

有文獻報導通過經引流管注射r-tPA，在加快腦室內的血

塊溶解及排出方面取得很好的效果。到目前為止，國際

上仍未有r-tPA治療腦室內血腫大宗的、隨機雙盲對照的

實驗數據，本文總結了2009年1月~2017年1月期間鏡湖醫

院神經外科收治的121例腦室內血腫的病人資料，總結該

治療方法的利弊情況。

資料與方法

121例患者，其中女性69(55�6%)，年齡從21歲~83

歲，其中12例患者近1個月內曾有腦外傷病史。全部病人

均行CT掃描明確腦室內存在積血並收住腦外科。入院時

對病人進行ICH score、GCS評分、治療前腦室內血腫量

計算。121例患者均無手術的禁忌症並行腦室外引流手

術，其中接受r-tPA(Actylise, Boehringer Ingelheim, 

Germany)治療的56例及只是單純外引流的對照組65例。

治療組的患者在術後24複查CT掃描確定無禁忌症後，

在嚴格無菌操作的條件下，每隔8小時開始注射r-tPA 

4mg/4ml，共3次。在注射前，先給予等量放出4ml的腦脊

液，注射完畢後夾管1小時，並持續監測ICP變化。對照

組病人同樣先等量放出4ml腦脊液後，在注入NS4ml作為

對比。所有病人均接受常規的藥物治療，病人在GCS<8

分，需要留置氣管插管，當病人GCS評分>8分時，盡可能

去除氣管插管，當病人超過7日無法拔除氣管插管時，

則行氣管切開術。當ICP>20mmHg持續超過5分鐘，則需

要進一步處理。血壓通過持續監測動脈壓，當平均動脈

壓>120mmHg，使用labetalol進行降壓，當病人平均動脈

壓<90mmHg時，需要noradrenalin進行升壓治療。病人每

日監測生化離子及酸堿平衡。術後24小時、72小時及5天

分別複查CT掃描，評估顱內是否有新鮮出血，腦室內血

腫清除的情況。

結 果

一、注射r-tPA治療優勢：注射藥物後，腦室內血

腫溶解及排出的速度明顯較對照組病人快。腦室內血

腫清除72h Graeb評分r-tPA注射組為3±1�92，對照組

為9±2�78，P<0�05。術後第5日Graeb評分r-tPA注射組

為2±1�6，對照組為8±2�4，P<0�01。在經治療后，繼

發出現腦積水並需要行腦室腹腔分流在r-tPA注射組有

11/56(19�6%)例，對照組有27/65例(41�5%)。3個月後病

人預後評估，效果好，mRS為0-3分的在r-tPA注射組內有

41/56(73�2%)，而在對照組則為29/65(44�6%)。在GOS的

評估中，評分在3~5分，r-tPA注射組為28/56(51%)，對

照組的為21/65(32�3%)，兩組病人存在著顯著性差異。

r-tPA注射組56例患者中有1/56(1�8%)例治療過程中出現

引流管堵塞，對照組則有7/65例(10�8%)。P<0�001。在

死亡率方面，r-tPA注射組死亡病人4/56(7�1%)，對照組

死亡11/65(16�9%)，P=0�06，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二、注射r-tPA治療相關併發症：r-tPA注射治療組

病人有54/56(96�4%)例患者接受3次r-tPA的藥物治療，

2/56(3�6%)例患者注射第1次藥物後複查CT發現新鮮出

血而血藥終止治療，但無需進一步手術治療。對照組

中，有1/65(%)例病人並發新鮮出血，不能排除因穿刺

arrhythmia after injection of r-tPA. In the treatment group, drainage tube obstruction developed in 1 
patient(1.8%). There were 7(10.8%) patients of the drainage tube obstruc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treatment group, 9 patients (16.1%) were needed to do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 due to hydrocephalus. 
However, in the control group, 27patients (41.5%) need to do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  Conclusion   
Injectionof r-tPA through the drainage tube i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treatment of intraventricular hematoma.
It can speed up the dissolution and discharge of intraventricular hematoma,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drainage tube blockage, and reduce the patient mortality and the risk of hydrocephalus. However, we must 
carefully choose suitable cases for the treatment, and reduce fresh bleeding complications caused by the 
injection of drugs. We must stringently adjust the dose of the drug to be injected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injection solution.

[Key Words]   Cerebral hemorrhage; Ventricular hemorrhage; Extra-ventricular drainage; Surgeryr-
tPA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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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患者，仍有高達38%的患者在生存的第1年內死亡。有

研究表明[3]，通過積極控制顱內壓力，特別是降低腦室

內的壓力，對病人預後有較大的影響，而是否合併腦積

水與病人遠期死亡率有正相關。單純外科手術在一個大

型的研究ISTICH trail[4]中，未能證明能夠降低腦出血

病人的死亡率。因而，在腦出血的治療措施非常有限，

如何提高該類患者的預後，減少病人死亡率成為目前在

該領域重要的論題。有學者嘗試直接開刀或利用神經內

鏡，從不同的入路進入腦室系統，希望能夠非常直觀的

清除腦室內血腫，最短時間內降低腦的壓力，然而腦室

系統呈“C”字形態，無法在同一個入路清除全部腦室

內的血腫，往往只能清除腦室側角或體部血腫，對於三

腦室後部、第四腦室、中央導水管等部位的血腫卻無能

為力。有學者[5-7]使用導航下穿刺血腫引流，或留置引流

管後注射尿激酶或r-tPA，進行血塊溶解的治療，取得了

一些滿意的結果[8,9]，包括加快腦內特別是腦室內血塊的

溶解排除、降低顱內壓力或減少後期腦積水併發症等。

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對於注射r-tPA的最佳藥物劑量

仍未有一個標準可以遵循，除了病人本身其他系統的疾

病、顱內動脈瘤破裂出血未進行填塞或夾閉，顱內AVM未

曾進行徹底治療的患者有明確注射藥物禁忌外，對其他

患者病情是否適合注射藥物鮮有報導。

通過對比注射r-tPA治療組及對照組病人情況可以

發現，注射r-tPA能夠有效的加快腦室內血腫的溶解，

腦室內血腫清除從注射藥物24h後Graeb評分就優於對照

組，而在72h及注射藥物後5天時間對比明顯（見表2）。

同時注射r-tPA治療組病人中，外引流管的堵塞率明顯

降低(1�8%VS10�8%)，及後期腦積水需要行腦室腹腔的

幾率亦較對照組低(19�6%VS41�5%)。發病3個月後病人預

後評估，無論是mRS為0-3分患者比例(73�2%VS44�6%)，

還是GOS評分在3-5分的患者比例(50%VS32�3%)，注射

r-t P A治療組均優於對照組病人，兩者存在差異性，

P<0�05。在死亡率方面，注射r-t P A治療組對對照組

為7�1%VS16�9%，P=0�06，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而在注射r-tPA的治療組中，單純行腦室外引流的

病人16例；開顱腦內血腫清除手術保留骨辦並放置腦室

外引流14例，開顱腦內血腫清除手術去除骨辦減壓並放

置腦室外引流16例，開顱腦內血腫清除手術經血腫腔

內放置外引流10例。在這些病人中，可以看到單純腦

室外引流病人注射r-tPA後，無出現新鮮出血患者。而

在開顱腦內血腫清除手術並去除骨辦減壓病人組中，

出現新鮮出血的患者有3例（佔18�75%），開顱腦內血

表1�r-tPA腦室內血腫與對照組比較

治療組n=56 對照組n=65 P值

一般情況

平均年齡(歲) 58�1 56�9 0�721

男性 27 30 0�589

女性 29 35 0�370

術前病人狀態

入院時平均GCS評分 6 7 0�816

腦室內血腫平均體積(ml) 63±29�4 58±31�5 0�580

臨床結果

繼發性腦積水例數 11 27 0�03

外引流管堵塞 1 7 0�04

並發新鮮出血例數 6 1 0�009

3個月死亡率 4 11 0�06

平均引流時間 6�1 12�4 0�01

mRS評分(0~3分) 41 29 0�039

GOS評分(3~5分) 29  21 0�044

過敏反應 1 0 —

癲癇發作 2 0 —

注藥後ICP增高 6 0 —

注藥後心律失常 4 0 —

表3�經腦室外引流管注射r-tPA後繼發出血與手術方式關係

欄1 注藥後新鮮出血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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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注射r-tPA後腦室內血腫變化Graeb評分變化

組別
手術前

Graeb評分
注藥後24h
Graeb評分

注藥後72h
Graeb評分

注藥後5天
Graeb評分

r-tPA注射組 9±2�6 7±3�1 3±1�9 2±1�6

對照組 10±1�8 9±2�3 9±2�7 8±2�4

P值 0�663 0�208 0�031 0�006

置管時造成出血。注射r-tPA的病例組中，有6例患者注

射後ICP升高，4例患者在注射藥物後1小時內ICP升高持

續>5min，需要使用20% mannitol控制顱內壓力。

討 論

腦室內血腫是臨床中常見、嚴重的基本，死亡率

在50%~80%[1,2]，最常見的病因是自發性腦出血並破入腦

室，約40%。在過去，即使使用積極的藥物治療腦室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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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清除手術保留骨辦組病人中，出現新鮮出血1例（佔

7�14%）。開顱腦內血腫清除手術經血腫腔內放置外引

流組病人出現新鮮出血的有2例（見表3）。從上述的數

據中，可以看到，注射r-tPA後再出血風險是需要重視

的，當中考慮與手術的方式有密切關係，本研究中16例

患者只行腦室外引流手術，術後給予注射r-tPA，無1例

患者出現注射後出血情況。而在手術中需要去除顱骨減

壓，或引流管放置在清除血腫的腔內，都是注射藥物再

出血的危險因素。這相對容易理解，注射在腦室內的

r-tPA經過腦脊液循環進入身體的血液循環，從而導致

病人的凝血功能出現障礙，當手術的創面越大，繼而導

致新鮮出血的危險越大。而在單純腦室外引流患者中，

筆者只是行單純的經額腦皮質穿刺進入側腦室額角，在

這個過程病人的損傷較小，注射藥物後出血的風險也較

小。當病人腦室內鑄型血腫形成、或腦室受壓明顯變小

的穿刺困難時，可以通過借助導航技術，避免反復穿刺

造成腦實質的損傷，也有助於降低注射r-tPA後出血的

風險。

在56例患者中，注射藥物後出現嚴重過敏的1例

（佔1�79%），出現癲癇發作的2例（佔3�57%），注射藥

物后出現ICP升高>20mmHg，且持續時間超過5分鐘的病人

6例（佔10�71%），注射藥物後出現心率一過性心率失常

的病人4例（佔7�14%）。56例患者無出現與注射藥物相

關的逆行性顱內感染的發生。

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注射藥物後，有6例患者出

現ICP持續升高並>20mmHg，需要行放出腦脊液來降低顱

內壓治療，回顧這6例患者，均出現在本研究的早期階

段，在該時期，使用25mg+25ml進行ACTERLY的溶解，故

若注射4mg，則需要注入4ml的液體，對於出血後顱內壓

已經非常高的情況下，額外的4ml液體會加劇ICP的上

升，甚至導致腦疝形成。而研究的中、後期，通常使用

2:1的藥物溶解方法，注射4mg，只需注射液體2ml，從而

避免了人為加劇ICP的因素。

而在注射藥物後出現心律失常4例患者及1例抽搐患

者，全部出現在第2或第3次注射藥物後。考慮其原因與

第1次注射ACTERLY後，常規將藥物放置冰箱內保存，當

第2次注射藥物時，抽取的藥物非室內溫度，直接注射

進入腦室內，對腦室內、對丘腦及下丘腦等重要結構均

造成較大溫差的刺激，從而誘發心律失常，甚至抽搐的

發生。

綜上所述，r-tPA治療腦室內積血為主的腦出血患

者，在加速血腫溶解、縮短引流管留置時間、降低腦積水

的發生及改善該類病人的預後等方面均有較好效果。但術

後合併新鮮出血與手術的方式有密切關係，需慎重選擇注

射治療的適應症，可以有效的規避出血併發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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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吞嚥障礙是腦卒中及腦外傷等疾病常見的併發症，

其主要表現為在進食過程中，雙唇、上下頜、舌、軟

齶、咽喉、食管括約肌或食管功能受到損害，不能安全

地把食物由口運送到胃內，以取得足夠營養和水分[1]，

其不僅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還可能導致嚴重的併發

症，如吸入性肺炎等[2]，危及患者生命。口顏面失用則

是一種後天習得的運動功能或技能發生障礙，表現為不

能按照檢測者指令完成如張口，伸舌，鼓腮，咳嗽等一

系列動作，這種障礙不是因運動或感覺障礙，而是因理

解口頭指令或視覺指令障礙引起的。國外報導腦卒中患

者大約有43�3%伴有口顏面失用[3]。

吞嚥障礙患者合併口顏面失用時，在吞嚥口腔期食

團傳遞前會出現舌、唇、下頜運動功能障礙，導致自主

吞嚥功能受損，同時會合併出現吞嚥啟動延遲及口腔食

物傳遞障礙，進一步加重吞嚥障礙的程度。所以，吞嚥

障礙合併口顏面失用相對於單純吞嚥障礙的治療處理更

加困難。鏡湖醫院康復科對該類患者進行綜合康復治療

並取得明顯療效，現介紹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入選患者為2016年1月~2017年5月在鏡湖醫院康復

【摘要】  目的 探討吞嚥治療結合言語治療對腦卒中致吞嚥障礙伴口顏面失用患者的

治療作用。  方法 對18名腦卒中致吞嚥障礙伴口顏面失用的患者進行系統性的吞嚥訓練及

言語訓練，分別於訓練前後對吞嚥功能及口顏面功能進行測評。  結果 18名患者吞嚥功能

及口顏面功能均有明顯恢復，標準吞嚥功能評分由(40�5±3�5)分下降到(25�6±6�8)分，口

顏面失用評分由(12�5±6�5)分上升到(33�6±5�6)分，吞嚥生存質量評分由(67�4±10�3)分上

升到(125�9±9�5)分，有17位病人拔除胃管進食，1位病人能進食糊狀食物。  結論 吞嚥治

療結合言語治療的康復療法對腦卒中後吞嚥障礙伴口顏面失用患者功能恢復有明顯的治療

效果。

【關鍵詞】吞嚥治療；言語治療；吞嚥障礙；口顏面失用

The efficacy of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and apraxia after stoke

 TAN Jia Sheng, LAO Chong Leong*, CHEN Ying Wu, ZHANG Cui Xia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wallowing therapy and speech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and apraxia after stroke.  Methods   Eighteen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and apraxia 
received systematical swallowing and speech trainings, and were evaluated on swallowing function and oral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s.   Results  Swallowing function and oral function of 18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trainings. SSA scores decreased from 40.5±3.5 to 25.6±6.8. Apraxia 
assessment scores increased from 12.5±6.5 to 33.6±5.6. The scores of The Swal-QOL increased from 
67.4±10.3 to 125.9±9.5.  After treatment, GI tubes were successfully removed among 17 patients, and 1 
patient can sollow soft food. Conclusion  The combine of swallowing therapy and speech therapy is proved 
to be useful to th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and apraxia.

[Key Words]  Swallowing therapy; Speech therapy; Dysphagia; Apraxia 

腦卒中後吞嚥障礙伴口顏面失用康復治療的療效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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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進行康復治療的腦卒中患者18例，均符合全國第4屆腦

血管疾病會議修訂的診斷標準[4]，並運用洼田飲水試驗

及口顏面功能檢測作為篩檢，18例患者均存在吞嚥障礙

伴口顏面失用。其中男性10例，女性8例，年齡60歲~78

歲，平均(68±8�5)歲。全部患者意識清楚，病情穩定；

並運用MMSE作評測，無精神認知障礙。

二、評估方法

吞嚥功能評估採用標準吞嚥功能評分(Standard 

Swallowing Assessment, SSA)量表，SSA由3個評估部份組

成：1�首先，臨床檢查，總分為8~23分；2�第二部份，請

患者吞嚥5ml水3次，觀察有無喉部運動、重複吞嚥情況及

吞嚥後喉功能狀況等情況，總分為5~11分；3�第三部份，

吞嚥60ml水，觀察吞嚥需要的時間、有無咳嗽等，總分

5~12分。SSA總分從18~46分，可根據得分對吞嚥功能進行

初步評價，得分越低表明吞嚥功能越好[5]。

口顏面功能評估採用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口顏面失

用檢查表》，10個評分項目包括：咳嗽、鼻吸氣、吹滅

火柴、吸吸管、吹鼓面頰、撅嘴、閉唇、示齒、伸舌及

張口。同時，每個項目包括執行口頭指令及視覺模仿兩

項分數。評分標準為：0分（不能）；1分（輕微）；2分

（稍差）；3分（正常）。檢查表總分從0~60分，得分越

高表明口顏面功能越好。

吞嚥生存質量評估採用吞嚥生存質量評分(Swal-

QOL)量表，10個評分項目包含了30條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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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交往、疲勞及睡眠。評分標準為：1

（一直）；2（經常）；3（有時）；4（很少）；5（沒

有）。總分從30~150分，得分越高患者生存質量越好。

三、治療方法

吞嚥康復訓練：

1�基礎訓練：(1)主被動口唇閉鎖練習，治療師協

助患者對鏡反復做緊閉口唇練習；(2)下頜主被動運動訓

練，治療師協助患者盡量張口，松張下頜，並向兩側運

動；(3)舌的主被動訓練，在治療師的輔助下用力向前或

兩側伸舌，然後再用力收縮；(4)咽部冷刺激，用冰凍棉

棒刺激軟齶、齶弓、舌根及咽後壁，同時做吞嚥動作。

(5)空吞嚥訓練，讓患者進行空吞嚥口水、小冰塊訓練，

有利於吞嚥模式的恢復。

2�直接攝食訓練：(1)體位，一般患者保持30度~60

度仰臥位，頸部前傾，逐漸提高角度，直到90度坐位；

(2)食物選擇，選擇柔軟、易變形、有適當黏性、不易

鬆散及不易滯留黏膜的食物；(3)一口量，開始吞嚥量

1~4ml水，按患者恢復程度逐漸增加。(4)進食過程中要

採取吞嚥和空吞嚥交互動作，以減少咽部殘留食物。

3�改善進食環境：進餐前選擇安靜舒適的環境，治

療和進食過程無干擾。

口顏面失用的言語康復訓練：

1�口顏面動作的模仿。例如吹氣，患者往往會做出

哈氣、吸氣、或吃東西的動作，經過多次摸索均不能正

確模仿，這時可以利用紙、蠟燭等物品作為示範，引導

出正確動作後再移去輔助提示物品。除了吹氣練習，還

包括鼓腮、咂唇、縮攏嘴唇、擺舌、伸舌、吹口哨等。

2�利用視、觸、聽、溫度等多途徑刺激來誘發和強

化正確動作，加強口顏面肌肉運動的協調性。

3�通過言語訓練改善患者由於口顏面功能失用而出

現的構音障礙，通過視覺刺激來引導患者發音器官發出

正確的目標音。

18位患者吞嚥訓練及言語訓練每天進行1次，其中吞嚥

訓練20分鐘，口顏面功能訓練20分鐘，治療次數共30次。

四、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9�0進行數據分析。應用t檢驗評價吞嚥

訓練前後SSA得分的變化，評價口顏面功能訓練前後口顏

面失用評分的變化，以及評價訓練前後吞嚥生存質量量

表得分的變化，P<0�05表示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8例患者在經過了30次吞嚥治療及言語治療後，吞

嚥功能及口顏面功能有了明顯的改善。訓練後，SSA評

分由(40�5±3�5)分下降到(25�6±6�8)分，差異具有統計

學意義(P<0�01)；口顏面失用評分由(12�5±6�5)分上升

到(33�6±5�6)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Swal-

QOL評分由(67�4±10�3)分上升到(125�9±9�5)分，差異具

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1）。在進食方面，有17位

患者順利拔除胃管進食，1位患者能進食糊狀食物，飲水

仍有嗆咳，需延長治療療程。

表1.18例患者訓練前後三項評分比較

時間 SSA評分 口顏面失用評分 Swal-QOL評分

治療前 40�5±3�5 12�5±6�5 67�4±10�3

治療後 25�6±6�8 33�6±5�6 125�9±9�5

t值 7�56 9�5 16�16

P值 P<0�01 P<0�01 P<0�01

討 論

1879年Jackson首先描述了口顏面失用症患者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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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構音障礙者不能按照指令伸出舌頭，患者盡力去

做，張口後卻未能完成動作。此後，將不能依據口頭指

令或視覺指令用口、唇、舌、喉等部位的肌肉做有目的

的非言語性動作，而且患者無癱瘓等其他初級運動障

礙，稱之為口顏面失用[6]。當吞嚥障礙患者合併口顏面

功能失用時，則會導致患者難以執行吞嚥訓練指令，阻

礙了吞嚥功能的訓練。同時，由於患者口顏面功能失

調，可能會出現明顯的吞嚥啟動延遲或口腔期食物傳遞

障礙，對吞嚥功能的康復產生不良的影響。

傳統觀念認為優勢半球即左額頂葉前運動區是臨床

上最常與口顏面失用聯繫的區域，但後來又報導口顏面

失用最常出現在島葉及左前額葉受損後[7,8]。另外，吞嚥

的神經機制研究已證明存在於腦幹吞嚥中樞及皮質吞嚥

中樞。最重要的初級運動感覺皮質和島葉、扣帶回、前

額、顳葉、頂枕區等其他腦區[9,10]構成了皮質吞嚥中樞

的神經網絡。所以，吞嚥障礙與口顏面失用在中樞神經

系統定位上存在重疊的區域，而導致部份患者兩種功能

障礙同時出現。在臨床治療中，對於腦卒中吞嚥障礙患

者必須注意是否合併口顏面失用，並進行針對性治療。

腦卒中吞嚥障礙伴口顏面失用患者的治療不能按照

一般吞嚥障礙患者的治療方法進行治療，必須在吞嚥障

礙治療的基礎上，增加口顏面功能訓練及言語訓練，通

過重複訓練及強化訓練，逐步讓患者重新學會口顏面肌

肉的運動模式，改善其口腔運動的功能，從而對患者的

吞嚥功能有促進的作用。另外，袁英等[11,12]對吞嚥障礙

伴失用症患者使用經顱直流電刺激，改變了患者大腦皮

質興奮性，有效的提高了患者的治療效果。因此，在本

研究的治療基礎上增加經顱電刺激治療是否對此類患者

有更好的療效，仍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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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回顧性分析本院B超預測胎兒體重的準確性，提高B超診斷技術，降

低剖宮產率，減少分娩不良事件發生。  方法 選取2016年1月~2017年4月本院分娩孕婦241

例，其中巨大胎兒（體重大於等於4kg）52例(21�5%)，選取同時間段分娩正常體重胎兒189例

(78�5%)，所有孕婦均於孕前1週測量胎兒雙頂徑、股骨長度、腹圍，計算估計體重及敏感性和

特異性，進行相關性分析及回歸模型，比較分娩方式及母兒預後差異。  結果 巨大兒組剖宮

產率、產後出血量大於對照組，有顯著差異。新生兒窒息發生率及鎖骨骨折發生率均為零。B

超採用Hadlock系統預測胎兒體重敏感性為34�6%，特異性為94�2%。  結論 本院巨大兒產前B

超診斷準確性有限使剖宮產率增加，建立結合多種測量值的預測標準，有助於提高超聲診斷

水平，降低剖宮產率。

【關鍵詞】巨大兒；超聲預測；分娩結局

The value of pre-delivery ultrasound measurements in estimation of macrosomia and delivery 
outcome

LU Ying Yi, BO Di,  LIANG Hai Qi, LI Chun Ke, HUANG Yao Bin*
Department of O&G,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estimation formula to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diagnostic 

techniques and to reduce adverse events in labor,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pre-delivery 
ultrasound measurements and the delivery outcome.  Methods  241 pregnancie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52macrosomia pregnancies with birth weight ≥4kg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189 normal pregnancies 
with birth weight <4kg (the control group). The AC, BPD, FL measurements by ultrasound were performed 
7days before delivery in both groups. The value of EFWs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Hadlock formula.
After analyzing the sensibility, the specificity and the correlation rate, a predictive model formula was 
established to estimate the delivery mode, the delivery complication and the prognosis of the newborns.   
Results  The cesarean rates and the bleeding amou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ccurrence rates of the neonatal asphyxia and clavicular fractu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two groups.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macrosomia prediction were 
34.6% and 94.2% respectively by the Hadlock formula.  Conclusion  The cesarean rate was increased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A formula based on multiple variables might be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ultrasound measurements and to reduce the cesarean section rate.

[Key Words]  Macrosomia; Ultrasound measurement; Delivery outcome

巨大兒產前超聲預測評估及分娩結局的臨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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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出生體重是母嬰預後的獨立影響因素，由於

檢查手段和技術有限，於產前準確評估新生兒體重一直

以來都是產科工作者面對的難題。20世紀80年代起，二

維即超聲應用於胎兒體重評估，準確率較傳統通過宮高

腹圍及母親孕期體重測量估計新生兒體重方法有一定提

高[1]，然而採用骨性標記雙頂徑(biparietal diameter, 

BPD)，股骨長度(femur length, FL)，且缺乏基於大樣本

的數據模型，使得二維超聲對胎兒體重估計準確率相當

有限。近年來，西方國家及部份亞洲國家通過大量臨床

觀察及數據採集，建立了以雙頂徑、股骨長、頭圍(head 

circumference, HC)、腹圍(abdominal circum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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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為測量標準的各類體重評估系統，其中以Hadlock系統

測量BPD+HC+AC+FL估計體重應用最為廣泛[2-5]。然而，於

實際工作中，基於人群的差異，操作水平的不一致性以及

以骨性標誌作為測量標準本身的局限性，產前超聲對新生

兒體重的評估準確率仍差強人意[6-8]。本研究基於以上背

景，通過對本院近年來分娩孕婦的產前超聲波測量數據及

母嬰臨床資料總結分析，評估本院產科超聲的預測準確

性，分析各測量值差異，建議以本院資料為基礎的產前超

聲測量數學模型，提高巨大兒產前預測的準確性，控制剖

宮產率，降低分娩不良事件發生。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選取2016年1月~2017年4月本院分

娩孕婦241例，其中巨大胎兒52例(21�5%)，隨機選取同

時間段分娩正常體重胎兒189例(78�5%)（出生體重小

於4kg)，入組孕婦均已於孕前1週內B超測量BPD、FL及

AC。入組孕婦排除雙胎或多胎妊娠，胎兒各系統發育異

常，不排除因素包括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壓疾

病，胎盤及其他胎兒附屬物異常，非頭位胎先露，高齡

產婦（≥36歲）。

二、超聲測量：孕婦孕週估計採用末次月經首

日，如月經無規律根據早期超聲核算預產期估計。B超

應用GE公司B超機，測量BPD, FL, AC, 均採用標準平

面，採用Hadlock BPD+FL+AC+HC計算新生兒體重，與出

生體重比較。

三、數據分析：實驗組及對照組孕婦一般資

料：孕週，身高，新生兒體重，產後出血量等數值變量

採用均值t檢驗，分娩方式，產後合併症，新生兒窒息

及產傷等分類變量採用四格表卡方檢驗，顯著性分析

標準為P<0�05, BPD, FL, AC測量值分別行組內方差齊

性檢驗，如組內差異為非顯著，分別計算三者均值及

標準誤，繪製散點圖並進行單因素回歸分析，如結果

符合線性關係，採用逐步回顧分析，建立以AC, AC+FL, 

AC+FL+BPD為變量的回歸方程，並進行回歸方程的殘差

分析。對BPD+FL求和行累積頻數分析，計算巨大胎兒的

陽性預測率及陰性預測率。所有統計分析採用SPSS19�0

數據分析軟件。

結 果

一、一般資料：本研究得到有效病例241例，其

中巨大胎兒組52例(21�5%)，對照組189例(78�5%)，

兩組孕婦平均年齡為(31�29±4�99)歲及(30�28±4�40)

歲。巨大胎兒組分娩孕週(39�38±0�92)週，較大於對

照組(38�81±3�07)週，均值無統計差異。分娩次數

(1�77±1�29)次，對照組為(1�52±0�70)次，巨大胎兒組

孕婦分娩次數多於對照組(P<0�05)。

二、分娩方式及分娩結局：巨大胎兒組與對照組

相比，分娩方式有顯著差異。巨大胎兒組剖宮產率為

80�8%，對照組則為41�3%，遠低於巨大胎兒組(P<0�01)，

巨大胎兒組平均產後出血量為(317�50±170�03)ml，大於對

照組(257�30±149�11)ml，結果有顯著差異。巨大胎兒組新

生兒出生體重(4�21±0�19)kg，對照組為(3�22±0�41)kg，

巨大胎兒組新生兒出生體重大於對照組，P<0�05，2組孕

婦新生兒窒息發生率及鎖骨骨折發生率均為零。

三、B超測量結果

(1)BPD，FL，AC測量值先行方差一致性檢測，組

內方差分別為2�732, 1�824, 0�082, P值均大於0�05，

提示組內差異不顯著。針對各測量值繪製散點圖，各組

測量值均符合線性相關。

(2)巨大胎兒組BPD、FL、AC測量均值均明顯大於對

照組，有顯著差異(P<0�001)（見表1）。

(3)Hadlock系統計算估計體重，預計體重大於等於

4kg共29例，18例確為巨大胎兒，真陽性率62%(18/29)，

預計體重小於4kg共212例，其中34例為巨大胎兒，假陰

性率16%(34/212)，故Hadlock系統預測新生兒體重敏感

性為34�6%，特異性為94�2%。

(4)以BPD+FL≥16�5cm為診斷截斷點，真陽性率為

44�9%(40/89)，假陽性率為55�1%(49/89)，真陰性率為

92�1%(140/152)，假陰性率為7�9%(12/152)，敏感性為

76�9%(40/52)，特異性分別為74�0%(140/189)。

(5)分別以AC，AC+FL，AC+FL+BPD為因變量進行逐

表1�BPD、FL、AC均值

測量值    組 人數 均值 標準差 T P

BPD 對照組 189 9�239 0�386 -5�072 0�00

巨大胎兒組 52 9�537 0�331

FL 對照組 189 6�972 0�383 -6�580 0�00

巨大胎兒組 52 7�347 0�283

AC 對照組 189 33�443 1�931 -8�202 0�00

巨大胎兒組 52 36�756 2�015

表2�線性模型匯總

變量           方程
決定

係數

標準估

計誤差

AC -2�187+0�163×AC 0�524 0�3506

AC+FL -4�258+0�139×AC+0�412×FL 0�596 0�3231

AC+FL+BPD -5�899+0�112×AC+0�389×FL+0�292×BPD 0�626 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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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回歸，建立回歸方程，方程系數如表2。

討 論

新生兒出生體重對於分娩管理極其重要，巨大胎兒

的產生與母嬰結局息息相關。巨大胎兒陰道分娩引起的

併發症如肩難產、新生兒臂叢神經永久性損傷和嚴重窒

息也呈上升趨勢，增加了圍產兒的發病率、致殘率和病

死率[9-10]。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巨大胎兒分娩時發生肩難

產、會陰裂傷、產後出血等併發症率明顯高於正常體重

胎兒。本研究中，巨大兒組產後出血量大於對照組，有

顯著差異，與已有研究相似[11,12,15]。巨大胎兒組剖宮產

率為80�8%，遠大於對照組，統計學差異顯著，內地相關

報巨大兒剖宮產率為49�8%~69�4%[13,14]低於本研究報導。

本院分娩巨大胎兒中，均無新生兒窒息及鎖骨骨折發生

率均為零，可能與本院巨大兒剖宮產率相對較高有關。

分娩前較準確地估計胎兒體質量可為選擇正確分娩

方式提供必需的信息資料。國內外許多學者應用超聲測

量胎兒指標預測胎兒體質量[16]。常用於超聲預測胎兒體

質量的生物指標包括BPD、HC、AC、FL等[17,18]。超聲醫生

將測量數據輸入不同的估重模型，估算胎兒體重，由於

準確度水平差異及隨機誤差不同，上述經線的測量在不

同報導中特異度及敏感性相差甚遠。

在常用的測量中，AC與新生兒體重相關性最高[19-21], 

Mojgan 2013研究中，AC相關係數數：0�75, BPD及FL分

別為0�64及0�55[22]。本研究中，單項測量AC相關係數為

0�52, BPD為0�35, FL為0�27, 提示AC相關性最高，而FL

最低。在逐步回歸模型中，AC單項測量指標決定係數為

0�52, 而加入BPD和FL的模型，對相關係數貢獻僅為0�07

及0�03, 故AC測量與新生兒體重大相關性最高。然而，

AC的測量準確性與是否可得到標準測量平面以及胎位及

胎兒活動引起的腹部形態改變有關，可能會導致更大的

系統誤差。基於上述原因，有學者認為，採用BPD+FL求

和來規避腹型引起的系統誤差可提高巨大胎兒的產前估

計準確性，有關資料顯示，BPD+FL≥16�5cm可作為估計巨

大胎兒，真陽性率為82%~88%，假陽性率為22�7%~25%。

靈敏度為75%~88%，特異度為55%~89%[23-26]。本研究中，

真陽性率僅為44�9%(40/89)，遠低於內地已有報導提供

數據，真陰性率為92�1%(140/152)，高於已有報導，敏

感性為76�9%(40/52)，特異性為74�0(140/189)與已有報

導相似，因此，採用BPD+FL大於等於16�5cm作為標準判

定巨大胎兒可能造成假陽性患者明顯增高。

本院目前應用體重估計方法為Hadlock頭圍+腹圍+股

骨長度+雙頂徑體重估計模式。根據多項研究對於Hadlock

模型評估體重的準確性比較，Hadlock模型對於體重介於

2500~3999g體重新生兒準確性較高，對於體重大於4000g

巨大胎兒則有較大的系統誤差，這種體重估計準確度的差

異，可能與脂肪含量在胎兒體重中比例的增加有關。胎

兒皮下組織厚度的測量標誌主要包括肱骨皮下軟組織厚

度(humeral soft tissue thickness, HSTT)：超聲聲束與

肱骨長徑垂直，旋轉90°, 測量肱骨頭近端外側緣至皮膚

外緣的距離，以13mm作為評估巨大兒的臨界值，其敏感度

88%，特異度75%。Mojgan[22]2013等採用股骨皮下軟組織厚

度(femur soft tissue thickness, FSTT)作為測量指標，

並將其添加到其他變量(BPD, AC和FL)的回歸方程中，研究

發現最佳估計(r2=0�77)，並且使用STT或AC以及BPD和FL的

每個公式的預測強度相同(r2=0�7)。BHAT[27]等2014年發表

關於腹部皮下軟組織厚度(abdomen soft tissue thicknes)

對於胎兒體重的評估研究發現，FASTT與出生體重呈正相

關，隨着出生體重的增加而增加，反之亦然。該研究同時

提出SGA，AGA和LGA嬰兒之間的平均FASTT差異，SGA和AGA

嬰兒之間以及LGA和AGA嬰兒之間的平均FASTT差異均具有

統計學差異，該研究提出FASTT參考臨界值為6�25mm，陽

性預測值為24�4%，陰性預測為96�4%。Foromouzmehr[28]等

人對300孕婦進行腹部皮下直脂肪厚度測量，並對比新生

兒平均出生體重，平均FASTT在正常和巨大胎兒之間差異

顯著(6�6mm及12mm; P<0�001)。Petrikovsky等[29]研究結果

(7mm對12�4mm, P<0�0001)。Bethune等[30]的另一項研究表

明，胎兒脂肪層或皮下組織厚度>5mm比腹圍測量預測新生

兒體重準確性更高。

根據本研究研究的統計結果，本院目前採用

Hadlock系統，預計巨大胎兒真陽性率62%(18/29)，敏感

性為34�6%，特異性為94�2%，由於所有於產前估計體重

超過4000g新生兒採取剖宮產分娩，敏感性不足，使得本

院巨大兒剖宮產率高達80�8%。巨大兒組產婦產後出血率

明顯高於對照組，雖新生兒窒息率及鎖骨骨折率無統計

學意義，但產前超聲估計不足，仍可提高產科併發症風

險，故在增強孕婦孕期管理的同時，提高超聲測量準確

性同樣重要。

基於上述研究回顧及本院現有超聲測量結果分析，

建議在增強孕期管理同時，引進肱骨皮下軟組織厚度、

股骨皮下軟組織厚度、腹部皮下軟組織厚度加入體重評

估系統，登記數據，以現有數據為基礎的多元線性回歸

方程，一方面可實時監控產科B超的測量準確性，提高測

量的準確性及穩定性，另一方面，逐步完善以本院臨近



15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7, Vol 17. No.2鏡湖醫學2017年12月第17卷第2期

Kayem G, Grange G, Breart G, et al� Comparison of fundal height 

measurement and sonographically measured fetal abdominal cir-

cumference in the prediction of high and low birth weight at 

term� 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09; 34:566-571� 

Dudley NJ�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ultrasound estimation of 

fetal weight� 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05; 25:80-89� 

Oliver M, McNally G, Leader L� Accuracy of sonographic prediction 

of birth weight� Aust N Z J Obstet Gynaecol, 2013; 53:584-588� 

Ben-Haroush A, Yogev Y, Bar J, et al� Accuracy of sonographically 

estimated fetal weight in 840 women with different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prior to induction of labor� 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04; 23:172-176� 

Alsulyman OM, Ouzounian JG, Kjos SL� The accuracy of intrapartum 

ultrasonographic fetal weight estimation in diabetic pregnancies� 

Am J Obstet Gynecol, 1997; 177:503-506� 

Persson PH, Weldner BM� Intra-uterine weight curves obtained by 

ultrasound� Acta Obstet Gynecol Scand, 1986; 65:169-173�

Siemer J, Peter W, Zollver H, et al� How good is fetal weight 

estimation using volumetric methods? Ultraschall Med, 2008; 

29:377-382�

Lee W, Balasubramaniam M, Deter RL, et al� Prospective validation 

of fetal weight estimation models using fractional limb volume� 

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 Gynecology, 2009; 34(S1):255-256�

戴鐘英� 提高陰道分娩安全性有效降低剖宮產率� 中國實用婦科與產

科雜誌, 2012; 28(2):81-84�

Ju H, Chadha Y, Donovan T, et al�Fetal macrosomia andpregnancy 

outcomes� Austra N Z J Obstet Gynaecol, 2009; 49(5):504-509�

焦翠平, 周志春� 235例產後出血的臨床分析� 中國婦產科臨床雜誌, 

2015; 16(1):69-70�

李鳳秋, 殷世美, 王靜� 巨大兒發病危險因素分析� 中國急救復甦與

災害醫學雜誌, 2015; 10(8):732-734�

魏玉梅, 楊慧霞� 巨大兒發生率和剖宮產率的變化趨勢及其影響因素

分析� 中華婦產科雜誌, 2015; 22(23):170-176�

黃懿, 劉正平� 巨大兒的影響因素及其產前預測� 中華婦幼臨床醫學

雜誌(電子版), 2014; 6:797-800�

徐秋霞� 474例巨大兒高危因素分析� 中國婦幼保健, 2015; 

30(13):2014-20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陳彥）

Hart NC, Hilbert A, Meurer B, et al� Macrosomia:a newformula 

for optimized fetal weight estimation�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10; 35(1):42-47�

王琳, 常青, 江露, 等� B超測量胎兒腹圍預測新生兒體質量的臨床

研究� 實用婦產科雜誌, 2008; 24(10):630-632�

Melamed N, Yogev Y, Meizner I, et al� Prediction of fetal 

macrosomia:effect of sonographic fetal weight-estimation model 

and threshold used�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11; 38(1):74-81�

Larciprete G, Di Pierro G, Barbati G, et al� Could birthweight 

prediction models be improved by adding fetal subcutaneous tissue 

thickness? J Obstet Gynaecol Res, 2008; 34:18-26�

Sokol RJ, Chik L, Dombrowski MP, et al� Correctly identifying the 

macrosomic fetus: improving ultrasonography-based prediction� 

Am J Obstet Gynecol, 2000; 182:1489-195�

Dudley N, Chapman E�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fetal measurement� 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02; 19:190-196�

Mojgan K, Arezou N, Shima R, et al�  A new formula for estimating 

fetal weight: The impression of biparietal diameter,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mid-thigh soft tissue thickness and femoral length 

on birth weightIran J Reprod Med, 2013; 11(11):933-938�

張蘭英� 巨大胎兒孕婦產前保健的探討�中國優生與遺傳雜誌, 2002; 

10(6):82-83�

張立英� 170例巨大胎兒臨床分析� 中國醫學創新, 2012; 9(25):25-26�

時平, 李麗, 趙惠芳� 505例巨大胎兒分析� 中國實用婦科與產科雜

誌, 2000; 16(5):295-296� 

陳蕾, 楊孜, 何恒君, 等� 巨大兒臨床預測方法的局限性探討� 中華

圍產醫學雜誌, 2006; 9(4):251-254� 

Rajeshwari GB, Anitha N, Rmar R, et al� Correlation of fetal 

abdominal subcutaneous tissue thickness by ultrasound to predict 

birth weight� J Clin Diagn Res, 2014; 8(4):OC9-OC11�

Foromouzmehr A, Shahrokh A, Molaei M� Estimation of birth weight 

using sonographically measured fetal abdominal subcutaneous 

tissue thickness� Iran J Radiol� 2004:47-49�

Petrikovsky BM, Oleschuk C, Lesser M, et al� Prediction of fetal 

macrosomia using sonographically measured abdominal subcutaneous 

tissue thickness� J Clin Ultrasound, 1997; 25:378-382�

Bethune M, Bell R� Evalu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of the fetal 

fat layer, intraventricular septum and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percentile in the prediction of macrosomia in pregnancies af-

fected by gestational diabetes�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03; 

22:586-59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林橋松� 華法林與其他藥物的相互作用及其安全性分析� 海峽藥學, 

2014; 26(1):115-116�

楊周生, 鄭萍,  臨床藥師對華法林藥物相互作用的病例分析和干預� 

中國執業藥師, 2014; 11(1):36-39�

[10]

[11]

（上接18頁）

張海英, 張斌, 李玉珍� 華法林的相互作用及其安全應用 �藥物不良

反應雜誌, 2007; 9(2):112-116�

[12]

（本文編輯：肖剛）

地區就診孕婦為基礎人群的測量數據，提高巨大胎兒的

檢出率，提高產科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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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華法林是臨床上應用最廣泛的口服抗凝藥物，

主要用於預防和治療深靜脈血栓形成，以及預防心房

顫動、人工瓣膜、心力衰竭、缺血性卒中、肺動脈栓

塞、留置深靜脈導管、心肌梗死、抗磷脂綜合症等所

帶來血栓栓塞事件[1,2]。但由於華法林起效慢，半衰期

長，療效易受年齡、個體差異、藥物相互作用、日常

飲食、自身疾病狀況、患者依從性等諸多因素影響，

因而臨床使用時不易掌握，易引起出血或抗凝治療不

達標。上述多種影響因素中，藥物間相互作用是可控

制的因素之一[3]。對於患者需要合用與華法林相互影響

大的藥物時，臨床醫生應及時調整劑量，注意觀察患

者有無出血或栓塞傾向，並密切監測國際標準化比值

【摘要】  目的 對本院門診或住院診斷心房顫動患者服用華法林的用藥情況進行分

析，旨在為臨床合理用藥提供參考。  方法 採用回顧性研究方法，研究時間自2014年7

月~2016年6月，為期2年，研究對象為心電圖診斷房顫且服用華法林的門診或住院患者，分

析各研究對象在本院檢測的國際標準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以

INR≥4�5作為異常界值，對INR異常的患者進行藥物處方分析。  結果 入選研究對象共282

例，檢測INR次數共3836次，其中INR異常升高的房顫患者有88例次(2�3%)，曾出現過INR異

常升高的患者75例(26�6%)；排除藥物劑量調整因素和疾病因素，有23例懷疑為藥物相互作

用所致，其中有3例同時發生輕微出血事件。  結論 華法林在體內可受多種藥物的相互作

用影響，能導致INR異常升高，增加出血的危險。因此在應用華法林時，應關注藥物相互作

用，保障患者用藥安全。

【關鍵詞】華法林；藥物相互作用；國際標準化比值；合理用藥

Drug-Drug Interactions among Atrial Fibrillation Patients on Warfarin Therapy with Elevated INR: 
A Prescriptions Analysis

 TANG Wan Chon1,  HE Zhao Man1,  O U Fan2,   ZENG Luo Xin1*   
1.Department of Pharmac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use of warfari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t Kiang Wu 

Hospital,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drug use in clinical setting.  Methods  By retrospective analysis,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warfarin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underwent regular INR monitoring from 
July 2014 to June 2016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An INR≥4.5 was considered outliers and those cas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282 patients were studie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INR tests performed 
was 3836.  88 (2.3%) of these INR results were considered abnormally high, and belonged to 75 (26.6%)
of the selected patients. Excluding factors such as dose adjustments and pathologic reasons, 23 of these 
cases were suspected to be caused by drug interactions and mild bleeding events occurred in 3 out of these 
cases.  Conclusion  Warfarin can b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drugs in vivo due to drug interactions, which 
may cause abnormal rise of the INR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bleeding. Therefore, when warfarin is being 
administrate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rug interactions to ensure safe use of the medicine.

[Key Words]   Warfarin; Drug-drug interactions; INR; Rational use of drugs

藥物相互作用致服用華法林心房顫動患者國際標準化比值升高的處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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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判斷治療療

效。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CCP)發佈的2016版(ACCP-10)

的抗栓和溶栓指南，建議華法林的臨床應用過程應注意

其藥物相互作用，並給出了常見藥物對華法林抗凝作用

的影響程度分級[4]，按作用強弱分為較強、強、弱、較

弱4個等級，為臨床醫生及藥劑師提供實用指引。本文

通過對本院2014年7月~2016年6月服用華法林的心房顫

動患者中全部INR異常升高的處方進行系統調閱，分析

藥物相互作用的影響，為促進華法林在臨床的合理使用

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納入入選診斷房顫服用華法林且

定期檢測INR的患者共282例，檢測INR次數共3836次，

其中INR異常升高的房顫患者有88例次(2�3%)，女性54

例次，男性34例次，平均年齡76�6歲，曾出現過INR異

常升高的患者75例(26�6%)，其中10例患者2年內曾發生

兩宗或以上的INR異常升高事件。經過藥師對患者處方

進行調查分析，排除藥物劑量調整因素和疾病因素，如

發熱、腹瀉等，有23例懷疑為藥物相互作用所致，涉及

患者21例，其中2例患者2年內曾發生兩宗懷疑為藥物相

互作用所致的INR異常升高事件。該23例懷疑為藥物相

互作用所致的INR異常升高事件中，有1例同時出現眼結

膜出血，2例出現皮膚瘀青。

二、華法林用藥情況及其合併用藥情況：23例懷

疑為藥物相互作用的個案中，同一個案可能存在一個或

多個藥物導致相互作用發生，涉及的藥物有18個，導致

相互作用的藥物共33個次。23例與華法林有藥物相互作

用涉及的藥物分類情況詳見表1，評估藥物間相互作用

的嚴重性分層依據為MICROMEDEX循証醫學數據庫資料。

討 論

一、華法林作用機制[5]：華法林是香豆素類維生素

K拮抗劑，通過抑制維生素K環氧化還原酶活性，阻止維

生素K的還原形式氫醌型維生素K(KH2)的形成。由於KH2

能通過對維生素K依賴性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羧

基化作用使其具備生物活性，因此華法林能阻礙凝血因

子活化並消耗已經生成的維生素K依賴性凝血因子。然

而華法林對已經合成的凝血因子並不能抑制，需要待已

經合成的凝血因子在體內耗竭後才能起效，因此華法林

平均半衰期為40小時，抗凝效果可持續2~5天，華法林

的藥物代謝動力學決定其在血清或血漿中的藥物濃度與

抗凝效果的關係是間接和複雜的，應用時須監測患者的

INR和詳細瞭解其藥物藥物代謝動力學以指導治療。

二、華法林的藥物代謝動力學[6]：維生素環氧化物

還原酶複合體(VKORC)是維生素K依賴性凝血因子的生成

限速酶，激活VKORC是由VKORC1基因激活，因此VKORC1

不但主導維生素K凝血因子的形成，而且是香豆素類

抗凝藥物華法林的作用靶點。細胞色素氧化酶(CYP450

酶)是人體最重要的代謝酶，與體內其他催化酶相比，

CYP450酶具有誘導和抑制、遺傳多態性兩大特點，華

法林在體內的藥動學的個體差異及藥物相互作用往往

與CYP450酶活性、基因多態性密切相關。臨床上所用

的華法林制劑是消旋混合物，分為S-華法林和R-華法

林，S-華法林由CYP2C9所代謝，R-華法林由CYP1A1、

CYP1A2、CYP3A4所代謝，在體內被不同CYP同工酶通過

羧基化而代謝成非活性產物，其中S-華法林的抗凝活性

是R-華法林的3~5倍。因此影響華法林代謝重要的CYP同

工酶為CYP2C9、其次為CYP3A4。目前基因測定的精準醫

學已經成為可能，目前對於CYP2C9和VKORC1基因已可在

臨床進行檢驗預測患者服用華法林的劑量預測、抵抗及

脆性預測。

三、藥物的相互作用機制：從表1藥物種類可見，

抗菌藥物佔24�2%，心臟及降脂藥物亦佔24�2%，非甾

體類抗炎藥及質子泵抑制劑各佔18�2%。增強華法林作

表1�藥物相互作用涉及的藥物分類情況

藥理分類
藥物

(英文成分名)
藥物

(中文成分名)
相互作用
嚴重性

案例數

抗菌藥物 LEVOFLOXACIN 左氧氟沙星 MAJOR 5

PIPERACILLIN 哌拉西林 MAJOR 2

AZITHROMYCIN 阿奇黴素 MAJOR 1

非甾體類抗炎藥 ETORICOXIB 依托考昔 MAJOR 4

PROGLUMETACIN 丙谷美辛 MAJOR 1

止痛藥(不詳) N/A N/A 1

質子泵抑制劑 OMEPRAZOLE 奧咪拉唑 MODERATE 3

ESOMEPRAZOLE 埃索美拉唑 MODERATE 2

LANSOPRAZOLE 蘭索拉唑 MODERATE 1

心臟及降脂藥物 SIMVASTATIN 辛伐他汀 MAJOR 3

AMIODARONE 胺碘酮 MAJOR 2

DRONEDARONE 決內達龍 MAJOR 1

FENOFIBRATE 非諾貝特 MAJOR 1

PROPAFENONE 普羅帕酮 MODERATE 1

其他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MODERATE 2

ACARBOSE 阿卡波糖 MODERATE 1

GINKGO 銀杏 MAJOR 1

中藥(不詳) N/A N/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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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相互作用機制主要有：影響維生素K吸收、競爭血

漿蛋白結合及抑制肝臟CYP酶系活性等。根據本院常見

的、增加華法林抗凝作用的藥物總結如下：1�影響維生

素K吸收的藥物：抗菌藥物如：β-內酰胺類、喹諾酮類

及阿奇黴素，與華法林同時服用後，平均7天後會對華

法林產生影響，人體對於維生素K的吸收主要靠腸道內

細菌，長期使用抗菌藥物容易導致人體菌群失調，從

而影響人體對於維生素K 的吸收，使得華法林競爭性拮

抗維生素K的作用加強，增加華法林的抗凝效果，患者

INR增加，出血危險增加[7,8]。2�血漿蛋白結合率高的藥

物：這類藥物主要為非甾體類抗炎藥，如ETORICOXIB血

漿蛋白結合率92%，與華法林合用時可競爭性結合血漿

蛋白，導致游離的華法林增加，抗凝活性增強[9]。3�抑

制肝臟CYP酶系活性的藥物：通過抑制肝臟CYP酶系活性

從而降低華法林在體內的清除率，增強其抗凝作用，

包括他汀類調血脂藥物、胺碘酮及質子泵抑制劑等。

不同藥物可能會影響不同的旋光體代謝，如甲硝唑為

抑制CYP2C9所代謝的S-華法林，相互作用較顯著，而奧

咪拉唑為抑制CYP3A4所代謝R-華法林，相互作用相對較

弱[10]。4�中藥：某些中藥與華法林同時服用可發生潛

在的相互作用，目前比較明確的如丹參、當歸、銀杏可

增加其抗凝作用。

四、年齡因素：隨着本澳人口老齡化加劇，慢性疾

病增多，心房顫動的發病率與年齡也是成正相關關係，

對於80歲以上人群，心房顫動發病率高達10%以上。本

研究結果發現，服用華法林的心房顫動患者平均年齡

為72�8歲，而出現異常INR升高的患者平均年齡更高達

76�6歲，其中8例患者2年內曾發生兩宗INR異常升高事

件，2例患者甚至曾發生3~4宗INR異常升高事件，因此

對高齡患者服用華法林以及其聯合用藥應更應謹慎。

五、服用華法林期間藥學監護的重要性[11]：2016

年《ESC心房顫動治療指南》推薦心房顫動患者服用華

法林抗凝治療適宜的INR為2�0~3�0，由於藥物間相互作

用，可導致服用華法林的療效波動並增加出血或栓塞的

風險。故指南強調定期監測INR和自我監測的重要性，

可通過密切監測INR、避免明確或可疑與華法林相互作

用藥物、監督下調整華法林劑量等措施而達到抗凝達標

的目的。目前發達國家對於服用華法林的患者，會安排

專門的抗凝門診，在患者接受治療前由醫師為患者進行

風險評估和選擇合理的治療方案，在接受治療過程的隨

訪則以藥劑師或專科護士為主導核心，對發生不良事件

的風險進行控制，並擔任教育患者的角色，為患者制定

完善的教育計劃，通過各種方式給予患者適當的用藥教

育，從而減少出血或栓塞的併發症，配合醫師保障患者

抗凝治療的安全和有效[12]。主導核心具體應達到如下

目的：1�在患者接受治療前，根據循證醫學證據綜合考

慮患者個體化因素（種族、適應性）等資訊，確定患者

INR範圍、預測患者用藥劑量。2�在治療過程中，出現

INR異常升高時，藥師應當發揮專業特長判定可疑的藥

物及相關影響因素等，及時與醫生取得溝通，必要時協

助醫生對藥物治療方案進行調整。3�華法林的藥物諮詢

服務，通過面對面的講解及派發衛教單張，讓患者瞭解

基本的藥理作用及服用注意事項。4�不良反應監測：藥

師協助醫生對患者用藥情況進行質量控制，適時提出必

要的藥學建議，並指導患者及其家屬做好自我監護工

作，以便及時發現各種可疑危險因素或不良反應，適時

處理危險因素或調整華法林的藥物劑量。

由於華法林在體內可受多種藥物的相互作用影

響，導致INR異常升高，產生出血的危險。因此在臨床

應用華法林時，應關注藥物相互作用，特別是合用抗菌

藥物，非甾體類抗炎藥，質子泵抑制劑，心臟藥物和他

汀類藥物時，當出現INR異常波動，應密切注意觀察患

者有無出血情況，及時調整劑量，保障患者用藥安全。

對於用藥監測，由藥師或專科護士為主導的抗凝門診中

心將會成為未來本院對藥物合理應用的管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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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CT掃描技術的不斷發展，CT檢查在臨床應用

的範圍越來越廣，臨床上接受CT檢查的患者數量及次

數日趨增多[1]。電離輻射劑量的增加可能導致癌症風

險的提高[2]，如何降低CT檢查時的輻射劑量已成為當

今研究熱點。器官劑量調制(Organ Dose Modulation, 

ODM)技術是近年來由通用電氣醫療(General Electric 

Healthcare，GE Healthcare)研發的一種降低CT輻射劑

量的掃描技術。採用ODM技術可以減低人體前部對射線

敏感器官（如晶狀體、乳腺等）的輻射劑量，同時不增

加人體後部的劑量。本文前瞻性分析了ODM技術在頭部

CT掃描時對晶狀體區管電流及圖像質量的影響，探討其

對晶狀體的保護作用和臨床應用價值。

【摘要】  目的 評估器官劑量調制(ODM)技術在頭部CT掃描中對晶狀體的保護作用及對

圖像質量的影響。  方法 前瞻性收集需要行頭部CT平掃的患者共60例。將患者按照檢查的先

後順序分為兩組：試驗組採用ODM技術，共30例；對照組採用常規平掃，共30例。記錄兩組患

者晶狀體區的管電流分佈，比較兩組的輻射劑量，並評估圖像質量。  結果 試驗組前方、左

側、右側的管電流較對照組分別約降低34�75%、9�63%、9�74%，兩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

值分別為9�387、2�522、2�541，P值均<0�05）。試驗組的容積CT劑量指數(CTDIvol)、有效劑

量（ED）較對照組分別約降低9�61%、12�12%，兩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值分別為3�242、

3�352，P值均<0�05)。兩組的圖像質量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Z=-0�284，P >0�05)。  結論 

頭部CT掃描時在晶狀體區域使用ODM技術，可以有效降低晶狀體區的輻射劑量而不影響圖像診

斷質量。

【關鍵詞】器官劑量調制；體層攝影術；X射線計算機；輻射劑量

Protective effect of organ dose modulation on lens in head CT scan

WU Ling, KUOK Pou Chu, XIE Xue Bin* 
Department of Diagnostic Imaging,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Organ Dose Modulation (ODM) for protective effect 

on lens and image quality in hea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60patients who were referred to our hospital for non-enhanced head CT.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that ODM was used, including 30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 that ODM was not 
used, including 30 patients. The tube currents in the lens reg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the radiation 
doses compared; and the image quality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tube current in the anterior, left and right 
direction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bout 34.75%, 9.63% and 9.74%,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 9.387, 2.522, 2.541, respectively, P<0.05).The 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 and effective dose (ED)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bout 9.61% and12.12%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 3.242, 3.352,respectively,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age quality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Z=-0.284, P >0.05).  
Conclusion  ODM can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on lens in head CT scan without affecting the diagnostic 
acceptability of the image.

[Key Words]  Organ dose modulation; Tomography; X ray computer; Radiation do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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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一、患者資料

前瞻性分析本院2017年1月~2017年7月期間，因

臨床需要行頭部CT掃描的患者共60例。按照檢查的先

後順序隨機分為2組：試驗組30例，其中女性16例，

男性14例，年齡15歲~92歲，平均58�33±20�01歲，體

質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16�66~33�33kg/m2，

平均22�76±3�57k g/m2；對照組30例，其中女性9例，

男性21例，年齡25~88歲，平均46�07±18�63歲，BMI 

15�66~29�33kg/m2，平均22�56±3�36kg/m2。研究方案經

科室討論後執行，患者檢查前均瞭解整個檢查過程。

二、檢查方法

使用美國GE醫療Revolution CT(Revolution, GE 

Healthcare, Milwaukee, USA)掃描儀進行頭顱軸位CT掃

描。掃描參數：管電壓120~140kV，自動管電流調節，

毫安為180~370mA，噪聲指數NI=2�4，掃描層厚、層間

距均為5mm。所有患者均採取仰臥位，掃描前去除頭上

金屬物品，掃描範圍從顱底至顱頂。試驗組患者先掃描

側位定位相，將ODM區域框放置在定位相上晶狀體區域

後再行腦部平掃，對照組行常規腦部平掃。兩組圖像均

採用濾波反投影法(Filtered back projection, FBP)技

術聯合自適應疊代統計重建技術(Adaptive statistical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ASIR)，迭代比例為

40%，重建層厚1�25mm，重建圖相後傳送到Advantage 

workstation(ADW)4�7後處理工作站上進行測量評估。

三、輻射劑量檢測和計算

計量資料應用秩和檢驗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

料應用χ2檢驗進行統計學分析。上述統計學分析利用

SPSS10�0統計軟件進行，P<0�05認為具有統計學意義。

記錄每位患者晶狀體區前、左、後、右4個方位

上的管電流值，並計算平均管電流。記錄每位患者的

容積CT劑量指數(volume CT dose index, CTDIvol)、

劑量長度乘積(dose-length product, DLP)，並計

算有效劑量(eff e c t i v e d o s e, E D)，計算公式為

ED(mSv)=k×DLP，根據2008

年美國醫學物理學家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A A P M)的報導，k=0�0021 

mSv mGy-1cm-1[3]。

四、圖像質量分析

由2名分別具有5年、

20年以上診斷經驗的影像科醫生共同對CT圖像質量進行

評估。兩位醫生在評估時均不知曉具體的掃描方法；兩

人意見出現分歧時，需再次閱片後達成一致。分別從圖

像噪聲、偽影、清晰度、診斷效能這幾個方面，使用5

分法進行評分。5分：圖像非常清晰，無偽影；4分：圖

像清晰，有輕度偽影；3分：圖像較清晰，有偽影，尚

能診斷；2分：圖像欠清晰，有較大偽影，影響診斷；1

分：圖像模糊，有較大偽影，不能診斷。

五、統計方法

使用SPSS 13�0 for Window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SA)統計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採用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兩組

患者的年齡、BMI、管電流、CTDIvol及ED。採用Mann-

Whitney U非參數秩和檢驗比較兩組的圖像質量評分。

取P<0�05認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輻射劑量

試驗組與對照組的年齡、BMI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試驗組患者前方的管電流為(188�93±16�84)m A，後方

為(265�40±37�21)m A，前方較後方降低約28�81%，兩

者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前方、後方的

管電流均為(289�53±56�23)m A。試驗組前方、左側、

右側的管電流較對照組分別約降低34�75%、9�63%、

9�74%，且兩組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值分別為

9�387、2�522、2�541，P值均<0�05)。試驗組後方的

管電流較對照組約降低8�47%，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t=1�960，P值>0�05)。試驗組的CTDIvol、ED較對照組

分別約降低9�61%、12�12%，且兩組的差異均有統計學

意義(t=3�242、3�352，P值均<0�05)（表1）。

二、圖像質量

試驗組評分為5、4、3分的分別有22、7、1例，平

均分約4�73±0�52，對照組評分為5、4、3分的分別有

23、6、1例，平均分約4�70±0�53，兩組的差異無統計

表1�兩組患者的管電流及輻射劑量比較（x̅   ±s）

組別
管電流(mA) 輻射劑量

A L P R CTDI
vol
(mGy) ED(mSv)

對照組 289�53±56�23 311�43±51�47 289�53±56�23 311�43±51�47 115�39±15�56 1�98±0�33

試驗組 188�93±16�84 281�43±40�41 265�40±37�21 281�10±40�31 104�30±10�43 1�74±0�20

t值 9�39 2�51 1�96 2�54 3�24 3�35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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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意義(Z=-0�284，P >0�05)。兩組CT圖像的質量均符合

診斷要求（圖1、2）。

組也使用了Smart mA技術，掃描前、後方向的管電流

一致，均為(289�53±56�23)mA。試驗組在Smart mA技

術的基礎上，同時應用了OD M技術，前方的管電流為

188�93±16�84m A，較後方的管電流降低約28�81%，且

兩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試驗組前方、左

側、右側管電流較對照組相應方向管電流分別約降低

34�75%、9�63%、9�74%，且兩組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

義（P值均<0�05）。說明ODM技術在降低前方劑量的同

時，也小幅度降低了兩側的劑量。試驗組後方的管電流

較對照組後方管電流約降低8�47%，雖然兩者的差異無

統計學意義，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樣本量較小有關，相信

擴大樣本量後，兩組後方的管電流差異應該會有統計學

意義。總之，ODM技術較既往基於器官的管電流調制技

術是一種進步，因為既往的技術雖然降低了前方的管電

流，同時卻增加了後方的管電流[9]。

本研究中試驗組的CTDI vol、ED較對照組分別約降

低9�61%、12�12%，與王明月等[10]的研究結果相符。兩

組患者年齡、BMI都相仿，保證了兩組患者間具有可比

性。兩組圖像關於噪聲、偽影、清晰度、診斷效能的評

分結果相近，說明ODM技術對圖像質量影響不大，不會

降低診斷效能。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第一，樣本量較

小；其次，無論是管電流、ED還是CTDIvol，都只是對輻

射劑量的一種粗略估計，如果以後能運用相關體模或輻

射劑量計算軟件，相信能得到更精確的結果。

綜上所述，OD M技術是一種較新的管電流調制技

術，它在降低頭部晶狀體輻射劑量的同時不增加其他部

位的輻射劑量，也不減低圖像質量。該技術對CT掃描時

其他敏感器官的保護具有同樣的價值，值得推廣使用。

討 論

頭部CT平掃是的一種經常使用的影像學檢查，檢

查對象涵蓋了幼兒、成人、長者各種年齡段。掃描腦部

時眼晶狀體不可避免的暴露於射線下，而X線閾值達到

0�5Gy時，無論是1次大劑量，還是多次累積輻射暴露，

都會對晶狀體產生確定性效應—白內障[4]。如何在減

少輻射劑量的同時又保證圖像的診斷質量，一直是影像

科及臨床醫護人員關注的問題。曾有學者在乳腺、晶狀

體等淺表的射線敏感器官前覆蓋鉍乳膠片，又稱乳腺盾

(breast shield)，CT掃描時鉍乳膠片可吸收部份X線，

從而減少輻射劑量。但近來的研究指出鉍乳膠片可造成

圖像偽影，例如射線束硬化、條紋效應等，因此不提倡

鉍乳膠片的使用[5]。

目前臨床常用的降低劑量技術包括掃描範圍最

小化，自動曝光控制(automatic exposure control, 

AEC)和系統參數優化等[6]。管電流是調節CT輻射劑量的

關鍵掃描參數之一，可通過手動調節或AEC技術。管電

流調製有三種類型：x-y軸（角度）調製、z軸（縱向）

調製和x-y-z軸（角度-縱向）調製。其中，x-y-z軸調

製是最綜合的方法[7,8]。以GE醫療為例，Auto mA是其研

發的一種基於z軸調製的AEC技術，每次旋轉使用固定管

電流。Smart mA則是在Auto mA的基礎上加入x-y軸調製

的3D調製技術。ODM是一種較新的基於器官的AEC技術，

它將x-y-z調製技術與前後不對稱調製相結合，從而降

低患者前部的輻射劑量，同時不增加後部的輻射劑量。

筆者所在醫院進行常規C T掃描時，系統默認使

用Sma r t m A技術以降低輻射劑量，本次研究的對照

圖1�31歲男性，頭部CT平掃的晶狀體層面，未使用ODM技術，圖像質
量評分為5分。

圖2�26歲男性，頭部CT平掃的晶狀體層面，使用ODM技術，圖像質量
評分為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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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討胃癌HER2基因擴增狀態及蛋白產物Cerb B2表達，分析其與臨床病

理特征的關係。  方法 收集胃癌活檢標本106例。採用雙重原位雜交（DISH）和IHC檢測HER2

基因及Cerb B2蛋白；記錄病人臨床病理特征，包括年齡、性別、腫瘤部位和組織學分型，並

分析其與HER2基因和Cerb B2蛋白的關係。  結果 106例胃癌活檢病例中，HER2基因擴增率為

16�0%。HER2基因擴增狀態與Cerb B2為3+及0/1+的相符率分別為100%及98�6%；Cerb B2為2+的

病例相符率僅為23�1%。腸型腺癌HER2基因擴增率為36�8%，混合型及彌漫型分別為5�4%及0%。

胃食道交界腺癌HER2基因擴增率為32%，其他部位胃癌為11�1%。HER2基因擴增狀態與性別及年

齡無統計學意義。  結論 HER2基因擴增主要見於腸型腺癌及胃食道交界腺癌。對要求靶向治

療的病人，Cerb B2為0/1+及3+的病例可不必行DISH檢測，2+者則需進一步行DISH確認有否基

因擴增。

【關鍵詞】胃癌；HER2基因；雙重原位雜交；Cerb B2；免疫組織化學

A study on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and its protein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s: correlations with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SIN Lai Fong1 , LAM Man Wa1, YIP Yuk Ching1 , ZHONG Xue Yun2, WEN Jian Ming1*
1.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Medical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and its protein 

CerbB2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2 amplification, protein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Methods   106 cases of gastric cancer biopsy tissue were collected. 
The status of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in the gastric cancer was detected by dual in situ hybridization 
(dual-ISH). CerbB2 protein was sta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Patient’s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age, 
sex,tumor location, and histological grade/type were collected to analyze statistically their correlation 
withHER2 amplification and CerbB2 expression.   Results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was detected in 
16.0%cases of gastric cancer. The concordance of HER2 to Cerb B2 in score 3+ and 0/1+ is 100% and 
98.6%respectively, while in score 2+ only 23.1%. Histologically, HER2 amplification rate in the intestinal 
type adenocarcinoma is 36.8%, while in diffuse type or mixed type is 0% and 5.4%. HER2 amplification 
rate is 32% in the adenocarcinomas located in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and 11.1% in other positions 
of the stomach. HER2 amplification is not correlated with sex, age statistically .  Conclusion  HER2 
amplification of HER2 gene mainly occurs in intestinal type adenocarcinoma and adenocarcinoma in 
gastroesophagealjunctional position. For the patients requiring targeted therapy, if Cerb B2 expression 
scores 0/1+ or3+, it is not necessary to do HER2 detection, but if scores 2+, detection is needed to ensure 
the presence of gene amplification.

[Key Words]  Gastric cancer; HER2 gene; Dual in situ hybridization; Cerb B2; immunohistochemistry

胃癌HER2基因擴增及其蛋白表達與臨床特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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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最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1]。在過去數十 年，胃食道交界腺癌（近端胃癌）的發病率持續上升，

而胃體、胃竇等遠端胃癌發病率有下降趨勢[2]，其發病

率差異的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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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切除是早期胃癌的主要治療手段，但大多數

胃癌患者在確診時已處於中晚期，失去手術治療最佳的

時機，系統化療成為晚期胃癌的主要治療手段。但是

接受圍手術期化療和/或手術治療的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

約為36%，而晚期伴有或不伴有轉移的患者5年生存率僅

為5%~20%，總體中位生存率<1年，預後不佳[3]。隨着現

代分子靶向藥物治療的發展和應用，為中晚期胃癌患者

治療和預後改善帶來了希望。作為胃癌的靶向治療的

分子標記物—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HER)家族的研究近年取得很

大發展[4,5]。研究證實部份胃癌組織中存在HER2基因擴

增及其基因蛋白Cerb B2過表達。除此之外，其他生物

標記物如c-Met，PDGFR及c-Kit亦有相關研究[6-8]。

HER2基因定位於第17號染色體q21，編碼酪氨酸激

酶受體。該受體與配體結合，啟動腫瘤細胞內的酪氨酸

激酶介導的分子信號轉導，最終影響細胞增殖、凋亡、

黏附性、遷移和分化[9]。由於HER2位於細胞表面，容易

與抗體結合，因此成為腫瘤生物治療的靶點。

本研究擬收集澳門胃癌活檢病例106例，採用HER2

基因雙重原位雜交技術及免疫組化染色，探討胃癌HER2

基因擴增狀態及Cerb B2蛋白表達，以助臨床侯選抗

HER2靶向治療病人，同時分析胃癌HER2擴增與臨床特征

的關係。

資料與方法

一、病例收集  收集本院病理科2007年1月~2010

年6月的胃癌活檢標本共106例，按照Laurén分類，腸

型38例，混合型56例，彌漫型12例。發病年齡26歲~90

歲，平均發病年齡約62�69歲，發病年齡中位數為62

歲。男性65例，女性41例，男女比例約1�59:1。≥62歲

52例，<62歲54例。發生部位胃食道交界(Oesophogas-

tric junction, OGJ)腺癌（主瘤體位於OGJ近端5cm至

遠端5cm）25例，發生在其它部位（胃體、胃竇等）稱

為胃遠端(distal gastric, DG)腺癌81例。活檢標本經

中性福馬林固定，分別進行HE染色、免疫組化和原位雜

交檢測。

二、免疫組化  免疫組化(IHC)全程在全自動染色

機(Ventana)進行。採用Cerb B2抗體(DAKO, A0485)，

稀釋度1:350。每次檢測均設立陽性對照。Cerb B2免疫

組化反應根據ToGA試驗[10]中對胃活檢標本判斷標準進

行判讀，所有的腫瘤細胞無膜反應為0；腫瘤細胞有微

弱或僅可覺察的膜反應，而不計腫瘤細胞着色的百分比

為1+；整個腫瘤細胞膜、基底側膜或一側膜有弱至中度

反應，而不計腫瘤細胞着色的百分比為2+；整個腫瘤細

胞膜、基底側膜或一側膜有強反應，不計腫瘤細胞着色

的百分比為3+。

三、雙重原位雜交  雙重原位雜交(D I S H)在

BenchMark XT全自動染色機上進行。該方法用銀染原位

雜交檢測HER2基因（黑色信號），用顯色原位雜交檢測

17號染色體(Chr 17)着絲點（紅色信號）。所用的試劑

包括INFORM HER2 DNA探針、Chr 17 DNA探針、SISH檢

測試劑盒。染色後常規封片，光鏡觀察，數取20個細胞

核HER2基因信號總數及Chr 17信號總數，計算兩者的比

值，當HER2/Chr l7比值2�0視為有基因擴增；<2�0為

無擴增。

四、統計學處理  實驗數據採用SPS S11卡方檢

驗，P<0�05為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0�01為差異有非常

顯著性意義，分別統計HER2基因擴增與患者性別、年

齡、發病部位、組織學類型關係。

結 果

一、胃癌HER2擴增與Cerb B2表達  106例胃癌病例

中，有HER2基因擴增17例(16�0%)。IHC顯示10例Cerb B2

蛋白3+；26例2+；70例0/1+。比對每例的HER2和Cerb B2

檢測結果發現，在有HER2基因擴增的17例病例中，10例

Cerb B2 3+，6例2+，1例-/1+。在89例無HER2基因擴增

的病例中，0例Cerb B2 3+、20例2+，69例-/1+。經統計

學處理，有擴增組和無擴增組之間的Cerb B2陽性率有非

常顯著性意義(P<0�01)。說明有HER2基因擴增組的病例

Cerb B2陽性表達明顯高於無擴增組。

二、HER2基因擴增與患者性別、年齡關係  106

例胃癌病例中，男性65例，其中13例存在H E R2基因

擴增(20%)，女性41例，其中4例存在H E R2基因擴增

(9�6%)。經統計學處理，兩組陽性率差異無顯著性意義

(P=0�162)。

發病年齡指確診胃癌時的年齡，將患者年齡劃分為

7組，每相差10年為1組。經統計分析，各年齡組HER2基

因擴增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793)。

三、HER2基因擴增與腫瘤發生部位關係  106例胃

癌患者按腫瘤的發生部位分為2組，第一組為OGJ腺癌，

第2組為DG腺癌。OGJ腺癌25例，其中8例存在HER2基因擴

增(32%)，DG腺癌81例，9例存在HER2基因擴增(11�1%)。

兩組HER2基因擴增率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9)，提

示OGJ腺癌多於DG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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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細顆粒狀的膜反應，即使顆粒較為密集，不是劃線

樣，都應判為中度陽性(2+)，這些病例須進一步行HER2

基因擴增檢測確定。

在本次研究中，發現HER2陽性擴增的病例絕大多數

為腸型胃癌，擴增率明顯高於其他組織學類型的胃癌，

這與其它文獻報導的結果相一致[17,18]，研究結果提示

HER2基因啟動可能與腸型胃癌特定細胞亞群的生長發育

相關，且HER2表達與胃癌管狀腺體分化也明顯相關。作

者建議，在挑選用於HER2檢測的蠟塊切片時，要選取腺

腔形成最多即含管狀成分最多的蠟塊切片。

本研究亦發現，發生在胃食道交界的腺癌即OGJ腺

癌，HER2基因擴增率高遠比DG腺癌高，這與其它文獻報

導的結果相似[12,13,19]。作者認為，這可能與這些部位發

生胃癌的病因學改變有關。發生在胃食道交界的腺癌，

大多由於胃食道返流性疾病—腸上皮化生（Barrett 食

管）—非典型性增生—腸型胃癌，而遠端胃癌的病因學

較為複雜，主要與幽門螺桿菌感染有關，與遠端胃癌相

比，胃食道交界胃癌更易形成管狀分化即腸型腺癌。正

如前文提及腸型胃癌的HER2基因擴增率及其蛋白表達率

顯著高於混合型和彌漫型胃癌（胃型胃癌），故這可能

是胃食道交界的腺癌HER2基因擴增率高於其他部位胃癌

的原因之一。

胃癌HER2基因檢測的另一種意義在於有HER2擴增

的患者無病生存期和總生存期較短，並容易出現遠處轉

移，預後不佳[10]。雖然胃癌HER2基因擴增的比例不高，

但對胃癌進行HER2基因擴增檢測，輔以Cerb B2免疫組

化檢測，尋找適合分子靶向治療的胃癌病例，能為這些

患者特別是處於腫瘤晚期的病患提供有效治療的機會。

因此，對胃癌病例，尤其是那些腸型腺癌都應進行HER2

基因擴增檢測。

四、HER2基因擴增與腫瘤組織學關係  按Laurén分

類，106例胃癌中，腸型38例，其中14例存在HER2基因

擴增(36�8%)；彌漫型12例，均無HER2基因擴增(0%)；

混合型56例，3例存在HE R2基因擴增(5�4%)，各型胃

癌間的HER2擴增率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非常顯著性意義

(P<0�01)，提示腸型腺癌HER2擴增率最高。

討 論

研究顯示，HER2在多種癌症的發生中起到重要作

用，20%~30%的浸潤性乳腺癌[11]和11�7%~27%的胃癌或

胃食管交界癌中檢測到HER2擴增[7,12,13]。此外，在結腸

癌、膀胱癌、卵巢癌、子宮內膜癌、肺癌等多種惡性

腫瘤中也有HER2過表達（或擴增）的報導。近年一項

臨床試驗(ToGA)揭示了靶向治療藥物曲妥珠單抗(Her-

ceptin)對HER2陽性晚期胃癌和胃食管交界癌患者的療

效[10]，而治療Cerb B2 3+或2+/螢光原位雜交+的胃癌患

者，其總體生存期與對照組比較有明顯的改善。

文獻報導，胃癌的C e r b  B 2蛋白陽性率為

9%~38%[6]，HER2基因擴增率為11�7%~27%[7,12,14]。45歲以

下的胃癌患者中，HER2基因僅在5%的病例中存在高水平

擴增，4%的病例存在低水平擴增[15]。本文檢出有HER2

基因擴增的胃癌病例為16�0%，與文獻報導的擴增率相

符。不同研究得出的HER2基因擴增率差異相對大的原

因，可能與所採用的實驗方法不同、病例的取樣誤差、

結果判讀標準不一有關[16]。

本研究對比了HER2基因擴增和Cerb B2蛋白表達的

檢測結果發現，2種檢測方法的相符率為74�5%，而ToGA

實驗顯示的相符率為83%[10]。然而，在Cerb B2 3+及

0/1+的兩組病例，HER2基因檢測的相符率分別達到100%

及98�6%。2種檢測方法結果不相符主要見於Cerb B2 

2+的病例，因而Cerb B2 2+的病例須進行HER2基因擴增

檢測。作者發現，結果不相符的主要原因是對免疫組化

反應強弱的判讀無客觀標準。由於腫瘤性腺腔形成在胃

癌中較乳腺癌更為常見，在免疫組化反應中癌細胞腺腔

面可能因保留分泌功能而不被染色，形成U型（基底面

和側面）的膜反應，而不是整個癌細胞胞膜反應，故

在胃癌Cerb B2免疫反應程度的判讀中，IHC 2+和3+不

需要整個細胞膜染色，用“U型”、“L”甚至“「”和

“」”取代了乳腺癌的“O型”染色。作者建議，在胃

癌活檢標本進行Cerb B2免疫組織化學反應判讀時，當

癌細胞膜出現明確的劃線樣緻密反應，不論是細胞的一

個或多個側面，都應判為強陽性(3+)；而癌細胞胞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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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近年來結核分枝杆菌基因組學的研究成果—γ-干 扰素釋放試驗(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IGRAs)

在結核病診斷中的應用與研究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專家學

者的重視。美國[1]及加拿大等國家[2]建議在結核病低負

【摘要】  目的 研究γ-干扰素釋放試驗(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IGRAs)

在活動性結核病診斷中的價值。  方法 追蹤觀察2012年1月~2014年12月在澳門鏡湖醫院進

行IGRAs檢測者，隨訪至2016年12月，並與結核菌素試驗(Tuberculin skin test, TST)進行

對比。  結果 進行IGRAs檢測者919例，資料完整且診斷明確者783例，陽性者326例，陽性率

41�6%。同時行TST571例，其中陽性者225例，陽性率39�4%。兩種檢測方法陽性率經卡方檢驗

無統計學差異(χ2=0�44, P >0�05)。IGRAs的陽性率從高到低依次為活動性結核病組(90�2%)、

結核病接觸史組(61�8%)、陳舊性肺結核組(57�9%)、健康體檢組(36�9%)及非結核病組(28�5%)

(χ2=134�8, P<0�01)，其中各組兩兩比較，除陳舊性肺結核組與結核病接觸史組無統計學差異

外，餘均有統計學差異。將陳舊性肺結核、結核病接觸史、其它疾病組及健康體檢者計為非

活動性結核組，進行敏感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分析。結果發現，IGRAs與TST

的敏感度(90�2%，77�9%，χ2=4�33, P=0�04)及陰性預測值(0�99, 0�96, χ2=10�1, P=0�002)

比較，IGRAs高於TST；而特異度及陽性預測值兩者均無統計學差異。  結論 IGRAs的敏感度

(90�2%)及陰性預測值(0�99)高於TST，可用於活動性結核病的排除診斷。IGRAs特異度低，結

果陽性不能區分活動性結核病和潛伏性結核感染。

【關鍵詞】膠結核，肺；γ-干扰素釋放試驗；結核菌素試驗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for detecting active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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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ctive tuberculosi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December 2014, patients suspected of active 
tuberculosis and healthy adults were observed and followed till December 2016. IGRAs and Tuberculin Skin 
Test (TST) results were studied.   Results  919 cases were tested for IGRAs, 783 subjects were completed, 
and 571 subjects were tested with TST at the same time. The positive rate of IGRAs at 41.6%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ST, which is 39.4% (χ2=0.44, P >0.05).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IGRAs was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tuberculosis (90.2%), followed by the old tuberculosis (90.2%), contacts 
of TB (61.8%), the healthy adults (36.7%) and non-TB patients (28.5%). The sensitivity (90.2%) and 
NPV (0.99) of IGRAs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at of TST(Sensitivity 77.9%, NPV 0.96), whil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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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 useful test for the diagnostic exclusion of active tuberculosis. A positive result should be cautiously 
interpreted for potential tuberculosis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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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國家應用IGRAs診斷潛伏性結核感染，而對於診斷活動

性結核病則存在爭議[3~5]。本澳2011年引入該試驗用於結

核病的輔助診斷[6]。本研究觀察2012年1月~2014年12月

在澳門鏡湖醫院進行IGRAs檢測者，包括健康體檢人員、

門診及住院患者，並隨訪至2016年12月。期望了解在澳

門這個結核病中等負擔地區其輔助診斷活動性結核病的

臨床價值，及與結核菌素試驗(Tuberculin skin test, 

TST)的關係等。具體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12年1月~2014年12月進行IGRAs檢測者共919例，

因資料不全和/或失訪78例，IGRAs結果未明確58例。

最終診斷明確者共783例。同時行IGRAs檢測及TST者571

例，單行IGRAs783例。其中活動性肺結核、結核性胸膜

炎患者，均符合中華醫學會結核病分會制定的《肺結核

診斷和治療指南》中的診斷條件[7]；肺外結核均經病理

學診斷確診，且抗結核治療後好轉；陳舊性肺結核診斷

符合胸片影像學標準[8]；密切接觸者有明確的活動性肺

結核患者接觸史，同室居住超過1週以上；健康體檢者為

無任何臨床症狀，胸片或胸部CT正常的健康人；非結核

病者為明確為肺部其它疾病，且無活動性結核的患者。

以上研究對象均經2年或以上隨訪明確診斷。

二、檢測方法

IGRAs試劑購於澳洲Celletis Ltd�公司。具體檢

測方法參照說明書[9]。在陰性對照管(含基質液)、檢測

管（含有ESAT-6，CFP-10兩種基因大腸桿菌表達的重組

抗原）和陽性對照管（含有結核非特異性刺激抗原）

中分別加入1ml新鮮血液，混勻後37℃水浴22~24小時，

離心取上清液進行ELISA檢測，根據標準曲線計算出各

管中γ-干擾素(γ-IFN)的含量，確定IGRAs的陰陽性結

果。結核菌素試驗(TST)：結核菌素來源於丹麥Statens 

serum institut生物製品研究所，在研究對象前臂皮內

注射標準PPD試劑0�1ml（含2個結核菌素單位），72h記

錄硬結平均直徑。平均直徑≥15mm計為陽性。

三、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率的比較採

用交叉表卡方檢驗。當理論數T≥1，但T<5，並且總樣本量

n≥40時，用連續性矯正的卡方進行檢驗；當理論數T≥5，

並且總樣本量n≥40，用Pearson卡方進行檢驗；當總樣本

量n<40，用Fisher's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患者一般資料

本組783例研究對象年齡最小15歲，最大98歲，平

均(55�3±19�9)歲，其中男性382例，女性401例。經過

臨床各項檢查如胸片、胸CT、結核菌培養、組織病理學

等檢查，結合治療效果及兩年及以上隨訪，783例對象

均明確診斷，其中活動性結核病82例，痰結核桿菌培

養17例為非肺結核分支桿菌，其中龜分枝桿菌、戈登分

枝桿菌各5例，鳥胞內分枝桿菌4例，堪薩斯分枝桿菌2

例，偶然分枝桿菌1例，均納入非結核病組。其它非結

核組對象包括244例肺炎，38例急性支氣管炎，32例肺

癌，32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23例支氣管擴張，23例

COPD，4例氣胸，2例淋巴結炎，2例菌血症，1例丹毒，

1例膿胸。消化道疾病48例，包括腸炎、消化道潰瘍

等。心腦血管疾病等28例，包括心內膜炎、高血壓病、

腦梗塞等。具體見表1。

二、各組IGRAs與TST陽性例數對比

IG R A s檢測783例中，陽性者326例，陰性者453

例，陽性率41�6%。571例行TST，其中陽性者225例，陰

性者346例，陽性率39�4%。兩種檢測方法陽性率經卡方

檢驗無統計學差異(χ2=0�44, P >0�05)。不同組別中，

IGRAs的陽性率從高到低依次為活動性結核病組、結核

病接觸史組、陳舊性肺結核組、非結核病組及健康體檢

組(χ2=134�8, P<0�01)，其中各組兩兩比較，除陳舊性

肺結核組與結核病接觸史組無統計學差異外，餘均有統

計學差異（均P<0�05）。菌陽組、陳舊性結核組IGRAs

的陽性率高於TST；結核病接觸史組則TST陽性率高於

IGRAs；其餘組別兩種檢測方法陽性率無統計學差異。

具體見表2。

三、IGRAs與TST的在活動性結核病中的診斷價值對比

將陳舊性肺結核、結核病接觸史、其它疾病組

表1�一般資料

組別
例數
n

年齡

y（x̅   ±s）
性別比(M/F)

 n

活動性結核組 82 49�5±18�3 39/45

菌陽組 49 50�1±19�9 27/22

菌陰組 24 44�9±15�7 10/14

肺外組 9 57�3±20�7 2/7

陳舊性肺結核 126 62�6±17�0 76/50

結核病接觸史 34 35�3±10�5 9/25

其它非結核病 495 55�5±20�3 233/262

健康體檢 46 49�3±16�4 25/21

合計 783 54�8±19�9 382/401

注：年齡表示為均數±標準差（x̅   ±s）。



28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7, Vol 17. No.2鏡湖醫學2017年12月第17卷第2期

及健康體檢者計為非活動性結核組，進行敏感度、特

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分析。結果發現，

IGRAs與TST的敏感度(χ2=4�33, P=0�04)及陰性預測值

(χ2=10�1, P=0�002)IGRAs高於TST；而特異度(χ2=0�34, 

P=0�53)及陽性預測值(χ2=0�06, P=0�84)兩組均無統計

學差異。具體見表3。

討 論

在臨床實踐中，從疑似結核病中篩檢出活動性結

核病對結核疫情的控制至關重要。目前細菌學檢查仍是

結核病診斷的金標準，但塗片陽性率低，培養所需時間

太長，不能滿足臨床診治需要，為結核病的早期診斷和

治療帶來困難。在IGRAs應用臨床以前，TST是主要的輔

助診斷方法。但因為其不能分辨出卡介苗接種以及部份

非結核分枝桿菌感染所致的陽性對象，所以特異性低。

IGRAs利用重組抗原ESAT-6和CFP-10為刺激原，通過檢

測結核特異性T淋巴細胞產生的γ-干扰素，從而判斷有

無結核菌感染。重組抗原ESAT-6和CFP-10的蛋白編碼來

源於結核分枝桿菌基因中的一個菌種特異性基因片斷，

這個基因片段在大部份的非分枝桿菌以及所有的牛型分

枝桿菌（包括卡介苗）中不存在，因此ESAT-6和CFP-10

作為抗原的特異性相對TST要高得多，這個顯著優勢也

使得IGRAs得以應用於臨床[4]。

結核病是結核桿

菌引起的慢性感染性

疾病，人體初次感染

結核分枝杆菌後使T

淋巴細胞致敏，轉化

為記憶T淋巴細胞，

當人體再次接觸結核

分枝杆菌後會迅速產

生效應T淋巴細胞，

其產生並釋放多種細

胞因子發揮免疫學效

應，其中γ-干扰素

是最為關鍵的細胞因子之一。從理論上講，活動性結

核病因為有結核菌人體內繁殖，IGRAs應為陽性，通過

藥物治療以及人體單核細胞的吞噬，當結核菌全部被殺

滅後，IGRAs應轉為陰性。但因為結核菌可長期潛伏體

內，與人體共存而不發病，所以在有接觸史的人士及陳

舊性結核病病人也可出現陽性。本研究的IGRAs的陽性

率從高到低依次為活動性結核病組、陳舊性肺結核組、

結核病接觸史組、健康體檢組及非結核病組，也反應了

結核菌與人體免疫力的對抗過程。所以，IGRAs陽性只

能判斷有無結核菌感染，而不能區分是否有活動性結核

病。這與以前的研究結果一致[1~5]。

TST所用結核菌素萃取自結核菌的蛋白質，澳門使用

的是丹麥產的PPD RT23，劑量2TU/0�1mL，皮內註射至受試

者左前臂，72小時後測量硬結的平均直徑，取直徑≥15mm

為強陽性。受抗原純度以及機體免疫力的影響，TST檢測

結果的特異性因不能區分卡介苗接種以及部份非結核分枝

桿菌感染而導致特異性較低。但在本研究中，非肺結核病

組及健康體檢組TST的陽性率和ICRAs的陽性率均無統計學

差異，與本人之前的研究[10]及韓國[11]的研究類似。進一

步將陳舊性肺結核、結核病接觸史、其它疾病組及健康

體檢者計為非活動性結核組，進行特異度、陽性預測值

等分析。結果發現，IGRAs與TST的特異度(64�1%, 65�8%, 

χ2=0�34, P=0�53)及陽性預測值(0�23, 0�24, χ2=0�06, 

P=0�84)均無統計學差異。因此，在澳門這個高卡介苗接

種的中等結核病負擔地區，ICRAs的特異性並不優於TST。

可能與以下原因有關：第一，卡介苗的保護時間約5~10

年，若出生時接種，則保護期至10歲。12歲接種，則在22

歲。而本研究對象的平均年齡在(55�3±19�9)歲，所以TST

結果並不會因接種卡介苗而受影響。這與在卡介苗保護

期內的兒童及青少年不同，即TST的假陽性率明顯高於[12]

表2�各組IGRAs陽性率與TST陽性率對比 (陽性例數/總例數，陽性率%)

組別

IGRAs 
(n=783)

TST (n=571)
χ2

P

例數 陽性例數 陽性率(%) 例數 陽性例數 陽性率(%)

活動性結核組 82 74 90�2 68 53 77�9 4�33 0�04

菌陽組 49 46 93�9 38 29 76�3 5�55 0�02

菌陰組 24 21 87�5 23 18 78�3 0�21 0�65*

肺外組 9 7 77�8 7 6 85�7 / 1�00**

陳舊性肺結核 126 73 57�9 99 33 33�3 12�5 0�00

結核病接觸史 34 21 61�8 32 30 93�8 9�60 0�00

其他非結核病 495 141 28�5 352 102 29�0 0�01 0�88

健康體檢 46 17 36�9 20 7 35�0 0�02 0�87

注：*菌陰組理論數T <5但T ≥1，並且總樣本量n≥40，用連續性校正的卡方進行檢驗。
 **肺外結核組n<40，用Fisher's檢驗。其餘組理論數T ≥5並且總樣本量n≥40，用Pearson卡方進行檢驗。

表3�IGRAs與TST在活動性結核病方面的診斷價值對比

Sen(%) Sep(%)  PPV NPV
IGRAs 90.2 64.1 0.23 0.99

TST 77.9   65.8 0.24 0.96  
        
注：經Pearson卡方檢驗，敏感度Sen的χ2=4�33, P=0�04;特異度Sep
的χ2=0�34, P=0�53；陽性預測值 PPV的χ2=0�06, P=0�84；陰性預
測值NPV的χ2=10�1, 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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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RAs。第二，本研究對象中非結核分支感染的病人只有

17例，而另外478例為其它疾病，使得IGRAs在非結核分支

感染方面的特異性被縮小。

本研究中，ICRAs的敏感度為90�2%，高於WHO[4]

及Diel R等報導[3]的敏感度73%(95%CI, 61%~82%)與

81%(95% CI, 0�78~0�83)；也高於TST的敏感度77�9%。

這與韓國的T SPOT�TB的敏感度87�8%[11]及QFT-G的敏感

度89%（95%CI 79%~96%）類似[13]。T SPOT�TB和QFT-G

均為檢測ICRAs的方法，本研究採用的的是QFT-G。本

人2016年的研究[10]發現ICRAs與TST的敏感度無統計學

差異，主要原因為本研究TST取硬結直徑≥15mm為強陽

性，使TST的敏感度降低所致。此次取硬結直徑≥15mm

主要因為在本澳以為15m m為輔助診斷活動性結核病

的標準。陰性預測值ICRAs和TST分別為0�99, 0�96, 

ICRAs高於TST。說明IGRAs可用於排除活動性結核病的

輔助診斷，在鑑別診斷中具有重要意義。

WHO公佈全球平均結核病感染率為33%左右[4]；非洲

國家高達80%左右；中國內地約40%[14]。結核病感染率為

人群中TST的陽性率，本研究為39�4%，與內地接近，澳

門尚無結核病感染率的數據，但近年的發病率與內地、

香港接近[15]，推測感染率應與內地接近。說明本研究的

對象雖為醫院就診及體檢者，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總之，在澳門這個高卡介苗接種率的中等結核病負

擔地區，IGRAs的高陰性預測值可用於排除活動性結核病

的輔助診斷。而陽性結果因不能鑑別潛伏性結核感染需

謹慎解讀。

Lewinsohn DM, Leonard MK, LoBue PA, et al� Official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Diagnosis o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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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分析急性闌尾炎在CT與B超檢查中的表現，探討CT與B超檢查對急性闌

尾炎的臨床診斷價值，為臨床實踐提供參考依據。  方法 回顧性分析澳門鏡湖醫院1001例

臨床擬診為急性闌尾炎患者的B超及CT影像學特徵，並與術後病理結果對照（CT組和B超US

組），比較兩種檢查方法的影像顯示率、準確度、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及陰性預

測值。  結果 1001例患者最終病理確診急性闌尾炎974例。比較CT組399例和US組556例的

影像顯示率分別為98�25%、74�28%（P<0�05，有統計學差異）；先行B超檢查，再行CT檢查

共221例，B超與CT檢查診斷準確度分別為78�73%、95�02%，靈敏度分別為85�19%、96�51%，

特異度分別為40�61%、80�00%，陽性預測值(PPV)分別為89�44%、97�98%，陰性預測值(NPV)

分別為31�71%、69�57%。其中，兩者之間準確度、特異度及陰性預測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均P<0�05），靈敏度、陽性預測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 >0�05），且其兩者之間的特

異度差異主要體現在對急性單純性闌尾炎的診斷中。肥胖患者B超檢查闌尾的顯示率極低

(37�14%)。  結論 CT檢查對急性闌尾炎的診斷具有較高的準確度及特異度，當患者急性闌

尾炎臨床症狀不典型，或B超檢查顯示為陰性時，尤其是肥胖和腹部脹氣的患者，應當首選

CT掃描來做進一步的診斷與鑒別，而且CT能發現除闌尾炎以外的其他病變；若為非肥胖或腸

道脹氣不明顯的患者，可以選擇B超或CT檢查，此時若為體重過低者，B超檢查可作為首選。

【關鍵詞】闌尾炎；影像；B超；CT

The value of imaging examin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appendicit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001 cases of acute appendic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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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computed tomography (CT) and B mode ultrasonic 

(BUS) o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appendicitis (AA).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001 
cases diagnosed clinically as AA in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by CT or BUS. These results are confirmed 
by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CT group and BUS group).We compared the image display rate, accurac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between patients diagnosed 
by CT or BUS, respectively.   Results  Among the 1001 cases, 974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AA in 
pathology, 399 patients were in CT group, 556 patients were in US group, 221 patients underwent BUS 
and then received CT scan.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T and BUS in diagnosis of AA. CT has 
a higher accuracy, specificity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with 95.02% accuracy, 80.00% specificity and 
69.57%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78.73%, 40.61% and 31.71% for BUS (P<0.05), respectively. As for 
the sensitiv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th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when CT has 96.51%sensitivity 
and 97.98%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compared with 85.19% sensitivity and 89.44% positive predi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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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闌尾炎是臨床常見的急腹症之一，因為種種原

因，目前在急性闌尾炎早期診治中存在着一定的誤診誤

治率[1,2]。選擇一個快速、準確的診斷方法，盡早鑒別

急腹症的病因[3]，明確急性闌尾炎的診斷並確定治療方

案，是擺在臨床外科醫生面前的首要任務。可疑急性闌

尾炎影像學輔助檢查中，首選CT還是B超存在着爭議，

不同作者的研究結果和傾向性也不同[4-8]。本研究回顧

性分析1001例臨床擬診斷為急性闌尾炎並行手術治療的

臨床資料，總結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院2011年4月~2017年5月期間，臨床擬診急性闌

尾炎並行闌尾切除共1001例。手術前行B超檢查的患者

556例，或同時行CT掃描檢查（兩種檢查時間差≤48h）

221例，單純CT檢查178例；所有病例診斷明確後均行手

術治療，1001例患者最終病理確診急性闌尾炎974例，

腔鏡下闌尾切除術991例，中轉手術6例，開放手術4

例。46例術前沒有進行CT或B超檢查，單憑體格檢查和

實驗室資料擬診為急性闌尾炎完成腹腔鏡手術46例，

終轉開腹2例。患者最小年齡5歲，最大年齡95歲，平均

45�3±2�8歲，男性517例，女性484例。

二、方法

計算B超檢查組（US組）和CT檢查組（CT組）各組

闌尾的影像顯示率及急性闌尾炎的影像診斷陽性率情

況；分別統計各組診斷急性闌尾炎的真陽性、陰性診斷

例數，診斷的敏感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PPV)、陰

性預測值(NPV)、準確性、似然比以及Youden指數，見

表1。

三、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所有資料均採用S P S S17�0進行統計學處

理，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行χ2和Fisher檢驗，

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CT徵象表現與術後病理學類型比較

結合399例患者的CT掃描檢查結果和術後病理結果

進行分析，證實為闌尾周圍膿腫者31例，CT檢查呈陽

性者31例，證實為壞疽穿孔性闌尾炎者43例，CT檢查呈

陽性者43例，證實為化膿性闌尾炎者120例，CT檢查呈

陽性120例，證實為單純性闌尾炎者182，CT檢查呈陽性

者174例，證實合併後腹膜膿腫10例，CT檢查呈陽性者

9例；CT檢查呈假陽性者5例：闌尾殘株炎1例（盆腔黏

連），闌尾管徑粗大3例，闌尾黏液癌1例。CT檢查呈真

陰性的18例患者，其中2例為麥克爾憩室炎，2例後腹

膜膿腫，結腸憩室炎3例，腸系膜淋巴結炎4，盆腔炎2

例，膽囊炎1例，胰腺炎1例，輸尿管結石1例，十二指

腸球部後壁細小穿孔1例，迴盲部腫瘤1例。

二、B超檢查表現與病理學類型比較

結合556例患者的B超檢查結果和術後病理結果進行

分析，556例患者中證實為闌尾周圍膿腫者41例，B超檢

查呈陽性者38例，證實為壞疽穿孔性闌尾炎者54例，B

超檢查呈陽性者46例，證實為化膿性闌尾炎者162例，B

超檢查呈陽性者124例，證實為單純性闌尾炎者299例，

B超檢查呈陽性者227例，證實合併後腹膜膿腫11例，B

超檢查呈陽性者5例。

三、CT與B超診斷急性闌尾炎的評價指標分析

B超與CT檢查診斷準確度分別為78�73%、95�02%，

靈敏度分別為85�19%、96�51%，特異度分別為40�61%、

80�00%，陽性預測值(PP V)分別為89�44%、97�98%，

value in BUS (P >0.05). The specificit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e mainly in patients with simple AA. 
Besides, in obese patients, only 37.41% of the patients can be differentiated as AA by the U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BUS, CT is more accurate and specific in the diagnosis of AA.  When the symptoms are 
not typical of AA, or when BUS shows a negative result because of obesity or abdominal flatulence, CT is 
recommended as the choice for diagnosis. Besides, CT can identify diseases other than AA. For the patients 
who are not overweight or whose abdominal flatulence is not obvious, both BUS and CT are good choices 
to diagnose AA. BUS is preferred for patients who are underweight.

[Key Words]   Appendicitis; Imaging; B ultrasound; Computed Tomography 

表1�超聲波(556例)及CT(399例)檢查闌尾的影像顯示及急性闌尾炎
的影像診斷陽性比較

組別
闌尾的顯示率 急性闌尾炎的診斷陽性率

顯示(例) 未顯示(例) 顯示率(%) 陽性(例) 陰性(例) 陽性率(%)

US組 413 143 74�28 306 107 74�09

CT組 392 7 98�25 374 18 95�41

χ2值 2�012 3�623

P值 0�157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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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性預測值(NP V)分別為31�71%、69�57%。兩者之間

的準確度、特異度及陰性預測值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靈敏度、陽性預測值無統計學差異(P>0�05)

（見表1、表2）。US組假陽性病例有14例闌尾管徑較大

達8�0~11�0mm，5例因闌尾壁血流增多引起誤診；CT組

假陽性病例5例，3例為闌尾管徑較大引起誤診，1例為

闌尾殘端黏連誤診為殘株炎。

四、肥胖及體重過低者B超及CT檢查闌尾的影像顯

示比較

在1001例患者中35例為肥胖者(BMI≥28kg/m2)，27

例為體重過低者(BMI<18�5kg/m2)，肥胖者及體重過低

者US組及CT組闌尾的顯示比較見表3。肥胖者US組闌尾

的影像顯示率明顯低於CT組(P=0�000)，而體重過低者

US組與CT組闌尾的影像顯示率無明顯差異(P=0�073)。

五、手術情況

1001例病人均行腹腔鏡手術治療，最終確診急性闌

尾炎974例，終轉開腹手術6例；46例術前沒有進行CT或

B超檢查，單憑體格檢查和實驗室資料擬診為急性闌尾

炎完成腹腔鏡手術46例，終轉開腹2例：1例闌尾根部壞

疽穿孔，黏連嚴重；1例後位闌尾；誤診3例：1例確診

為十二指腸球部前壁穿孔；盆腔炎1例，腸系膜淋巴結

炎1例。

討 論

急性闌尾炎輔助檢查目前常用的有B超檢查及CT檢

查，有關學者提出B超及CT檢查診斷急性闌尾炎的敏感

性、特異性並不相同[1,2]；而MRI檢查由於操作中患者不

能活動、費用高和不能發現闌尾腸石等因素[3]，在此方

面的應用較少，多用於擬診急性闌尾炎的孕婦[4]。闌尾

管徑的大小為B超和CT檢查診斷急性闌尾炎的一個重要

指標，由於正常闌尾可能因管腔內容物的多少或不同以

及腸道壓力不同而引起管徑大小的不同[5,6]，與急性闌

尾炎管徑的大小存在着一定範圍的交叉，因此較大管徑

的正常闌尾容易被B超及CT檢查誤診為急性闌尾炎，這

是本研究中引起B超及CT假陽性診斷的最主要原因。本

文的研究結果與Reich等[7]的研究結果類似，CT檢查的

準確度為95�02%，B超檢查為78�73%，CT診斷急性闌尾

炎的準確度明顯高於B超，且其兩者之間的準確度差異

主要體現在對急性單純性闌尾炎的診斷中。合併腹膜後

膿腫的病例，CT更加準確診斷，對治療起到指導性的作

用，避免了二次手術的風險。Hernanz-Schulman[8]從檢

查的準確率、性價比、方便快捷性和是否有創等方面對

兩者的診斷價值進行了比較，結果提示CT在診斷急性闌

尾炎的準確率、總體性價方面明顯優於B超，CT的優勢

在於可以迅速準確的發現或者排除，諸如胃腸道穿孔、

闌尾壞疽穿孔、絞窄性腸梗阻、腸扭轉、膽囊壞疽和

腹內嵌頓疝等亟須急診手術幹預的空腔臟器相關的急腹

症[9,10]，對於一個需要在短時間內明確病因决定治療方

案的急腹症患者而言已經足夠。

臨床上大多數擬診急性闌尾炎的患者行B超檢查

時通常沒有腸道準備，並且因腹痛常常引起腸道明顯

脹氣，在腸梗阻早期尤為明顯，因腸氣干擾B超檢查而

不能發現所有的闌尾或完全顯示整條闌尾。另外，肥

胖患者皮下脂肪較多、腹壁較厚，闌尾位置深，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闌尾探查的難度（闌尾的顯示率極

低37�14%）。CT儀器相對於B超儀器沒有以上方面的限

制，影響CT顯示闌尾診斷闌尾炎主要與儀器的性能、CT

掃描的方法以及是否使用造影劑等因素有關[11]，對於

肥胖者CT反而易識別被脂肪包繞的闌尾；相反CT對於體

重過低者，因腸系膜及腹膜後脂肪極少，出現假陰性的

可能性很高[12]。本研究中也有7例導致了假陰性闌尾炎

的診斷。盡管在本文的闌尾研究方法中[13]，B超診斷急

性闌尾炎假陰性率較CT明顯增多；但在腸道脹氣不明顯

表2�221例超聲波及CT檢查急性闌尾炎的診斷評價指標

組別

陽性、陰性診斷數(例) 診斷評價指標

真陽性 假陽性 假陰性 真陰性 敏感度 特異度 PPV NPV 準確性 似然比 Youden
（%） （%） （%） （%） （%） 陽性 陰性 指數

US組 161 19 28 13 85�19 40�61 89�44 31�71 78�73 19�2 0�107 85�1

CT組 194 4 7 16 96�51 80�00 97�98 69�57 95�02 82�6 0�054 93�5

兩者之間進行比較,準確度、特異度、陰性預測值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靈敏度、陽性預測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

表3�肥胖及體重過低者超聲波及CT檢查闌尾的影像顯示比較

組別
35 例肥胖者 27 例體重過低者

顯示(例) 未顯示(例) 顯示率(%) 顯示(例)未顯示(例) 顯示率(%)

US組 13 22 37�14 23 4 85�19

CT組 33  2 94�29  22 5 81�48

χ2值 35�742 12�031

P值 0�000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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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重過低者，闌尾的顯示率及管壁結構的顯示情況，

B超能夠很好地顯示闌尾壁的血流信息。因此，擬診急

性闌尾炎肥胖或腸道明顯脹氣的患者，建議直接行CT檢

查比較妥當，而對於腸道脹氣不明顯的體重過低者，B

超檢查可為首選的檢查方法。本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同

期同時行B超和CT檢查的患者，以期盡量避免主觀偏倚

因素和時間因素的影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存在

資料未能隨機化、年齡分佈不規則以及B超醫師和CT醫

師診斷水平不盡相同等不足。由於放射性問題[14-16]，沒

有孕婦闌尾的資料。因此，本研究尚有待進一步完善、

累積、總結。

綜上所述，臨床擬診急性闌尾炎，若是肥胖或腸道

脹氣明顯的患者（孕婦除外），建議直接選擇CT檢查。

若為非肥胖或腸道脹氣不明顯的患者，可以選擇B超或CT

檢查，此時若為體重過低者，B超檢查亦可為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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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口腔健康教育的加

強，對人工種植牙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種植牙是將人

工生產的義齒通過手術操作置入牙缺損部份的頜骨之

內，待其與頜骨融合後，並在人工牙根上加制烤瓷牙

冠，從而形成人工牙齒[1]。由於種植牙功能性強且沒有

破壞性的特點，已經逐漸被人們所接受，被口腔醫學界

公認為缺牙的首選修復方式[2]。為牙齒缺失的患者帶來

了福音，更被譽為“人類第三副牙齒”[3]。既可以恢復

口腔系統正常生理功能，減緩了牙槽骨的吸收和萎縮，

也促進失牙患者全身健康[4]。研究[5]顯示：種植牙的成

功率與牙周病的治療以及口腔衛生有密切的關係，有效

的自我維護和護理可提升治療效果；反之，護理不當可

【摘要】  目的 探討牙列缺損患者行人工種植術置入人工種植體，術後種植牙遠期效

果的影響因素。  方法 選擇 2012年9月~2014年12月在本院接受牙種植的患者190例，常

規植入NOBEL系統種植體，術後行衛生宣教，隨訪3~5年，根據患者口腔情況，吸煙及血糖

控制情況對種植成功率進行分析。  結果 種植術後3~5年，190例患者共植牙342枚，其中

成功335枚，失敗7枚，種植成功率達98�0%，口腔衛生良好者的種植成功率高於口腔衛生

差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非吸煙者種植成功率高於吸煙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1)。非糖尿病患者種植成功率高於糖尿病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結論 

種植牙患者術後，應加強口腔衛生宣教，定期做好牙周維護，嚴格控制吸煙和血糖，保持口

腔衛生健康，可取得良好的種植牙遠期效果。

【關鍵詞】種植牙；種植效果；影響因素

The influence factor analysis of long-term effects to dental implant

LU Hui Qin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190 patients with dentition defect who were treated with 342 

pieces of artificial dental implant restoration, and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ng-term outcome of 
the dental implants.  Methods    Between September 2012 and December 2014, 190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dental implants in our hospital with conventional implants implanted by NOBEL system.  They were 
given postoperative health education, 3-5 years of follow-up, and analyze the success rate of planting with 
reference to patients’ oral condition, smoking status and blood sugar control.   Results   By the follow-up 
observation of 3 to 5 years after planting, a total of 190 patientsreceived 342 dental implants, including 
335 successful pieces and 7 failed pieces (success rate 98.0%). Between patients with good oral hygiene 
and bad oral hygiene, the difference of success rat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The success rates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smoking and non-smoking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as 
are those between the diabetic patients and non-diabetic patients (P<0.01) at postoperative follow-up for 
3 to 5 years.  Conclusion   For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dental implant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oral 
hygiene education, make periodontal regular maintenance, strictly control blood sugar and smoking, and 
maintain oral health. The dental implants can then have good long-term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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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治療效果，同時為日後併發症的發生埋下隱患。因

此，必須對患者加強口腔健康教育，促進患者掌握日常

護理並提高主動進行口腔預防保健的意識，以達到減少

術後併發症和提高種植成功率，延長種植牙壽命。如何

提高該類患者種植牙的遠期成功率及治療後維護為口腔

科醫護人員和患者共同關注的問題。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1�選擇2012年9月~2014年12月在本院行種植牙的患

者190例，其中男105例，女85例，共植入342枚種植體。

2�納入標準：(1)年齡在20週歲或以上；(2)無植

牙禁忌症者；(3)植牙的糖尿病患者，術前血糖控制良

好，空腹血糖<6mmol/L，餐後2小時血糖<8mmol/L；(4)

患者無其它全身性疾病。

3�排除標準(1)嚴重牙周病患者；(2)凝血功能障

礙、肝腎功能障礙患者；(3)惡性腫瘤患者；(4)精神障

礙患者。

二、方法

術前詳細的詢問患者的病史，瞭解患者的全身情況

以及過往的疾病情況，徹底檢查口腔牙齒及牙缺失部位的

情況。通過輔助檢查X線檢查牙槽骨的密度、骨量及相鄰

牙齒的情況，以確定可能干擾種植牙治療的任何條件。

所有患者均選擇瑞士NOBEL種植系統進行人工牙植

入手術，術後進行植牙衛生宣教，所選的患者在術後1

週、3個月、6個月、1年、3至5年長期回訪觀察。回訪

觀察的內容主要包括：觀察種植體有無鬆動、種植體周

圍組織的情況、牙槽骨有無吸收、口腔衛生情況、牙周

維護、吸煙及血糖控制等情況。

三、評價標準

參考全國種植學術工作會議制定的標準[6]：成

功：能行使正常的咀嚼及咬合等功能、無種植牙鬆動現

象、種植體周圍組織健康以及無炎症反應、X線片顯示

牙槽骨喪失<1/3植體高度；失敗：不能發揮基本的咬合

等功能、種植體周圍組織經常有炎症發生、種植體出現

鬆動、X線片顯示牙槽骨喪失>1/3植體的高度。

四、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4�0統計軟件處理收集的資料，比較採

用卡方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P<0�05為差異具有統

計學意義。

結 果

190例牙缺失的患者。其中男105例，女85例。年

齡20歲~89歲，平均(38�5±7�42)歲，其中20歲~30歲19

例佔10%，31歲~40歲25例佔13�2%，41歲~50歲42例佔

22�1%，51歲~60歲55例佔28�9%，61歲以上49例佔25%。

單個牙缺失患者98例，多個牙缺失患者92例，共植入

342枚種植體。

1�190例（342枚種植牙）行種植牙的患者3~5年後

有7顆種植牙出現鬆動或脫落，種植牙成功率達98%。

2�不同年齡組之間種植成功率結果比較：人工種

植義齒的遠期效果以年輕人最好，老年人種植效果相

對較差，其中30歲以下年齡組種植組成功率達100%，61

歲以上的成功率93�9%，兩者相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P<0�05)。

3�口腔衛生良好的患者種植成功率高於口腔衛生

差者，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詳見表1）

4�非吸煙史者種植牙成功率高於有吸煙史的患

者，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詳見表2）

5�非糖尿病患者種植成功率高於糖尿病患者，兩

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3）。

討 論

人工種植牙是近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治療牙缺失

的一種新方法，因其美觀、舒適又能達到很好的固位效

果，使牙缺失患者的咀嚼功能恢復到接近自然牙的程度

表1�不同口腔衛生情況的患者種植成功率之比較(χ2)

成功 失敗 合計

口腔衛生良好 141 (99�3%) 1 (0�7%) 142(100%)

口腔衛生差 43(89�6%) 5(10�4%) 48(100%)

Fisher's Exact Test 0�004

P <0�01

表2�有吸煙史者與非吸煙者種植成功率之比較(χ2)

成功 失敗 合計

有吸煙史 16 (84�2%) 3 (15�8%) 19(100%)

無吸煙史 168(98�2%) 3(1�8%) 171(100%)

Fisher's Exact Test 0�005

P < 0�01

表3�有糖尿病患者與無糖尿病患者的種植成功率之比較(χ2)

成功 失敗 合計

有糖尿病史 11 (78�6%) 3 (21�4%) 14(100%)

無糖尿病史 173(98�3%) 3(1�7%) 176(100%)

Fisher's  Exact Test 0�006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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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結合。因此，糖尿病患者在種植術後，需嚴格控制

血糖，防止植體周圍發生，注意口腔衛生，增強其穩定

性，提高種植體的成功率。

通過190例種植患者（342枚種植體），隨訪觀察

3~5年，發現種植牙鬆動脫落是多種影響因素，除了與

患者自身因素外（如術區牙槽骨密度、牙周病）外，也

與局部口腔衛生狀況，未進行定期牙周維護和不良的生

活習慣有關。因此，需加強護理干預，着重叮囑和監督

患者減少吸煙、超負荷等高危因素對種植體的影響，嚴

格控制血糖，強化宣教種植術後定期複查維護重要性，

養成良好的口腔衛生習慣，做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指

導其改變不良行為，從而提高種植牙的遠期成功率和臨

床治療效果。

已被越來越多的牙缺失患者所接受，臨床應用日趨廣

泛[7]�

年齡與成功率的關係，本組20歲~30歲年齡組的成

功率高達100%，明顯高其他組別年齡段，本研究結果

與楊勇等[3]一致，如此高的成功率與青年的身體狀況有

關，年輕人骨組織修復力強，骨密度較好，新陳代謝較

快，異物種植體也能與骨組織很好的結合，是種植的最

佳合適人群，在其它大部份年齡組間無明顯差異且成功

率均高於95%，說明大部份不同年齡組別均可行種植義

齒修復進行治療。但老年隨着年齡的增長骨密度會有一

定的變化，應該考慮因素之一。

研究結果顯示：吸煙者種植成功率明顯低於非吸煙

者，研究結果與李吉琦、Bruno等[8,12]相一致。有研究表

明：吸煙患者邊緣骨吸收是非吸煙患者的3倍，而且種植

體周圍牙齦出血指數和平均牙周袋深度明顯增加，還頻繁

出現種植體周圍炎[9]。有證據表明：吸煙的劑量效應是一

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劑量可能對骨結合有相關的影響，吸

煙者中影響牙科植入物失敗率，術後感染的發生率以及邊

緣骨丟失[12]。由於煙草中的化學物質焦油中含有苯芘、HD

亞硝基胍啶和砷等化學刺激物，這些物質均對口腔黏膜、

牙齦以及牙齒釉質具有一定損害，導致牙齦炎，容易形成

牙石，引起種植體周圍炎造成植體脫落。

研究結果得出：口腔衛生差伴牙周炎史的患者比牙

周健康患者失去更多牙槽骨，並可能更高引起的種植體

周圍炎和植入物失敗的風險，結果與王林虎等[9]一致。

定期維持治療對於牙種植體的長期成功是至關重要[13]。

有研究[10]顯示：牙周治療對種植體周圍組織健康和種植

成功率有積極影響。每6個月~1年進行齦下牙周治療對

植入周圍炎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定期回訪，採取有效

的口腔健康宣教，加強患者細緻的口腔衛生意識，防止

種植體周圍牙齦炎和種植體周圍炎不應該被低估，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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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近年來澳門血透病人的數量不斷增加，本院血透

中心現擁有100多臺各種品牌的透析機，年透析量超過

65000次。如此大規模的血透中心採用傳統的人工管理模

式存在諸多問題，同時嚴重制約了血透中心的管理質量

和水平。2016年7月本院和中國東軟集團合作，自行設計

並投入使用全新HIMS對透析中心進行管理，其中透析充

分性是透析質量最重要的管理指標之一。因此，探討採

用全新電子化、數字化管理模式對透析充分性指標進行

管理，是否能夠有效提高透析質量十分重要[6,9]。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16年7月1日~2017年3月30日期間在本院長期HD的

患者。所有入選患者均每週HD次數≥2次，每月進行1次

透前，透後抽血檢查，抽血當日HD時間≥3�5H，同時On-

line機測Kt/V。資料不完整者予以剔除。

二、研究方法

1�所有患者常規HD，每月抽血1次（使用NKF-K/DOQ 

I推薦的採血方法），HI M S自動記錄抽血當日透析前

後體重、脫水量，透析時間。實驗室檢查透析前後血

清BUN值，在HIMS中確認BUN檢驗值後，HIMS則自動計

算SpKt/V值，國際標準化計算公式如下：Kt/V=-Ln(R-

0�008×t)+(4-3�5×R)×UF/W（其中Ln是自然對數；R是(透

析後BUN)/(透析前BUN)；t是1次透析的時間，用小時表

示；UF是超濾量，用升表示；W是患者透析後體重，用公

斤表示），SpKt/V≥1�2視為透析充分性達標[4,5]。

【摘要】  目的 探討血液透析信息化管理系統(Hemodialysi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HIMS)對改善透析充分性的影響。  方法 通過HIMS採集2016年7月~2017年3月期間

常規血液透析(Hemodialysis, HD)患者的機測Kt/V和基於血清BUN值計算的SpKt/V值，比較

二者之間的差異性。同時分析SpKt/V不達標者的原因並進行相應透析處方調整，觀察透析充

分性改善情況。  結果 機測Kt/V與SpKt/V值之間比較存在顯著差異(P<0�05)。使用HIMS對

透析充分性進行監測和管理後，患者SpKt/V達標率上升，不達標率下降，使用前後對比有統

計學差異（P<0�05）。  結論 HIMS有助改善患者的透析充分性，提高透析品質。

【關鍵詞】血液透析信息化管理；透析充分性

Experience of Hemodialysi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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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wentregular hemodialysis (HD) from July 2016 to March 2017 were collected through HIMS. On-
line measurement of Kt/V and estimated SpKt/V based on serum BUN were compared. Those patients who 
could not reach Kt/V target were further analyzed for the causes, and HD prescriptions were modified. The 
thereafter changes of HD adequac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stimated SpKt/V and on-line measurement Kt/V.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MS, SpKT/V target-
reaching rate g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non-compliance rate declined (P<0.05).  Conclusion   H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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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HIMS自動搜集整理每月所有患者SpKt/V結

果，以HIMS上綫當月值作為基礎值，分析達標率的變化

趨勢，並與著名的《國際透析預後與實踐模式研究》

（DOPPS）的相關結果進行比較[3]。

3�利用H I M S自動搜集整理所有患者機測KT/V和

SpKt/V結果，比較兩者之間有無統計學差異。

4�利用HIMS自動搜集全部患者每月SpKt/V資料，篩

選出不達標患者名單，分析原因進行透析處方調整，觀

察處方調整後SpKt/V改善情況。

三、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16�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

用 x̅  ±s 表示，各參數之間採配對t檢驗，組間比較採用卡

方檢驗，以P<0�05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SpKt/V達標率變化：每月符合要求人數在421-

439人之間。HIMS使用後SpKt/V(<1�2)不達成率呈下降趨

勢，由6�24%下降至2�14%，最低至1�85%。SpKt/V(≥1�2)達

標率上升1�91%~4�39%，且SpKt/V≥1�6段上升明顯，波動在

3�1%~9�73%[3]。與DOPPS美國資料相比較，本院基礎SpKt/V

不達標率稍劣於美國同期指標(6�24%VS6%)，（詳見見圖

1、圖2），HIMS使用後，SpKt/V不達標率明顯改善並優於

美國指標。

二、機測Kt/V和S p K t/V比較：機測Kt/V結果平

均值偏低，且波動範圍較大，與SpK t/V相比，P值在

0-0�01(<0�05)，有統計學差異。（見表1、圖3）。

討 論

透析充分性評估是血透中心質量管理最重要的指

標之一。其中最常用的spKt/V和URR，主要代表小分子

毒素清除水平。2016年國際腎臟病學會KDOQI指南以及

2016年《中國血液透析充分性臨床實踐指南》均推薦使

用SpKT/V[1,2]作為透析充分性評估的指標。spKt/V的測

定方法：採集透前、透後患者血液樣本，獲得尿素氮

數據，然後根據治療時間、尿素分佈容積以及超濾量來

圖1�2016年7月~2017年3月本院SpKt/V達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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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13年8月~2016年8月美國SpKt/V達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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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機測Kt/V及SpKt/V比較(x̅   ±s)

時間 JUL16 AUG16 SEP16 OCT16 NOV16 DEC16 JAN17 FEB17 MAR17
（樣本人數） n=354 n=375 n=410 n=405 n=403 n=407 n=397 n=402 n=400

SpKt/V 1�67±0�34 1�69±0�32 1�71±0�33 1�72±0�33 1�71±0�32 1�75±0�31 1�74±0�32 1�73±0�33 1�71±0�31

機測Kt/V 1�58±0�34 1�59±0�35 1�58±0�33 1�58±0�32 1�58±0�34 1�61±0�37 1�58±0�33 1�57±0�32 1�58±0�32

t值 6�29 6�25 8�73 8�67 8�06 9�64 10�27 10�74 10�63

P值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圖3�機測Kt/V與公式計算Kt/V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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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Kt/V的方法，常用為Daugirdas單室模型公式。由

於資料收集和計算的工作量很大，本院一直未在臨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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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採用簡單方便的在綫機測Kt/V值進行透析充分性

評估，但於不同機型測量Kt/V的方法不同，測量值差異

大，無法直接進行數據分析和比較，臨床數據的价值有

限。HIMS能夠根據特定的需求自動採集患者透析資料、

實驗室數據，並自動計算出SpKt/V數值，使原本複雜的

SpKt/V計算便捷化、精確化，極大地提高了本院透析質

量管理的水平和效率[7,8]。

HIMS除了能夠快速、準確地計算SpKt/V數值外，

同時還能對影響SpKt/V指標相關的臨床數據進行自動採

集。常見影響透析充分性的因素有：1�實際血流量不

足；2�實際透析時間不足；3�血管通路血液再循環量大；

4�血泵和透析液泵校準有誤差；5�透析器內凝血、有效

濾過容量降低；6�血樣採集時間不合適或有技術上的失

誤；7�超濾除水量偏少；8�低溫透析液[10]等，上述影響

因素中的大部份資料都能在HIMS中自動採集或查找，使

得專科醫生可以進一步分析SpKt/V不達標患者的透析資

料，查找原因，根據每位患者具體原因調整相應的透析

處方，在條件允許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改善透析充分性

條件，如延長透析時間，提高血流量及透析液流量，使

用高通量透析器，增加透析器膜面積，改善血管通路的

功能，優化護理穿刺位置及方向，調整抗凝劑減少透析

器凝血以及其它透析過程中的不良事件等等，上述措施

均能幫助改善患者的透析充分性，提高透析質量[11]。

通過HI M S採用Sp K t/V作為透析充分性評估標準

後，不僅可以隨時看到本中心透析充分性達標的情況

以及變化趨勢，能夠隨時與國際同行進行比較，更加

客觀地評估本院透析中心的治療水平，發現自身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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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臂叢神經阻滯是麻醉醫生必須掌握的技術之一，

也是常用的操作技術之一。既往多使用體表標誌入針尋

找異感，至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應用神經刺激儀輔助，

定位相對準確，但仍依靠解剖定位，本質上為盲探穿刺

方法。最近十多年超聲引導下神經阻滯的方法，實現了

神經阻滯可視化[1,2]。本分析旨在對超聲引導方法與神

經刺激儀定位法臂叢神經阻滯術的麻醉效果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2014年1月~2016年12月間臂叢神經阻滯

術下行肘關節遠端骨科手術患者224例(ASAⅠ-Ⅱ級)，

其中男性161例，女性63例，年齡15歲~81歲，體重

46kg~95kg，除外長期飲酒、藥物濫用、妊娠及哺乳婦

女、局部麻醉藥物過敏或無神經阻滯穿刺意願。患者

在進行治療之前排除了神經阻滯禁忌征並簽署知情同

意書。患者分為兩組：觀察組（超聲引導組，U組）115

例，對照組（神經刺激儀組，S組）109例，兩組患者在

年齡、體重、手術時間等方面無顯著性差異。

二、方法

患者入室後常規心電監護ECG、HR、BP、SpO2，

並開放靜脈通路，U組病人去枕仰臥，頭偏向健側45

度，採用LOGIC Q5超聲機（GE公司，美國），高頻線

性探頭(12MHz)，採用長軸平面內技術，探頭垂直置於

患側頸部，在鎖骨上約2cm水平獲得滿意的臂叢神經橫

斷面圖像，選擇超聲探頭外側約1cm處為穿刺點，超聲

【摘要】  目的 分析超聲引導和神經刺激儀定位臂叢神經阻滯麻醉效果。  方法 選擇

本院2014年1月~2016年12月間225例肘關節遠端骨科手術患者。患者分為兩組：觀察組(超聲

引導組)，對照組(神經刺激儀組)，觀察兩組患者的麻醉效果及麻醉相關併發症。  結果 超

聲引導組臂叢神經阻滯有效率明顯優於對照組(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兩組患者麻醉相

關併發症未見統計學差異。  結論 超聲引導法較神經刺激儀法臂叢神經阻滯效果佳，達到

優良阻滯的比例明顯提升。

【關鍵詞】超聲引導；神經刺激儀；臂叢神經阻滯

Clinical Analysis of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fficacy of Brachial plexus block via nerve 
stimulator and ultrasou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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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efficacy with brachial plexus block between 

using nerve stimulator and ultrasound guidance.  Methods   A total of225 cases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2016 who underwent upper limb operation under brachial plexus block, including hand, arm 
and elbow operation, were derived into two groups: one with ultrasound guided (US group)and the other 
with nerve stimulator(control group). We observed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terms of efficacy and complications.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US group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mplication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Brachial plexus block by ultrasound guide is significantly more efficacious than by 
nerve stimulator and enhances the successful rate of full sensory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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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下入針至神經叢鞘膜內，回抽未見異常注藥。S組

採用腋路臂叢阻滯，應用Stimuplex HNS12神經刺激儀

（B�Branu公司，德國），參數設置為：刺激電流1mA，

刺激時間1ms，刺激頻率1Hz。根據腋動脈所在位置，於

腋動脈上方0�5cｍ入針，調整穿刺針方向及深度，引出

滿意肌肉收縮後回抽未見異常後注入局麻藥。所有的

臂叢神經阻滯均由同一組有經驗的麻醉醫生完成，局

麻藥為2%利多卡因（臺裕化學製藥廠，批號QE2703）和

0�75%羅哌卡因(AstraZeneca，批號HK-42882)的混合液

0�6mL/kg，最大劑量為40mL。

三、觀察指標

麻醉穿刺注藥後20min，測試橈神經、尺神經、正

中神經支配區域的痛覺阻滯情況：VAS 0~3分（不需要加

用靜脈鎮痛藥）、VAS 4~5（需靜脈輔助鎮痛藥物完成手

術）、VAS>5（需要更改麻醉方法）；記錄患者的不良

反應，如局麻藥毒性反應、神經損傷、出血、血腫等。

四、統計學方法

用SPSS 24�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資料以(x̅ ±s)表

示，對計量資料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對計數資料用

Pearson卡方檢驗進行統計學處理，P<0�05示差異有統

計學意義。

結 果

一、兩組患者的神經阻滯效果

U組所有患都獲得滿意超聲臂叢神經橫斷面圖像，

超聲引導下入針至神經聳叢鞘膜內，將局部麻醉藥注

入神經周圍。患者阻滯結果優良有114例，效果不理想

1例，有效率為99�1%（見表1）。而使用神經刺激儀進

行定位，患者阻滯效果優良89例，效果不理想20例，有

效率為81�7%（見表1）。超聲引導組使用超聲引導下神

經刺激儀定位臂叢神經阻滯有效率明顯高於對照組，單

因素方差分析得出F=80�437，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

（見表2）。

二、兩組患者的併發症比較

超聲引導組未見併發症出現。而對照組出現1例血

管穿破、1例局麻藥中毒併發症，2組未見統計學差異(P 

>0�05)(見表3)。

討 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超聲引導下方法較神經刺激儀引

導進行臂叢神經阻滯有效率顯著提高，而且達到優良阻

滯效果的比率明顯提升。由S組29�4%提升至U組80%，可

見超聲引導下臂叢神經阻滯有明顯優點，而且U組115例

當中未錄得1例併發症，可見超聲引導下神組阻滯十分

安全。

臂叢神經阻滯為麻醉科基本操作之一，廣泛應用

於上肢肢端手術，尤其是骨科手術，相較於全身麻醉的

優點有：比起靜脈用止痛藥物有更好的鎮痛效果；腸

道功能更早恢復[3,5]；阿片類止痛藥需求減少，噁心嘔

吐等副作用降低[4]；疼痛得到控制，使呼吸功能恢復更

好[3,5,6]；更早開始功能鍛鍊[3]。

傳統方法需要體表標誌入針，或使用神經刺激器

輔助尋找＂觸電感＂，屬於盲探性操作，成功率多依賴

操作者經驗，經驗較淺的醫生往往容易失敗，可能是由

於解剖變異、神經功能狀態異常、局麻藥在神經鞘膜外

擴散以至未能達到預效果甚至出現併發症，使患者在醫

療過程中有不愉快體驗，住院費用也相應提高。近十多

年來發展超聲引導下神經阻滯，實現操作可視化，可

以實時觀察穿刺路徑，避免穿刺血管或過度穿刺，控制

藥液注射目標及擴散範圍，與神經刺激儀方法比較，超

聲技術可降低併發症的發生，如：穿刺過度引致氣胸、

神經內或椎管內注射等[7-9]。Riazi等[10]研究結果顯示

使用超聲技術進行臂叢神經阻滯，局麻藥的使用量較神

表1�鎮痛效果
 

次數
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U組 有效 VAS(0~3) 92 80�0 80�0 80�0

VAS(4~5) 22 19�1 19�1 99�1

VAS>5 1 0�9 0�9 100�0

總計 115 100�0 100�0

S組 有效 VAS(0~3) 32 29�4 29�4 29�4

VAS(4~5) 57 52�3 52�3 81�7

VAS>5 20 18�3 18�3 100�0

總計 109 100�0 100�0

表2�變異數分析(鎮痛效果)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25�968 1 25�968 80�437 0�000

群組內 71�670 222 0�323

總計 97�638 223

表3�變異數分析(併發症)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0�019 1 0�019 2�130 0�146

群組內 1�963 222 0�009

總計 1�98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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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源性視網膜脫離(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RRD)是一種常見且嚴重威脅視力的眼科疾

病，臨床表現複雜，確診後應盡早手術治療。傳統鞏膜

扣帶術(sclera buckling, SB)和經睫狀體扁平部玻璃體切

除術(pars plana vitrectomy, PPV)是目前臨床上治療RRD

的主要手術方式，能夠有效促進視網膜的復位，最大限

度地恢復患者的視力[1]。近年來隨着微創玻璃體手術系統

的發展，25G微創玻璃體視網膜手術(Minimally invasive 

vitreous retinal surgery, MVRS)已成為治療RRD的一種有

效方法[2]。現將本院2011年~2016年採用25G MVRS治療RRD

患者的臨床結果作一總結，報告如下。

【摘要】  目的 探討25G微創玻璃體視網膜手術治療孔源性視網膜脫離的臨床療

效。  方法 選擇43例43隻眼孔源性視網膜脫離患者，均採用全麻下25G玻璃體切除

+TRIAMCINOLONE(TA)輔助+鞏膜外冷凝裂孔+重水填充+氣液交換+視網膜光凝+C3F8氣體填充

術或聯合白內障手術，手術均由同一術者完成，隨訪1~12個月，平均5�37±1�36個月；記錄

視網膜復位情況、視力恢復情況及有無併發症發生。  結果 41例41隻眼(95�3%)1次復位成

功，有2例2隻眼(4�7%)因術後第1個月和第3個月分別出現新的視網膜裂孔而需行第2次視網

膜復位術，術後復位成功；1例1隻眼(2�3%)術後6個月出現黃斑前膜，1例1隻眼(2�3%)術後

出現晶體後囊膜輕度混濁，有3例3隻眼(6�9%)術後1個月出現一過性眼壓升高，使用降眼壓

藥物後眼壓控制正常。  結論 25G微創玻璃體視網膜手術方法可以有效治療孔源性視網膜脫

離，而且復位成功率高，可作為首選術式。

【關鍵詞】玻璃體切割術；孔源性視網膜脫離

To investigate the outcome of  25G Minimally invasive vitreous retinal surgery for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LIU Xiao Hao,  LAI Iat Fa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25G MVRS in the treatment of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RRD).  Methods   43 patients (43 eyes) with RRD were treated with 
general anesthesia 25G vitrectomy +TRIAMCINOLONE Auxiliary+sclera frozen + gas-liquid exchange + 
retinal photocoagulation + TA + C3F8injection or combined cataract surgery.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12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5.37±1.36 months. The retinal reattachment, visual acuity and 
complications were recorded.   Results  A total of 41 eyes (95.3%) had a successful reattachment, and 2 
cases of 2 eyes (4.7%) had new retinal resection due to new retinal breaks in the first and third months 
after operation; 1 case of 1 eye (2.3%) had occurrence of macular epiretinal membrane6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1 case of 1 eye (2.3%) developed mild posterior capsule opacity after the operation;3 cases 
of 3 eyes (6.9%) had a transient intraocular pressure increased1 month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subsided 
with the use of intraocular pressure lowering agent.  Conclusion   25G MVRS for RRD can be used as the 
preferred surgery with fast recovery, mil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high success rate.

[Key Words]   Vitrectomy; Rhegmatogenous retinal de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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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選擇2011年1月-2016年12月在本院

確診為RRD（PVRC1級或以下）的患者共43例43隻眼，年

齡25歲~71歲，男32例，女11例，發病時間1~30天，平均

8�28±2�35天，上方視網膜裂孔31隻眼，下方視網膜裂孔

12隻眼，累及黃斑區34隻眼，未累及黃斑區9隻眼，術前

最佳矯正視力0�02~0�1者25隻眼，0�6~1�0者18隻眼，術

前眼壓5~22mmHg，平均14�28±2�63mmHg。所有病例術前

均行最佳矯正視力、裂隙燈檢查、眼壓檢查、散瞳前置

鏡眼底檢查或三面鏡檢查、眼底照相或OCT檢查、眼B型

超聲波檢查。

二、方法  在全身麻醉下，使用Al c o n公司的

Constellation微創玻璃體切割系統行25G標準三通道玻

璃體切割術，手術均由同一醫師完成。術前有白內障的

病人術中聯合行超聲乳化白內障摘除術+人工晶體植入

術，在使用接觸廣角鏡下配合鞏膜頂壓行全玻璃體切割

術，特別是盡量切除乾淨視網膜裂孔周圍的玻璃體，在

顯微鏡直視下從結膜鞏膜面行視網膜裂孔周圍冷凝，視

網膜下內排液，氣液交換後行視網膜光凝封閉視網膜裂

孔，玻璃體腔注入TA4mg，關閉鞏膜穿刺口，玻璃體腔注

入100%純度的C3F81ml。術後均採用相應的體位，使氣體

與視網膜裂孔貼附最佳。

所有病例術後隨訪1~12個月，平均5�37±1�36個月，

均檢查最佳矯正視力、裂隙燈檢查、眼壓檢查、散瞳前

置鏡眼底檢查、OCT檢查。以最後1次隨訪作為療效判定

時間點，眼壓高於30mmHg定為高眼壓，OCT作為視網膜復

位的客觀檢查標準。

結 果

一、解剖復位  術後41例41隻眼(95�3%)1次復位成

功，2例2隻眼(4�7%)因術後第1個月和第3個月分別出現

新的視網膜裂孔而需行第2次視網膜復位術，術後均復位

成功；術後1例1隻眼(2�3%)出現黃斑區視網膜下積液，6

個月後黃斑區視網膜下積液完全吸收。

二、視力  術後最佳矯正視力0�05~0�1者2隻眼，

0�1~0�3者8隻眼，0�4~1�2者33隻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無明顯屈光狀態的改變。

三、併發症  所有病例術後無出現眼內炎、眼內出

血及增殖性玻璃體視網膜病變。有3例3隻眼(6�9%)術後1

個月出現一過性眼壓升高，使用降眼壓藥物後眼壓控制

正常。無低眼壓(<5mmHg)或脈絡膜脫離情況出現。1例1

隻眼(2�3%)術後6個月出現黃斑前膜，患者無視物變形或

複視情況。1例1隻眼(2�3%)術後第7天出現晶體後囊膜輕

度混濁，術後10個月後患者失訪。

討 論

玻璃體視網膜手術的優點在於術中易發現視網膜

裂孔及切除與裂孔相關的玻璃體牽拉條索，使最周邊的

玻璃體清除成為現實，同時可以在眼內確切地排除視網

膜下液使脫離的視網膜迅速復位，而且利用光凝封閉裂

孔，對裂孔損傷小[3]。另外，瞳孔不能散大併發白內障

的病例，為了確保術中能看到眼底，也可同時聯合白內

障手術。目前的25G MVRS由於手術中免除了剪開球結膜

和鞏膜切口縫合，術中可更安全貼近視網膜進行精細處

理裂孔周圍黏連牽引的玻璃體及黏稠的基底部玻璃體，

甚至能部份代替視網膜鉤、視網膜剪及笛針使用，減少

了器械的更換和眼內進出。具有手術時間短，術後反應

輕，恢復快，患者舒適度好的特點[4]。

在本組病例中，41例41隻眼取得1次性視網膜脫

離復位成功率(95�3%)，術前12隻眼雖有下方視網膜裂

孔，但術後無PVR發生，說明術中充分眼內排液封閉視

網膜裂孔及完全清除玻璃體對術後視網膜脫離復位及減

少PVR的發生至關重要。另2例2隻眼(4�7%)術後不同時

間因出現新的視網膜裂孔導致手術失敗的患者，提示術

中一定要仔細觀察視網膜變性區或小的視網膜裂孔，爭

取術中封閉全部視網膜病變部位，以減少手術失敗率。

1例1隻眼(2�3%)術後6個月出現黃斑前膜，王家良[5]等

報導，玻璃體切割術聯合冷凝治療視網膜脫離與其術

後黃斑前膜的發生率存在相關性，提示術中是否可個

體化使用冷凝的問題。1例1隻眼(2�3%)術後第7天出現

晶狀體後囊膜輕度混濁，戚卉[6]等報導玻璃體切割術後

玻璃體腔內填充18%C3F8氣體術後併發白內障的發生率

為52�08%，而在本研究中併發白內障的幾率較低，可能

跟術中大部份聯合白內障超聲乳化手術(81�4%)有關；

本例為25歲較年輕患者，故術中未摘除透明晶體。陳

鳳娥等[7]報導，在RRD手術中使用重水，可減少術後視

網膜下積液的發生率；在本研究中，1例1隻眼(2�3%)術

後出現黃斑區視網膜下積液，6個月後黃斑區視網膜下

積液完全吸收，無1例出現重水殘留，重水的使用率為

53�5%；說明術中恰當使用重水既安全，又可減少術後

視網膜下積液的情況出現。另外，本研究的對象為RRD

（PVRC1級或以下）的患者，在今後的臨床工作中，可

將範圍擴展至複雜性RRD的MVRS治療效果的觀察。

（下轉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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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臨床上固定修復體是治療牙體缺損的首選修復方

式。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固定修復體的要求越

來越高，而陶瓷材料由於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耐腐

蝕性、耐磨性和美學性等優點，逐漸取代傳統的烤瓷熔

附金屬等成為主要的修復材料[1]。口腔CAD/CAM(Computer 

aided design and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是結

合了光電子技術、微機資訊處理技術和自控機械加工技

術的一門製作工藝。CAD是指通過電腦軟件，將收集的各

種數位資訊和圖形資訊對修復體進行設計；CAM是指由

電腦控制的數控加工設備對產品進行加工成型的製作技

術。自從1985年首次使用CAD/CAM系統設備製作出第一個

全瓷牙冠以來，至今已有10餘種CAD/CAM系統問世，可製

作嵌體、高嵌體、貼面、部份冠、全冠、固定橋乃至全

口義齒等修復體[2]。CAD/CAM的應用提高了口腔修復體製

造的效率和品質、增加了固定修復的成功率，大大縮短

了治療週期，減少了患者就診的時間和次數，很大程度

【摘要】  目的 對CAD/CAM三種全瓷修復體的修復效果進行探討，為臨床應用提供參

考。  方法 對兩年內澳門鏡湖醫院口腔科收治的76例接受全瓷修復的患者，採用CAD/CAM技

術製作包括嵌體、單冠、貼面全瓷修復體共86例，分別在修復體黏結後對患者進行隨訪觀

察，採用美國加州牙科協會的全瓷修復臨床標準對修復體的臨床效果進行評價。  結果 在

（1�6±0�5年）的平均觀察期內，有13例修復體邊緣卡探針，3例修復體出現完全折裂或脫

落，12例修復體有咬合但恢復不足，2例修復體鄰面觸點恢復不佳，44例修復體的顏色匹配

稍差，6例修復體有輕微牙齦炎，13例修復體出現食物輕度嵌塞。在觀察期內，失敗的修復

體各項指標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還不能認為臨6種床評價內容之間有差別。  

結論 CAD/CAM製作的修復體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和生物相容性，近期臨床效果滿意。

【關鍵詞】 CAD/CAM；全瓷；固定修復體；臨床效果

Clinical evaluation of all-ceramic prosthetic restoration made by CAD/CAM

ZHU Xiao, LIU Qin*, WANG Miao, GAO Jia Ye, CHEN Chao Yi
Oral & Maxillofacial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ree kinds of all-ceramic prosthetic 

restoration which were made by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CAD/CAM) 
techniques as future clinical reference.  Methods    CAD/CAM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make all-ceramic 
restoration including inlay, single crown and veneer for 86 teeth on 76 patients in 2 years of follow-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restorations was evaluated by 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clinical 
standard.   Results  Slight margin discrepancy was observed in 13 restorations. Fracture was registered in 
3 cases. Twelve restorations had no adequately restored occlusion. The adjacent surface contacts were not 
restored well in2 cases. Forty-four restorations had a slight mismatch in color. Gingival inflammation was 
observed in 6restorations. Food impaction was found in 13 restorations. Evidence of decay was observ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6 kinds of clinical evaluation in the average observation period of 
(1.6±0.5)years.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the restorations is favorable. CAD/CAM techniques 
seem to be a reliable treatment option.

[Key Words]    CAD/CAM; All-ceramic; Prosthetic restoration; Clinic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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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減輕了患者的痛苦。

資料與方法

一、材料

CEREC CAD/CAM系統：CEREC MC XL（德國西諾德公司生

產），包括 CEREC 4�4+InLab 4�4軟件；CEREC Omni Cam、

InFire HTC speed (sintering machine)；全瓷材料：Vita 

MarkⅡ、Vita Enamic、Vita Suprinity；3M Rely X Unicem 

黏接劑套裝，Filtek Z250 樹脂（3M ESPE 美國）。

二、研究對象

本文選取於2015年1月~2017年1月就診於澳門鏡湖醫

院口腔門診的76名患者為研究對象，男44名，女32名，

年齡在17歲~68歲之間，採用CAD/CAM技術製作包括嵌

體、單冠、貼面等全瓷修復體86例，其中嵌體32例，單

冠（包括根管冠）50例；貼面4例。納入標準：1�牙體缺

損或牙變色，已有完善根管治療無牙髓炎或根尖周炎症

狀者；2�牙齒鬆動度小於I度，牙周組織基本健康；3�咬

合關係基本正常，口腔衛生良好；4�X線片示根尖無陰

影，牙槽骨無吸收或吸收少於1/3。排除標準：1�乳牙和

發育未完成的青少年活髓牙；2�牙冠折斷且斷面位於齦

下3mm以上患牙；3�夜磨牙患者；4�牙周疾病不宜固定修

復者；5�心理、生理、神經精神疾病不能承受或不能配

合者；6�有傳染病或全身性疾病患者。

三、治療方法

受試患牙經過完善的基礎治療及檢查後，根據設

計需要，分別按嵌體、牙冠、根管冠、貼面的牙體預備

要求備牙，再採用CAD/CAM設備光學取模，將採集資料

合成於電腦軟件內進行修復體的設計，最後將比色選定

的瓷塊材料置於CEREC研磨機上，按照已設計好的修復

體模型模切出來，並對修復體表面拋光，試戴於患者口

內，完全就位無異常後行永久黏固，調整至咬合面無高

點接觸後再次拋光。

四、評價標準

患者在治療後定期復診，觀察修復效果。臨

床檢查參照美國加州牙科協會(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 CDA)的評價標準[3]並作改良（見表1），

對固定修復冠的邊緣適合性能、完整性、外形、顏色、

牙齦狀況、食物嵌塞、基牙鬆動或折裂、冠的鬆動或

脫落分別進行評價，以修復對側同名牙或鄰牙為參照

物評價修復效果，結果計為A、B、C三檔，分別對應

“好”、“可接受”、“不可接受”的程度。以A、B作

為修復成功，以C判定為修復失敗。

五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3�0軟件對資料進行分析，採用方差分

析，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修復體的臨床觀察：在(1�6±0�5)年的平均觀

察期間，76名患者的86顆患牙完成了設定的復診項目

（見表2）。有13例修復體邊緣卡探針，其中嵌體6例，

牙冠2例，但修復體邊緣封閉良好未見齲壞；有3例修復

體出現完全折裂或脫落，其中嵌體1例，牙冠2例；有12

例修復體外形稍顯欠佳，或咬合但恢復不足，其中嵌體

和牙冠各有7例和5例，此外，嵌體和牙冠各有1例鄰面

觸點恢復不良，外形明顯過突且邊緣有懸突；共有44例

表1�固定修復冠的臨床評價標準

項目
分級
指標

標準

邊緣適合性 A 不卡探針，無可見裂隙，邊緣探診光滑

B
可見微小裂隙，探針在一個方向上卡住無齲壞，可修補但
並非必需；無齲壞；或修復體和牙體組織邊緣變色

C 邊緣有缺陷不能完全修補；或沿修復體邊緣向牙髓方向可
探入變色區；或餘留多餘的水門汀；或修復體鬆動；或修
復體邊緣連續齲壞；或牙體組織折裂

完整性 A 修復體表面完整，無任何可見的裂紋或折裂

B 修復體可見裂紋，但未完全折裂

C 修復體完全折裂或脫落

外形 A 修復體與牙體外形連續，外形良好，與鄰牙及軟組織功能
協調

B 修復體外形輕微低於或超出牙體；修復體外形稍突或稍
凹；或有咬合但恢復不足；或邊緣脊恢復稍不足；或唇側
外形扁平；或舌側外形扁平

C 修復體外形明顯過突或過凹；或咬合受影響；或接觸點恢
復不好；或有邊緣懸突； 或有創傷牙合；或整體咬合恢受
不足；或造成無法緩解的牙齒或鄰近組織疼痛；或造成牙
齒、軟組織或支援骨的破壞

顏色匹配 A 修復體明暗度和/或透明度與鄰牙協調

B 修復體明暗度與鄰牙輕微不協調

C 修復體與鄰牙不協調，色度、明暗度或透明度超出正常範
圍，或明暗度與鄰牙很不協調

牙齦狀況 A 牙齦健康

B 有輕微牙齦炎，探針有少量出血及輕度齦萎縮，但不影響
美觀

C 戴入後有明顯牙齦紅腫、出血、牙周袋加深及影響美觀的
牙齦萎縮

食物嵌塞 A 冠鄰面接觸良好，無嵌塞現象

B 冠鄰面外形欠佳，有輕度嵌塞

C 冠鄰面接觸不良，有重度嵌塞

基牙鬆動
或折裂

A 基牙無鬆動，無牙體或牙根折裂現象

B 基牙出現Ⅰ、Ⅱ 、Ⅲ度鬆動，存在牙體或牙根折裂現象

冠的鬆動
或脫落

A 冠無鬆動或脫落

B 冠出現鬆動或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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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體的顏色匹配稍差，明暗度與鄰牙輕微不協調；6

例修復體有輕微牙齦炎，嵌體和牙冠各有3例；13例修

復體出現食物輕度嵌塞，嵌體9例，牙冠4例。

嵌體組的32例修復體中有3例出現失敗，失敗原因

是出現折裂及外形嚴重恢復不良，分別佔總量的6�3%及

3�1%，相反色澤輕微不協調的修復體佔總量的46�9%。

牙冠組的50例修復體中有2例出現失敗，原因與嵌體組

相同，均佔總量的2%，色澤輕微不協調的修復體佔總量

的56%。貼面組中有1例色澤稍欠佳，但例數較少無統計

意義。

二、所有患牙在隨訪期間均未出現基牙和冠的鬆動

脫落，所以不納入統計。將嵌體組與牙冠組的不同臨床

評價內容的A、B、C三種標準代入統計中，得到方差比

較結果，如表3。

由表中可見，嵌體組和牙冠組的臨床評價結果有統

計學意義(P<0�05)，在三種不同的臨床評價結果中，嵌

體組或牙冠組的三種評價之間均分別有統計學意義，而

還不能認為臨6種床評價內容之間有差別（除去基牙鬆

動或折裂、冠的鬆動或脫落兩組評價）

討 論

美的恢復原天然牙外形並形成良好的咬合關係[6,7]。再

加上CAD/CAM具有的高效率、低成本，少誤差等優勢，

成為越來越多醫生在修復治療上的首選。

邊緣適合性表示修復體邊緣與牙體接觸面的密合程

度或二者間縫隙的大小。有學者對CAD/CAM系統製作的

全瓷修復體的邊緣密合性與鑄造法和傳統金屬烤瓷法的

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前者的邊緣密合性比其他方法製作

的修復體療效較好[8]。本研究中，嵌體和牙冠共有8例

全瓷修復體的邊緣卡探針，檢查發現主要是因為修復體

邊緣存在懸突，予以調改後效果滿意。

在修復體完整度中，出現了3例修復體折裂失敗

的個例，經分析失敗的原因可能有：1�修復體牙體預

備量不足，導致修復體厚度不夠而出現折裂；2�預備

後牙體表面不光滑，使應力容易集中；3�牙合面形態

恢復異常，有高點或應力集中區；4�適應症和材料選

擇的誤區，有咬合異常如夜磨牙或習慣性緊咬牙的患

者易出現修復體折裂的現象。有研究指出使用CAD/CAM

系統製作的全瓷修復體中,氧化鋯材料具有良好的

機械性能，其抗彎強度為600~1500M P a，斷裂韌性為

4�9~10MPa�m1/2，維氏硬度為10~14GPa，具有足夠的

強度滿足口腔臨床的所有應用不容易折裂[8,9]。而研究

選用的三種材料中，Suprinity的機械性能比較接近氧

化鋯，因為其本身含有8~12%氧化鋯，其抗彎強度為

420MPa，彈性模量為70Gpa，維氏硬度為7GPa，足以滿

足大多數修復需要，在本研究中Suprinity材料製作的

修復體沒有出現任何完整性的問題。同樣，Enamic的抗

彎強度為150~160MPa，彈性模量為30Gpa，維氏硬度為

3GPa，可以實現較好的黏結固位力，在臨床上嵌體、單

冠及貼面均未出現明顯裂紋。而Vita Mark Ⅱ抗彎強度

為140~160MPa，彈性模量為45Gpa，機械性能與Enamic

接近，但3例完全折裂的修復體均由Mark Ⅱ材料製作，

提示Enamic中含有樹脂成分具有彈性，對應力有一定程

表2�評價86例修復體的臨床療效(n%)

內容
嵌體 牙冠 貼面

A B C A B C A B C

邊緣適合性 26(81�3) 6(18�7) 0(0) 48(96) 2(4) 0(0) 4(100) 0(0) 0(0)

完整性 29(90�6) 1(3�1) 2(6�3) 48(96) 1(2) 1(2) 4(100) 0(0) 0(0)

外形 24(75) 7(21�9) 1(3�1) 44(88) 5(10) 1(2) 4(100) 0(0) 0(0)

顏色匹配 17(53�1) 15(46�9) 0(0) 22(44) 28(56) 0(0) 3(75) 1(25) 0(0)

牙齦狀況 29(90�6) 3(9�4) 0(0) 47(94) 3(6) 0(0) 4(100) 0(0) 0(0)

食物嵌塞 23(71�9) 9(28�1) 0(0) 46(92) 4(8) 0(0) 4(100) 0(0) 0(0)

基牙鬆動或折裂 32(100) 0(0) 0(0) 50(100) 0(0) 0(0) 4(100) 0(0) 0(0)

冠的鬆動或脫落 32(100) 0(0) 0(0) 50(100) 0(0) 0(0) 4(100) 0(0) 0(0)

表3�失敗修復體的分佈區域

嵌體-牙冠 A-B-C 臨床評價內容

F值 4�483 53�147 0�000

P 0�044 0�000 1�000

一個理想的修復體除了具備良好的穩定性和物理特

性外,還要能夠模擬或恢復牙體原來的形態和功能，所

以臨床上CAD/CAM製作的修復體不僅需達到理想的美學

和咬合功能，還要能恢復良好的牙周關係，以及抵抗牙

槽骨高度喪失的能力[4,5]。有研究認為，CAD/CAM製作的

全瓷修復體具有良好的邊緣密合性和牙齦指數，能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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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緩衝作用，從而避免應力集中[10]。

在顏色匹配上，雖然沒有出現修復體與鄰牙明顯

的差異，但是在色度、明暗度或透明度方面有不協調感

（嵌體46�9%，牙冠56%）。天然牙的美學特徵包括整體

形態、顏色分佈、表面個體特徵等方面[11]。物質呈現不

同顏色是由於對不同波長的光吸收、反射程度不同，由

於天然牙的結構為半透明的牙釉質覆蓋於顏色較深的牙

本質表面，從而產生了天然牙的雙層結構顏色效應[12]，

因此天然牙的色彩體系由牙釉質與牙本質兩種不同的光

學性能物質組成。對於透明或半透明的全瓷修復體，戴

入後其最終顏色效果也是由修復體顏色及基牙底色決

定。為了避免在臨床比色時當光照於修復體表面時其內

部的基牙牙色會影響修復體的顏色，需進行牙釉質牙本

質分層比色。此外本研究中缺少上釉的步驟，以及顏色

多層次的CAD/CAM材料色塊，在顏色的選擇中有一定的

局限性。再加上患牙大多數為死髓牙，色澤與正常牙有

一定的差異，在比色時易出現以死髓牙牙色為參照從而

產生誤差。

牙齦狀況、外形與食物嵌塞之間有相關性[13]，本

研究中牙齦炎的發生率不高（嵌體9�4%，牙冠6%），分

析其可能原因：1�過多地追求牙本質肩領高度，造成備

牙侵犯生物學寬度；或頸部預備較少，在製作時形成較

突的外形不利於自潔；2�在光學取模時有牙齦滲血等原

因出現虛影，導致鄰面接觸點的位置恢復不良或形成懸

突從而刺激牙齦；3�排齦方法或去除黏結劑用力不當，

對牙齦有較重的機械損傷；或黏接劑殘留在齦溝內；

4�在修復體試戴時就位道與鄰牙觸點之間出現阻礙，為

了能順利就位導致修復體鄰面的損失；5�在電腦中對牙

冠的外形設計缺乏經驗，使電腦自行生成的修復體外形

與同名牙外形差異較大。本研究在外形方面，嵌體和牙

冠各有1例修復失敗的個例，其鄰面觸點恢復不良，外

形明顯過突且邊緣有懸突，與總量相比，CAD/CAM製作

的全瓷修復體外形的恢復較為理想。此外，發現有13例

修復體存在輕微食物嵌塞現象，大多因鄰牙磨耗嚴重導

致其觸點及邊緣脊位置形態均不正常，與多篇研究結果

一致[14,15]，經調改後嵌塞症狀有所緩解。因此，如出現

大多數患牙磨耗較重者建議先行咬合重建，以便最終修

復體能具備正常的解剖形態，減少食物嵌塞。

本研究初步觀察結果顯示，CAD/CAM製作的全瓷修

復體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和生物相容性，近期臨床效果滿

意。但本研究觀察時間有限，因此對CAD/CAM製作的全

瓷修復體的遠期臨床效果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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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是慢性

胃炎、消化性潰瘍的主要致病因素，不僅與胃癌、

胃黏膜相關組織淋巴瘤等關係密切，且與一些胃腸

外疾病相關[1,2]。2015年的京都共識[3]推薦，對所有

Hp感染者均進行根除治療，除非有抗衡方面考慮。自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基於質子泵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和clarithromycin的標準三聯方案

(PPI+clarithromycin+amoxicillin/metronidazole)，

因服藥依從性好、療效高[4]，被廣泛推薦為一線治療方

案。隨着抗生素的廣泛使用，Hp對抗生素的耐藥率在增

加[5]。標準三聯方案的一線治療地位受到挑戰。

在clarithromycin低耐藥率的地區，仍推薦標準三

聯方案作為一線經驗治療，而clarithromycin高耐藥率

（大於15%）的地區，則推薦鉍劑四聯療法或非鉍劑四聯

伴同療法作為一線方案[5]。

有研究顯示，中國內地的clarithromycin耐藥率已

【摘要】  目的 評估標準三聯療法一線治療幽門螺桿菌的根除率。  方法 回顧性分析

2016年1月~12月本院標準三聯療法一線根治幽門螺桿菌並複查的成人連續患者，分別紀錄其

一般情況、根除方案及根除療效。  結果 共103例患者納入研究，91例根除成功，總體根除

率為88�3%。接受amoxicillin或metronidazole的患者分別為100例和3例，amoxicillin組的

根除率顯著高於metronidazole組(91�0%對0%，P=0�001)。接受esomeprazole、rabeprazole、

pantoprazole、dexlansoprazole或omeprazole的患者依次為87、7、5、3、1例，不同PPI組的

根除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73)。  結論 PPI+ clarithromycin+amoxicillin的三聯方案根

除率良好，PPI+clarithromycin+metronidazole的三聯方案根除率低，不同PPI對於標準三聯

方案根除率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

【關鍵詞】 標準三聯療法；一線治療；幽門螺桿菌；根除率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the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H. pylori infection

ZHANG Jin Wen, ZHU Xue Yin, LI Mo Fong, YU Hon Ho*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the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H. pylori infection.  Methods   H. pylori infected patients who received the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and 
confirmed the eradiation from January and December of 2016 in Kiang Wu Hospital were recorded. Their 
clinical characte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03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H. pylori eradication was 
achieved in 91 of 103 (88.3%) patient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amoxicillin and metronidazole 
were 100 and 3 respectively.Amoxicillin group showed higher eradication rate than metronidazole 
group(91.0%VS 0%,P=0.001).The number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esomeprazole, rabeprazole,pantoprazole, 
dexlansoprazole and omeprazole were 87,7,5,3,1respectively.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different PPI groups(P=0.073).   Conclusion   PPI-clarithromycin-amoxicillin triple therapy showed 
acceptable eradication rate, whereas PPI-clarithromycin-metronidazole triple therapy showed lower 
eradication r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different PPI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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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28�9%[6]，香港地區為10�8%[7]，臺灣地區為7�9%[8]。澳

門本地暫無Hp藥敏試驗的相關研究。本研究試圖從臨床

實際療效的角度，分析標準三聯療法在本地區作為一線

治療方案的可行性。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16年1月~12月於鏡湖醫院檢查確認Hp感染，接受

標準三聯方案一線治療，並完成根除複查的成年患者。

1�入選標準：

同時符合以下3項：(1)經胃鏡病理組織學、C13吹

氣試驗或大便Hp抗原測定任一項檢查確認現症Hp感染的

患者；(2)接受標準三聯方案根除Hp治療。(3)Hp根除治

療結束至少4週後，完成胃鏡病理組織學、C13吹氣試驗

或大便Hp抗原測定任一項檢查。(4)年齡大於等於18歲，

男女不限。

2�排除標準：

(1)年齡不足18歲；(2)既往有根除Hp治療史。

二、研究方法

1�採用回顧性分析設計，從本院電子系統中提取符

合條件患者的相關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治療前Hp檢

測結果、根除治療的具體方案及療程、治療後複查的Hp

檢測結果。

2�Hp感染診斷：採用胃鏡病理組織學檢查、C13吹

氣試驗或大便Hp抗原測定，三項中任一項檢查，結果陽

性判斷為Hp感染。

3�Hp根除診斷：治療結束後至少停藥4週，其中PPI至

少停藥2週，抗生素至少停藥4週後，完成胃鏡病理組織學

檢查、C13吹氣試驗或大便Hp抗原測定其中任一項檢查，

結果陰性判斷為Hp已根除，結果陽性判斷為Hp未根除。

4�根除方案：所有患者均予標準三聯方案[9](PPI+ 

clarithromycin+amoxicillin或metronidazole)根除治療

14天。clarithromycin 的劑量為500mg bid，amoxicillin

為1000mg bid，metronidazole為400mg bid。PPI的劑量

分別為esomeprazole 20mg bid、rabeprazole 20mg bid、

pantoprazole 40mg bid、dexlansoprazole 30mg bid、

omeprazole 20mg bid。

三、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23�0軟件計算標準三聯方案一線治療幽

門螺桿菌的根除率；以Fisher's精確概率法比較不同抗

生素或PPI分組間的根除率差異，P<0�05為差異有統計

學意義。

結 果

一、一般情況

共有符合條件的入選患者107人，其中2人為兒童，

2人既往有Hp根治史，均予剔除，其餘103人納入本研

究，年齡由20歲~80歲，平均年齡(46�6±13�1)歲。其

中，男46人，平均年齡(43�9±14�4)歲，女57人，平均年

齡(48�8±11�7)歲。

二、標準三聯方案一線治療的總體根除率

103例患者經治療後複查，91人根除，12人未根

除，總體根除率為88�3%。

三、不同抗生素對標準三聯療法根除率的影響

本研究中100例患者接受含amoxicillin的三聯療

法；其餘3例接受含metronidazole的三聯療法，該3例均

為PG過敏者。兩組的根除率比較見表1，組間差異有統計

學意義（P=0�001）。

四、不同PPI對標準三聯療法根除率的影響

本研究中共有5種PPI分組，各組的根除率比較見表

2，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73)。

表1�amoxicillin組與metronidazole組的Hp根除率比較

治療方案 根除 未根除 合計 根除率

amoxicillin組 91 9 100 91�0%

metronidazole組 0 3 3 0�0%

表2�不同PPI組間Hp根除率比較

治療方案 根除 未根除 合計 根除率

esomeprazole組 78 9 87 89�7%

rabeprazole組 7 0 7 100�0%

pantoprazole組 4 1 5 80�0%

dexlansoprazole組 2 1 3 66�7%

omeprazole組 0 1 1 0�0%

討 論

本研究中，標準三聯方案的總體根除率為88�3%，其

中，PPI+clarithromycin+amoxicillin的三聯方案根除

率為91�0%，與2009年香港地區研究中92�7%的根除率[10]相

近。2016年，Graham提出關於成功方案的分級系統，強調

按PP(per-protocol)分析的根除率分級，大於等於90%為良

好[11]。按該系統評估，PPI+clarithromycin+amoxicillin

的三聯方案PP根除率大於90%，仍可作為本澳地區的一線

治療方案推薦。

與此同時，本研究中PP I+c l a r i t h r o m y c i n+ 

m e t r o n i d a z o l e的三聯方案根除率為0%。盡管該分

組中例數少，且均為P G過敏患者，該結果仍提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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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nidazole的標準三聯方案根除率不理想。既往研

究[5,12]表明，Hp對抗生素耐藥，是導致根除率下降的主

要原因。有研究[6-8]顯示，Hp菌株對metronidazole的耐

藥率在中國大陸、香港地區、臺灣地區分別為63�8%、

49�4%、23�7%；而上述地區的Hp菌株對amoxicillin耐藥

率均低於5%[6,8]。作為鄰近地區的澳門，對抗生素的耐

藥性可能與之相似。本研究中含metronidazole的三聯方

案根除率偏低，提示其不適合作為本澳的一線Hp根治方

案。隨着全球多數地區Hp對抗生素耐藥率的上升，藥敏

試驗的重要性逐漸提高。基於藥敏試驗的結果進行個體

化治療，或許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除抗生素外，PPI也是Hp根除治療的基石。本研究

中，不同PPI對標準三聯療法根除率的影響無統計學差

異。一般認為，PPI通過抑制胃酸分泌，提高胃內pH值，

使抗菌藥物得以充分發揮作用。參與PPI代謝的CYP2C19

酶存在基因多態性，可分成快、中、慢代謝個體。快代

謝個體對PPI代謝快，抑酸作用弱，其根除率可能受影

響。部份研究顯示，受CYP2C19酶基因多態性影響小的

esomeprazole和rabeprazole，可提高快代謝個體的根除

率[13]。本研究中，不同PPI分組間的根除率雖有不同，但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不排除與各PPI分組人數不均、未測

定CYP2C19酶基因類型等有關，結果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PPI+clarithromycin+amoxicillin的三聯方案

於本澳地區根除率良好，可作為一線H p根除方案；

PPI+clarithromycin+metronidazole的三聯方案於本澳

地區根除率低，不推薦作為一線Hp根除方案。不同PPI對

於標準三聯方案根除率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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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回顧分析單束自體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膝關節鏡下重建前十字韌帶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損傷的臨床效果。  方法 2011年8月~2017年5月共98例

患者接受關節鏡下單束重建ACL損傷。術前Lysholm評分平均為63�5±5�2分。  結果 全部獲

得隨訪，隨訪時間為2~30個月，平均18個月。術後Lysholm評分增至平均91�3±3�1分。所有

患者膝關節不穩消失，均可恢復正常工作，大部份可恢復體育鍛煉。  結論 應用單束自體

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重建ACL損傷為理想的手術方式，效果滿意。

【關鍵詞】 前十字韌帶；關節鏡；膝關節

Efficacy of single-bundle autologous hamstring tendon knee arthroscopic reconstruction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CHANG Wun Fong, ZHANG Yu,  FU Dan,  LI Wei Ping,  LIU Li Tang,  KUONG Fai,  CHAN Chi Kit*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retrospectivel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ingle-bundle autologous 

hamstring tendon knee arthroscopy reconstruction for 98 case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injury.  
Methods   Ninety-eight patients underwent arthroscopic reconstruction of a single bundle reconstruction of 
ACL lesions from August 2011 to May 2017. The preoperative Lysholm score averaged at 63.5 ± 5.2 points.   
Results  We followed up for 2 to 30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18 months. Postoperative Lysholm score 
increased to an average of 91.3 ± 3.1 points. All patients with knee instability disappeared, and return to 
daily life.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single-bundle autologous hamstring tendon is the ideal surgical 
metho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CL injury.

[Key Words]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rthroscopy; Knee 

單束自體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膝關節鏡下重建前十字韌帶損傷療效分析

曾媛芳 張宇 符丹 李衛平 劉力 鄧光輝 陳子傑*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chanchikit@hotmail�com

前交叉韌帶(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損傷是膝關節較為常見且嚴重的損傷，行韌帶重建可恢

復膝關節的穩定性，防止膝關節軟骨及半月板的繼發損

傷。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在本澳是膝關節鏡下進行重建

ACL損傷的常用材料，方法有效、損傷小、康復快、療效

確切。而取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的併發症小及功能丟失

較輕，己廣範應用於臨床。本院自2011年8月~2017年5月

共98例患者接受關節鏡下單束自體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

重建ACL損傷患者，獲得良好的療效，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98例，男81例，女17例；年齡17~45歲，平均

28�3歲；左膝50例，右膝48例。致傷原因：籃球62例，

足球18例，交通傷8例，工業意外5例，其他5例。術前

患者症狀：膝關節痛72例，打軟腿86例，膝關節彈響56

例，關節屈伸受限31例。術前體檢：前抽屜試驗陽性92

例，軸移試驗陽性76例，Lachman征陽性48例。所有患

者行MRI檢查，均提示ACL斷裂；合併內側半月板損傷31

例，外側半月板損傷38例，內外側同時損傷16例。術前

Lysholm評分平均為63�5±5�2分。

二、手術方法

1�關節鏡檢查及併發傷處理  鏡下見ACL斷裂合併

內側半月板損傷31例，外側半月板損傷38例，內外側同

時損傷16例；同時行半月板修補術21例，部份切除成形

術25例，大部份切除術3例。

2�移植物準備  自體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取腱選

用脛骨結節內下旁開1�5cm處切口，縱行約2�5cm，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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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露股薄肌腱及半腱肌腱腱組織，用取腱器將腱分別取

出，腱長25~28cm。徹底清除肌組織後將半腱肌腱及股

薄肌腱對折後套入Endo-button或G-Lok袢中，將半腱肌

腱束及股薄肌腱束兩末端進行編織縫合，形成肌腱移植

物，長度一般為10~12cm。將移植物置於工作臺上預牽

拉，拉力為15磅維持15分鐘，最後形成的移植物股骨端

直徑多為8~9mm，脛骨端直徑多為7~8mm。

3�關節鏡下ACL重建  採用美國Smith & Nephew或

Stryker提供的ACL重建器械進行ACL重建。鏡下常規清理

關節內ACL殘端及髁間窩，術中見髁間窩狹窄者行髁間

窩擴大成形術，先建立脛骨骨隧道，以肌腱直徑大小一

致的隧道鑽鑽取骨隧道。股骨隧道定位：左膝採用2點

位置，右膝採用10點位置，過頂位置入導針後以4�5mm鑽

擴髓並鑽通皮質，測深後以空心鑽擴髓至距離股骨外側

皮質10mm處，隧道鑽直徑與移植物直徑一致。用導針將

Endo-button或G-Lok牽拉線引入股骨隧道內，牽拉微鋼

板通過股骨骨隧道，確認股骨端卡位牢固。再將移植物

經前內入口牽引線拉入脛骨骨隧道，拉緊前十字韌帶後

檢查前抽屜試驗以及Lachman征無異常後於屈膝30度用可

吸收介面螺釘（美國Smith & Nephew或Stryker公司）固

定，鏡下檢查移植物無髁間窩撞擊後關閉切口，術後無

需放置引流。

三、術後康復計畫

麻醉復甦後即開始進行肌力訓練，以直腿抬高訓

練加踝泵訓練鍛煉下肢肌力，根據患者身體情況每天進

行20~30組，每組30次。術後1天可扶拐下地部份負重行

走；一般術後3天可全負重自主行走出院。2週傷口拆線

後可進行游泳、緩步跑及騎自行車，6個月後可漸進式參

加較為劇烈的體育活動。

四、隨訪及觀察評價指標

手術前後採用Lysholm評分評價膝關節功能（跛

行、支撐、交鎖、不穩定、疼痛、腫脹、爬樓梯、下

蹲）恢復情況。術後定期門診複診，指導患者進行肌力

訓練及膝關節功能康復訓練。隨訪時進行物理檢查，如

前抽屜試驗、Lachman試驗等。

結 果

98例患者術後均獲得隨訪。1例切口皮下慢性異物

反應，術後1月出現，入院作清創抗炎治療好轉。1例患

者術後出現關節腔感染，經抗炎及膝關節腔抽液治療後

恢復，無需行膝關節腔沖洗。隱神經髕下支神經損傷17

例，表現為小腿外側約1手掌面積感覺減退，大部份可

完全恢復，其中有5例患者在腓骨小頭下出現約一枚硬

幣面積感覺缺失未能恢復。術後1週內所有患者均有不

同程度關節腔積液，無需行關節腔穿刺抽液，均可自

行吸收；查前抽屜試驗及Lachman征均為陰性。所有患

者關節活動度正常，無屈伸受限。術前Lysholm評分平

均為63�5±5�2分，術後Lysholm評分增至平均91�3±3�1

分。所有患者膝關節不穩消失，均可恢復正常工作，大

部份可恢復體育鍛煉。

討 論

前交叉韌帶是膝關節的重要結構，起自股骨外髁

內側面，呈新月形，長22~41mm，寬7~12mm，韌帶的起

點處橫截面積最小，向止點處呈扇形散開，外面包有滑

膜，Girgis等[1]根據前交叉韌帶纖維在脛骨附着點的位

置，將其分為前內側束和後外側束兩束。在脛骨端，

前內側束位於前內側，後外側束位於後外側且靠近外側

半月板的後角，並與之有纖維交織。膝關節伸直時，前

內側束的股骨附着點位於前上方，後外側束位於後下

方[2]。ACL前內側束和後外側束對膝關節屈伸和內外旋

轉穩定具有重要作用。Gabriel等[3]研究表明，前內側

束在膝關節屈曲時緊張，主要限制脛骨前移；後外側束

主要在膝關節伸直位及屈曲外旋位時緊張，尤其對保持

膝關節的旋轉穩定性起重要作用。Sonnery-Cottet等[4]指

出，兩束在0°~30°時基本是平行的，並隨屈膝角度的增

大而逐漸扭轉，其纖維交替緊張，保持基本恒定的整體

張力。ACL斷裂將對膝關節的穩定性產生極大影響，如

不進行治療，膝關節的繼發損傷將會繼續加重，患膝功

能受到嚴重影響。

目前，臨床上對於ACL完全斷裂採用關節鏡下重建

手術，其優點為手術創傷小，療效確切。ACL重建的術

後療效受多方面因素影響，主要包括肌腱移植物的張力

與初始抗拉強度、移植物與固定方式的選擇、重建技術

的選擇和術後康復程式與策略等[5,6]。近年來，爭論的焦

點主要集中在重建技術的選擇方面。雙隧道雙束重建技

術可以恢復ACL的解剖結構，對於ACL損傷後選擇單束重

建還是雙束重建仍存在很大爭議，尚無統一的共識。單

束重建手術仍是治療ACL斷裂的主要手段之一。不少學者

認為，單束重建手術僅恢復了ACL前內束和中間束的大部

份功能，不能重建和恢復後外側束功能，因此並不能恢

復膝關節旋轉穩定且不能減少伸膝狀態下部份鬆弛。雙

束解剖重建具有較好的生物力學優勢，尤其在控制膝關

節旋轉穩定性方面優於單束重建[7,8]，但存在技術難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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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術時間長、費用高，且多隧道的存在容易導致股

骨外側髁骨折、骨橋骨折、翻修困難等併發症[9]。文獻

顯示生物力學的研究結果表明雙束重建優於單束重建，

但兩者臨床效果的比較研究結果並不一致。

Li等[10]通過對22例單束重建與24例雙束重建2年的

隨訪研究發現，單束、雙束重建術後兩者患者滿意度相

當，雙束重建術更能增加膝關節穩定性。Adachi等[11]通

過採用自體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重建ACL的對照研究，他

們認為雙束重建和單束重建手術在恢復膝關節前向穩定

性和本體感覺上沒有統計學差異，認為雙束重建手術是

不必要的。Kim等[12]通過對28例單束與29例雙束重建ACL

的回顧性對比分析研究發現，應用雙束重建在膝關節鬆

弛度方面較單束有稍微改善，但兩組別之間的膝關節功

能其他測量均無明顯差異。

Asagumo等[13]進行了單雙束ACL重建的回顧性研究，

結果表明雙束組中伸膝角度受限(大於5°)的患者比單束

組明顯多;脛骨前向鬆弛度、KT2000測量值、膝關節伸屈

肌力和旋轉穩定性等方面兩組均無差異。雙束重建採用

雙束雙骨道技術，手術難度大、骨道定位易失誤、股骨

外髁骨折和骨道間骨橋破裂等問題。髁間窩狹窄與脛骨

平臺前後徑較小的患者選擇雙束重建手術極為困難。因

此，進一步提高單束重建技術，以更好恢復膝關節穩定

性，成為臨床關注焦點。

綜上所述，關節鏡下單束自體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

重建ACL，臨床效果可靠，不失為一種治療膝關節ACL斷

裂的較好方法。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於僅僅是對術前、

術後的回顧性研究，缺乏與雙束重建ACL結果的對比研

究，對於術後韌帶轉歸隨訪時間較短，將在後續的研究

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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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大腸癌併發腸梗阻是常見的外科急腹症之一，常

常急性起病，需緊急處理。傳統外科處理原則是一期造

瘻解除梗阻(Hartmann)，二期再行切除手術。但患者需

承受二次手術打擊，且治療周期長，恢復慢，精神及經

濟壓力大[1]。本院胃腸外科自2015年3月~2017年6月期

間收治梗阻性左側大腸癌患者16例，應用X綫輔助下術

前經結腸鏡置入腸道支架解除腸梗阻，避免了Ⅰ期腸造

瘻，經完善術前檢查及充分的腸道準備後，行腹腔鏡下

左側大腸癌根治性切除術，創傷小，恢復快，取得滿意

的療效，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男性9例，女性7例；年齡2 7歲 ~ 8 9歲

(74�5±9�8)；梗阻時間12~72h（詳見表1）。入院時均有

不同程度的肛門停止排氣排便、腹脹腹痛、噁心嘔吐

等腸梗阻症狀，腹部平片可見不同程度的腸管擴張及

氣液平。腹部CT考慮左側大腸惡性腫瘤，後經結腸鏡

【摘要】  目的 探討運用術前腸道支架減壓聯合腹腔鏡手術，在治療梗阻性左側大腸

癌Ⅰ期切除吻合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顧性分析澳門鏡湖醫院胃腸外科2015年

3月~2017年6月期間梗阻性左側大腸癌16例患者資料，術前行結腸鏡下腸道支架置入解除腸

梗阻，10~14d後行腹腔鏡下大腸癌根治性切除術。  結果 16例患者腹腔鏡手術成功，1例因

腫瘤侵犯左側輸尿管而中轉開腹；手術時間170~280min，平均210min；術後腸功能恢復時間

2~5d，平均3d；無吻合口漏發生。  結論 術前腸道支架減壓聯合腹腔鏡Ⅰ期手術是治療梗

阻性左側大腸癌安全有效的方法。

【關鍵詞】 大腸癌；腸梗阻；腸道支架；腹腔鏡

The clinical value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combined with endoscopic stenting for malignant 
left colorectal obstruction

LUO Guang Hui 1, ZHU Wen Li 1* , Ho Ka Koi 1,   YU Hon Ho 2, WONG Peng Hong 1

1.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gastrointe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reoperative intestinal stent 

decompression combined with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left-sided colorectal cancer with 
obstruction (LCCO).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data from 16 LCCO patients in KIANG 
WU Hospital during March2015 to June 2017. Preoperative intestinal stent placement under colonoscopic 
guidance was performed to remove th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bout 10 to 14 days afterwards, laparoscopic 
radical surgery of the colorectal cancer was carried out.   Results  Laparoscopic surgery was successful in 
all studied patients. Emergent laparotomy was conducted in one patient because of ureter tumor invasion 
Operation times ranged from 170 min to 280 min, and the average time was 210 min. Recovery times of 
bowel function ranged from 2 d to 5 d, and the average time was 3 days. No anastomotic leakage was observed 
in any of the cases.  Conclusion   Preoperative intestinal stent decompression combined with primarystage 
laparoscopic surgery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reating left-sided obstructive colo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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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鏡支架置入聯合腹腔鏡手術治療左側大腸癌性梗阻的臨床價值

羅光輝1 朱文立1* 何家駒1 余漢濠2 黃炳紅1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普外科  2�消化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jeffreychu�mo@gmail�com



56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7, Vol 17. No.2鏡湖醫學2017年12月第17卷第2期

置入腸道支架且取得病理確診為大腸癌，其中完全性

梗阻11例，不全性梗阻5例，腫瘤致腸腔狹窄處直徑為

2~11mm，結腸鏡均無法通過狹窄處，11例伴有高血壓，

糖尿病，心肺疾病等慢性內科疾患。

二、方法

1�術前準備入院後常規予禁食，胃腸減壓，糾正水

電解質及酸堿平衡紊亂，營養支持等治療。同時行腹部

平片、腹部CT等檢查，診斷左側大腸癌合併梗阻。

2�腸道支架置入術前結腸鏡檢查置入腸道支架解

除腸梗阻並取得病理診斷；結腸鏡到達狹窄口，將造

影導管經內鏡鉗道插入狹窄段，注入水溶性造影劑泛

影葡胺，X綫透視下觀察狹窄部位的大小、形態、長

度。沿導絲將支架輸送系統插入狹窄部，結合X綫透

視，確定支架兩端均超出狹窄段3cm後，釋放支架。並

在結腸鏡和X綫結合下及時瞭解支架的位置及開放程

度，通過結腸鏡校正。所有患者手術當天均予禁食，

臥床休息，術後常規使用抗生素預防感染及製酸、營

養支持等治療，密切觀察有無腹痛、便血及排便排氣

是否通暢等情況。

3�腹腔鏡下根治性切除術置入腸道支架後10~14d

腸梗阻症狀均解除，經完善術前檢查，充分腸道準備

後，施行腹腔鏡手術治療。(1)直腸及乙狀結腸癌根治

術：患者氣管插管全麻，取頭低腳高右側傾斜的截石

位。沿臍上緣行1c m穿刺孔置觀察鏡，右下腹麥氏點

1�2cm穿刺孔為主操作孔，右側腹平臍及左下腹反麥氏

點各行0�5cm輔操作孔，氣腹壓力10~12mmHg。沿左側結

腸旁溝切開側腹膜，暴露輸尿管，沿骶前間隙向下游

離。清掃腸系膜下血管根部淋巴結，並離斷。距腫瘤下

端2cm以上離斷腸管。左下腹行小切口進腹，將腫瘤近

端腸管提出腹腔並離斷，移除腫瘤。腸管斷端還納入腹

腔，與遠端腸管行端端吻合。(2)降結腸及結腸脾區癌

根治術（左半結腸切除術）：術者站位及操作孔同直腸

癌根治術，沿左結腸旁溝打開側腹膜，游離降結腸及結

腸脾區，離斷左結腸動脈並清掃區域淋巴結。左側腹行

5cm切口，提出結腸，距腫瘤上下各10cm離斷腸管，置

入生物可降解吻合環行腸管端端吻合。

結 果

本組16例患者置入腸道支架後10~14d腸梗阻症狀均

解除，施行腹腔鏡下大腸癌根治性切除術，16例腹腔鏡

手術成功，1例因腫瘤侵犯左側輸尿管而中轉開腹。所

有標本切緣無腫瘤殘留或侵潤。手術時間170~280min，

平均210min；術後腸功能恢復時間2~5d，平均3d；無吻

合口漏發生。術後住院時間7~12d，平均10�5d。隨訪15

例，1例失訪，隨訪時間3~26個月，平均18個月，1例術

後1年複查發現肝臟轉移病灶，行二次手術切除，1例術

後21個月複查發現腫瘤腹腔廣泛轉移，無法切除，其餘

患者恢復良好，無腫瘤復發及轉移。

討 論

結直腸癌是常見的消化道腫瘤，15%~20%的結腸癌

患者首發症狀為腸梗阻[2]。大腸癌併發腸梗阻患者採

用手術治療是臨床上普遍認可的方法，該病具有發病

隱匿，進展緩慢的特點。大腸癌併發腸梗阻易導致腸

管破裂穿孔，進而導致菌群移位甚至休克。國內外眾

多學者開展多種術中近端腸道減壓和灌洗方法[3-5]，如

術中各種腸道灌洗法、暫時性近端結腸造口術、術中

經肛門插管減壓、術後放置肛管減壓等。上述方法的

開展使左半大腸癌梗阻行Ⅰ期切除吻合術後吻合口漏

的發生率降低，得到了臨床推廣。但仍有手術時間較

長，污染腹腔，腸道電解質丟失擾亂機體內環境等弊

病。隨着微創手術和快速康復外科理念深入人心，腹

腔鏡結直腸癌根治性手術已廣泛被大家接受[6-8]。本院

利用術前腸道支架減壓聯合腹腔鏡I期手術治療梗阻性

左側大腸癌，先緩解梗阻，經過清潔腸道、調節水電

解質、酸堿平衡及營養支持等充分準備後，施行腹腔

鏡根治手術，避免了傳統分期手術，實現了微創外科

及快速康復外科的新理念。

腸道支架在大腸癌性梗阻治療中的應用主要分為暫

時過渡性放置和姑息性治療[9-10]。其中姑息性治療適用

於局部病灶不能切除的原發或復發性大腸癌，已有廣泛

轉移、或不能耐受手術治療者，以解除梗阻，免去患者

長期背肛袋之苦，提高其生活質量。本組病例腸道支架

為過渡性放置，替代結腸造瘻術，進行充分腸道減壓，

表1�患者一般臨床資料

性別 平均年齡 梗阻類型 梗阻部位 淋巴結轉移(n) TNM 分期(n) 病理類型

(男/女) (歲, x̅   ±s) 完全型 不完全型 乙狀結腸 結腸肝曲 直腸上段 降結腸 橫結腸 無 ＜4枚 4枚 Ⅱ期 Ⅲ期 腺癌黏液癌 未分化癌

例數 9/7 37~89(74�5±9�8) 11 5 5 6 3 2 2 1 6 9 1 15 9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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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梗阻症狀，使梗阻性左側大腸癌患者的腸道局部和

全身病理生理狀態恢復或接近無梗阻性狀態，再選擇單

純性大腸癌的Ⅰ期腹腔鏡手術方式處理，降低手術併發

症及死亡率，避免二次手術創傷，提高生存率，改善患

者生存質量。支架置入的併發症主要有腸道穿孔、腸道

出血及支架移位、脫落、阻塞等[11-12]。這主要與操作技

術、腫瘤部位及形態、操作器械及支架類型有關，本組

16例患者由經驗豐富的內鏡醫生操作成功，無腸穿孔及

大出血等併發症發生。

本研究中16例患者均順利完成金屬支架置入，支架

張開良好，患者腸梗阻症狀均得到緩解，術前可充分進

行腸道準備，同時糾正水、電解質失衡，加強營養支持

治療，維護重要臟器的功能，增強了手術的耐受能力；

經過10~14d的術前準備後，患者均順利完成了腹腔鏡根

治性手術，因為腸梗阻已緩解，腸管水腫改善，手術操

作近似於常規的擇期腹腔鏡手術（圖1）。但術中發現

放置支架腸管的組織較其他部位水腫明顯，且因支架的

支撐，腸管顯得擴張、僵硬（圖2），給操作帶來一定

難度，這也與部份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12]。此外，支架

相應的腸管周圍有黏連現象，且與放置支架時間的長短

有關；放置支架時間越長，其黏連現象越嚴重。因此，

作者認為，放置結腸支架後，充分完善術前準備的前提

下，越早進行根治性手術越好，最好不超過10~14d。雖

然結腸支架置入術會導致局部腸管的變化，給腹腔鏡操

作帶來困難，但只要腹腔鏡技術嫻熟，處理這些問題不

會有太大難度。本研究中的腹腔鏡手術均能順利完成，

無1例中轉開腹；由於術前充分的準備，觀察組術後併

發症發生率明顯少於對照組，且無吻合口漏、腹腔感染

等嚴重併發症發生。

結腸支架置入術存在一定的併發症，主要包括支架

移位、支架填塞、出血、支架相關性穿孔等。據統計，

支架移位發生率為5%~10%，腸穿孔發生率為4%，出血發

生率5%，死亡率0~1%[13]，死亡多與穿孔相關。本研究

中，結腸支架置入術均能完成，無死亡及其他嚴重併發

症發生，僅1例出現支架移位，考慮腸腔狹窄程度不是

很嚴重，加上腸管水腫消退，支架支撐力減弱，在排便

過程中隨着腸蠕動、糞便的推送作用發生支架移位。

綜上所述，結腸金屬支架置入術可有效緩解腸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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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使急診手術變成擇期手術，爭取時間完善術前準

備，提高了患者手術耐受能力，可作為左側大腸癌腸梗

阻治療中的過渡性措施；擇期聯合行腹腔鏡手術，提高

了腫瘤一期切除吻合率，同時創傷更少、康復更快，使

患者得到了微創治療的機會。因此，術前腸道支架減

壓聯合腹腔鏡Ⅰ期手術治療梗阻性左側大腸癌是一種安

全、有效的新治療方法，具有傳統手術不可比擬的優

勢，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本文編輯：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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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無蒂鋸齒狀腺瘤/息肉(s e s s i l e s e r r a t e d 

a d e n o m a/p o l y p, S S A/P)是鋸齒狀息肉的一種。

Torlakovic等[1]首先提出SSA/P是不同於增生性息肉

(hyperplastic polyp, HP)的一種鋸齒狀息肉。因其具

有獨特的形態學特點、生物學行為和分子遺傳學改變，

WH O(2010)消化系統腫瘤分類中將其列為鋸齒狀息肉

中獨立的一種類型[2]。SSA/P是具有高危惡變傾向的病

變，與結直腸癌密切相關[3]。但該種病變缺乏統一的診

斷標準，很多內鏡及病理醫師對其認識不足。病理醫生

經常漏診或誤診。為此，本文回顧性觀察了鏡湖醫院結

直腸鏡活檢標本，通過對SSA/P的臨床和病理形態學研

究，以期提高病理及臨床醫師對該病的診斷水平。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從澳門鏡湖醫院2016年1月~2017年6月結直腸內鏡

活檢標本中篩選出35例SSA/P進行回顧性分析；收集相

關臨床病理資料。

二、方法

標本經４%中性福爾馬林固定，常規石蠟包埋，

4μm厚連續切片，HE染色後光鏡觀察。診斷標準參照WHO

（2010年）消化系統腫瘤鋸齒狀息肉分類標準[2]。用四

【摘要】  目的 探討結直腸無蒂鋸齒狀腺瘤/息肉的臨床病理特徵，提出病理診斷標

準。  方法 從澳門鏡湖醫院2016年1月~2017年6月結直腸內鏡活檢標本中篩選出35例SSA/P

進行回顧性分析；收集相關臨床病理資料，觀察SSA/P病理形態特徵。  結果 35例SSA/P中

男15例，女20例，平均年齡61�5歲（23歲~83歲）；發生部位左半結腸9例，右半結腸26例。

內鏡描述腫瘤形態多為無蒂息肉。光鏡下SSA/P呈鋸齒狀結構伴隱窩結構異常。隱窩擴張、

隱窩分支、“L”形/倒“T”形隱窩在SSA/P的檢出率分別為：100%(35/35)；71%(25/35)；

60%(21/35)。  結論  SSA/P的組織學特點是鋸齒狀結構和隱窩結構的異常，內鏡下取材的完

整性和正確的石蠟包埋有助於診斷。

【關鍵詞】 結腸息肉；無蒂鋸齒狀腺瘤/息肉；鑒別診斷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colorectal sessile serrated adenoma/pol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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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colorectal SSA/P and to find 

clues for its pathologic diagnosi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data of thirty-five cases of 
SSA/P at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17.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SSA/P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Thirty-five patients with SSA/P consisted of 15 males and 20 females with a mean 
age of 61.5 years (aged 23-83 years) were included for study. 9 cases had the lesions involving left hemi 
colon and26 cases in right hemi colon. Grossly, the majority SSA/P was sessile. SSA/P had elongated 
crypt with prominent serration and distorted crypts architecture. The detection rates of crypts dilatation, 
branching and L-shaped crypts/inverted T shaped crypts in SSA/P were 100% (35/35), 71%(25/35) and 
60%(21/3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SSA/P microscopically shows prominent serration and distorted 
crypts architecture. Complete biopsy and correct embedding are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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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表資料的Fisher確切概率法計算P值，以P<0�05 為差

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臨床特點：35例SSA/P中男15例，女20例，平均

年齡61�5歲（23歲~83歲）；發生部位左半結腸9例，右

半結腸26例。發生於右半結腸的病例明顯多於左半結

腸，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內窺鏡檢查均描述為

無蒂息肉、息肉或多發息肉。

2�病理特徵：SSA/P中均以隱窩結構異常為主要特

徵，典型病例主要表現為(1)隱窩擴張、分支(圖1 見封

3)。有時可見其特有的“L”形、倒“T”形隱窩(圖2 

見封3)。(2)鋸齒狀結構不僅分佈於隱窩的上半部份，

在隱窩的基底部也非常明顯。(3)擴張的鋸齒狀腺體與

黏膜肌層緊鄰是其重要形態特徵。(4)擴張隱窩的基底

部由成熟的杯狀細胞或黏液細胞構成。(5)通常該病變

產生過多的細胞外黏液，充滿隱窩使之明顯膨脹，黏液

並可覆蓋於息肉的表面。(6)SSA/P 可伴有或不伴細胞

異型增生。35例SSA/P中28例病變較典型。但在其餘的7

例中形態不典型，僅觀察到個別緊鄰黏膜肌的隱窩結構

異常，如扭曲、擴張，易誤診為HP。

討 論

結直腸鋸齒狀息肉是以上皮呈鋸齒狀生長為結構特

徵的一組異質性的結直腸息肉[4]。鋸齒狀息肉主要包括

增生性息肉(hyperplastic polyp, HP)、SSA/P 和傳統

鋸齒狀腺瘤(traditional serrated adenoma, TSA)。

WHO（2010年）分類中介紹SSA/P佔所有結直腸鋸齒狀息

肉的15%~25%。目前研究認為SSA/P是結直腸癌的癌前病

變，與HP和普通腺瘤相比，具有相對較高的癌變率[5]。

它可通過“鋸齒狀癌變通路”進展為腺癌。分子遺傳學

的研究顯示SSA/P可見BRAF基因突變，引起錯配修復基

因MLH1甲基化，導致癌變。因此病理及臨床醫生在日常

工作中應識別這一病變[6]。

 一般認為SSA/P常位於右半結腸，本研究結果也

支持這一觀點[7]。目前SSA/P的總體檢出率較低，且不

同內鏡及病理醫師之間檢出率的差異很大。SSA/P檢出

率的差異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1)SSA/P形態扁平，與

周圍正常黏膜相似，類似於正常的黏膜皺褶，其表面有

時覆蓋黏液而影響觀察。(2)SSA/P的發生率相對較低，

佔結直腸息肉的1%~4%[8]。(3)SSA/P是近年來新發現的

結直腸息肉特殊病理類型，仍缺乏統一的診斷標準，很

多內鏡及病理醫生對其認識不足。(4)在實際工作中由

於組織較小或包埋的原因導致SSA/P與HP的鑒別發生困

難，小活  檢由於取材和組織切面原因，經常觀察不到

典型的形態學改變而漏診。

與不伴細胞異型增生、病變較小的SSA/P最難鑒別

的是HP。HP是最常見的鋸齒狀息肉，一般位於遠端結腸

和直腸，無蒂或蒂較小，常多發，肉眼觀多為扁平或輕

微隆起，表面光滑，息肉樣。鏡下可見拉長而直的隱

窩，隱窩上部呈鋸齒狀輪廓，下1/2呈非鋸齒狀結構，

縱切面隱窩大小一致，排列整齊，橫切面上呈星芒狀，

無隱窩的擴張、畸形或分支現象。在包埋面正確、活

檢有足夠深度的標本切片中，SSA/P與HP的鑒別並不困

難，但日常工作中，經常遇到橫切或斜切面的活檢標

本，此時應重點觀察隱窩的結構。與HP鑒別要點如下。

(1)如果看到隱窩擴張的鋸齒狀腺體，但沒有隱窩結構

異常，即無畸形、分支或出芽現象，且無細胞的異型增

生，則應診斷為HP；如果在橫切面中見到一片不擴張的

小而一致的腺腔，細胞核漿比增高，並可見核分裂象在

隱窩基底部的，由未分化細胞構成的腺體，也應診斷為

HP。(2)當看到隱窩擴張的鋸齒狀腺體伴有隱窩結構的

異常，如畸形、分支和出芽現象或出現細胞的異型增

生，應考慮SSA/P 的診斷。(3)在鋸齒狀息肉中，局部

見到隱窩擴張的腺腔伴明顯黏液分泌，間質變少，應警

惕是否有SSA/P的可能。(4)結合臨床資料，若病變直徑

較大(>1cm)平且位於右半結腸的，則應考慮為SSA/P，

當病變直徑小於5mm，且位於左半結腸時，則多為HP。

(5)分類難以確定時，可觀察是否伴有異型增生來評

估，診斷為未分類的鋸齒狀息肉伴或不伴有異型增生以

提示臨床。

SSA/P與其他鋸齒狀息肉的鑒別主要依靠病理形態

特點，尚無公認的免疫組織化學輔助診斷指標，Ki-67

可幫助判定增殖帶的位置，有一定的輔助診斷價值。

臨床上，SSA/P的治療和隨訪計劃尚無規範化的指

導。WHO(2010)消化系統腫瘤分類建議，除直徑≤5mm位

於直乙結腸的HP外，臨床上應盡可能切除所有息肉。

SSA/P的直徑通常>10mm，對於SSA/P這種面積較大形態

扁平的息肉，可以通過EMR、ESD和外科手術的方法進行

治療[9]。

由於SSA/P具有高危惡變潛能，定期隨訪對預後有

重要作用。鋸齒狀息肉的數量越多、體積越大、越靠

右部，癌變風險越高，且SSA的癌變風險較HP高。對於

SSA/P數目3個或任何一個病變≥1cm切除後復查的推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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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3年；病變<3個，所有的病變<1cm，並且位於遠端

結腸，復查的推薦時間為5年[10]。

SSA/P是一類與右半結腸結直腸癌密切相關的癌前

病變，癌變風險較高。目前SSA/P的檢出率較低，在不

同程度上影響了臨床對患者預後的判斷和治療。內鏡及

病理醫師必須充分認識這類病變，努力提高自身的診斷

水平，以期提高此類病變的檢出率。通過這些努力，以

期減少右半結腸結直腸癌的發生。未來結直腸鋸齒狀息

肉研究的方向，應該重視在病理形態學觀察的基礎上，

進一步進行免疫組化或分子遺傳學的檢測，使結直腸鋸

齒狀息肉的分類和診斷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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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超聲心動圖（經胸及經食管）對經導管二尖瓣夾合術治療重度

二尖瓣反流的操作指導和療效評估的價值。  方法 2015年12月~2016年12月於本院使用

MitraClip系統在TEE引導下行經導管二尖瓣夾合術的有症狀重度二尖瓣反流患者7例， 總

結經食管超聲心動圖指導術中操作的經驗，分析7例患者術前及術後1週臨床表現、經胸超

聲心動圖變化以及術後1月併發症隨訪。  結果 7例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5例患者置入1個

MitraClip，2例患者置入2個MitraClip，術後即刻二尖瓣反流量均較術前下降1~3級。術後

1週複查超聲心動圖示急性手術成功率為71�4%（定義為出院前二尖瓣反流≤2級）；術後1週

二尖瓣反流束長度由術前(3�88±0�354)級降至術後(2�13±1�36)級(P=0�006)，二尖瓣反流

面積由(13�74±8�57)cm2下降至(6�55±4�46)cm2(P=0�043)，患者NYHA心功能分級由術前平均

(3�71±0�49)級降至術後(2�29±0�76)級(P=0�003)，其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術後1週主動

脈平均壓、肺動脈收縮壓、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左心房內徑與術前比較無統計學差異。術

後1月隨訪，除1例患者因金屬夾移位引起腱索斷裂、二尖瓣反流加重、心力衰竭導致死亡之

外，其餘患者無併發症發生。  結論 超聲心動圖可指導經導管二尖瓣夾合術治療重度二尖

瓣反流的術中操作，評估術後療效；同時，經導管二尖瓣夾合術對經過選擇的重度二尖瓣反

流患者安全、有效，中長期效果需待進一步隨訪。

【關鍵詞】經導管二尖瓣夾合術；二尖瓣反流；超聲心動圖

The Value of Echocardiogram Guidance for MitraClip Procedure in Mitral Regurgitation 
Patients

CHEN Han Zi, FENG Xiu Hua*, TAM Kun Chong, WU Bao Qu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echocardiogram (transesophageal and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m) guidance for MitraClip procedure in severe mitral regurgitation patients.  Methods   
Between December 2015 and December 2016, seven MitraClip procedures were performed in our hospital 
for symptomatic severe mitral regurgitation by the guidance of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m. The efficacy 
and complications of the procedure were analyzed.   Results  MitraClip procedure was successful in all 
seven cases. TEE demonstrated MR was reduced by 1 to 3 grades for all patients. Short term success rate 
was 71.4% at first week post-operation. One week after the procedure, MR was reduced from (3.88±0.354) 
grade to(2.13±1.36) grade (P=0.006), and MR area was reduced from (13.74±8.57) cm2 to (6.55±4.46) 
cm2 (P=0.043).NYHA classification improved from (3.71±0.49) grade to (2.29±0.76) grade (P=0.003).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an arterial pressure, 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pressure, 
left ventricularend-systolic dimension or left atrial dimension. No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all patients 
except one patient suffered from rupture of chordate tendinea due to one clip detachment, finally leading 
to exacerbation of heart failure and death.  Conclusion   Echocardiogram plays a key role in guiding the 
MitraClip procedure in mitral regurgitation patients, and in assessing procedure efficacy. However, the 

超聲心動圖在經導管二尖瓣夾合術治療二尖瓣反流的應用

陳菡子 馮秀華* 譚冠昶 吳寶群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心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gzfengxiuhua@gmail�com



62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7, Vol 17. No.2鏡湖醫學2017年12月第17卷第2期

隨着人口老齡化進程，退行性心瓣膜病的發病率逐

漸升高，相應之下二尖瓣反流(Mitral Regurgitation)

的發病率也不斷升高。研究表明，二尖瓣反流在65歲

人群中發病率為6�4%，75歲人群高達9�3%[1]；總人群裡

輕、中、中重及重度MR的患病率分別為19�2%、1�6%、

0�3%及0�2%[2]。

既往外科瓣膜修復或置換術是二尖瓣反流的標準

治療方法。從2003年起，一種基於外科緣對緣修補技術

原理的導管裝置（MitraClip系統）開始運用,為具有重

度二尖瓣反流的高危或老年患者提供了一種新的治療方

法。截至目前，全球共應用MitraClip系統完成約7000例

介入治療，而內地尚處於起步階段。運用MitraClip系

統行經導管二尖瓣修復術(transcatheter mitral valve 

repair, TMVR)在澳門地區還未有報導，本院心科率先完

成7例TMVR。本文旨在對該手術的初步經驗做一總結。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納入2015年12月~2016年12月於本

院在TEE引導下行經導管二尖瓣夾合術的有症狀重度二尖

瓣反流患者7例，對其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入選

標準：參考血管內瓣膜緣對緣修復研究Ⅱ(EVEREST Ⅱ)

的標準舊引[3,4]：(1)功能性或者器質性中重度或重度二

尖瓣反流。(2)患者有症狀或者心臟擴大、心房顫動、

肺動脈高壓等併發症。(3)左心室收縮末期內徑≤55mm，

左心室射血分數>25%，心功能穩定，可以平臥耐受介入

治療。(4)二尖瓣開放面積>4�0cm2。(5)二尖瓣支撐腱索

無斷裂。(6)前後瓣葉A2、P2處無鈣化和嚴重瓣中裂。

(7)二尖瓣反流主要來源於A2與P2之間。(8)瓣膜解剖結

構合適：對於功能性二尖瓣反流患者，二尖瓣關閉時瓣

尖接合長度>2mm，瓣尖接合處相對於瓣環深度<11mm；對

於二尖瓣脫垂者(呈連枷樣改變)，連枷間隙<10mm，連枷

寬度<15mm。二尖瓣反流程度分級依據美國超聲心動圖協

會(ASE)指南的定性和定量標準。主要禁忌征包括：12週

內發生過急性心肌梗死，合併有需要心臟外科手術的疾

病、活動性感染性心內膜炎和左心房室血栓等。患者術

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二、手術方法：T E E引導下經導管二尖瓣夾合

術：採用PHILIPS Sonos 7500及PHILIPS IE33 xMATRIX

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及美國AbbottVascular公司生產

的MitraClip輸送系統。患者全身麻醉成功後，穿刺右股

靜脈，置入6F動脈鞘。取TEE探頭RAO30°，在食管中段雙

腔靜脈切面及主動脈瓣短軸切面下引導行房間隔穿刺，

在即時三維左心房切面引導下，經直徑0�035英寸、2�6m

的直頭加硬導絲將24F輸送鞘管送至左心房，再經輸送鞘

將二尖瓣夾合器送至左房。於食管中段二腔心切面及左

心室長軸切面（採用Bi-Plane模式）調節輸送系統的彎

度，使其末端指向二尖瓣口，且二尖瓣夾合器頭端位於

2個瓣葉開放洞口的中間位置。尋找二尖瓣反流束起始

點，TEE（左心室流出道和心尖兩腔心切面）指導下調整

MitraClip使之位於二尖瓣前後瓣葉的中間，調節輸送系

統打開夾合器2個臂（呈180°），使得二尖瓣夾合器與二

尖瓣2個瓣葉開放的平面垂直，在心臟舒張期、二尖瓣打

開時，將二尖瓣夾合器送入心室。再緩慢回撤二尖瓣夾

合器，稍收攏夾合器2個臂（呈120°），當二尖瓣瓣尖都

處在夾合器2個臂時，打開抓手並捕獲二尖瓣2個瓣尖。

回拉夾合器到更靠近心房的部位，並在心室的收縮期末

時關閉夾合器。夾閉後，通過TEE反復確認二尖瓣前後葉

被夾住且位置固定，同時評估二尖瓣反流程度與起源位

置、是否形成雙瓣膜出口，左上肺靜脈頻譜、二尖瓣平

均跨瓣壓差等，如確認二尖瓣反流顯著減輕，二尖瓣跨

瓣壓差<5mmHg，旋轉8圈釋放釋放MitraClip。若仍有二

尖瓣反流可重新調整鉗夾裝置位置，再進行評估，必要

時可置人兩個鉗夾裝置以取得滿意的效果。確認手術結

果滿意後，拔出鞘管。使用Proglide血管縫合器封閉右

股靜脈，左股動脈和股靜脈壓迫止血。術中房間隔穿刺

前使用肝素2500U，成功後再追加5000U。術後給予阿司

匹林0�1/d，氯吡格雷75mg/d，連續3個月。隨後改為阿

司匹林0�1g/d，維持治療。

三、隨訪：術後當天及術後1週複查，包括症狀、體

格檢查（心率、血壓）、NYHA心功能分級、心血管事件、

實驗室檢查 [血常規、肝腎功能、氨基末端B型利鈉肽前體

(NT-proBNP)]、超聲心動圖、心電圖，術後1月進行臨床症

狀、體格檢查及心功能分級、心血管事件隨訪。

結 果

一、基本情況：7例中重度/重度二尖瓣反流患者，

平均年齡(72�9±5�4)歲，最大年齡86歲；男性3例，女性

4例；其中器質性反流6例（退行性心瓣膜病5例，風濕性

long-term benefit of the procedure needs to be validated through longer follow up.
[Key Words]  MitraClip procedure; Mitral regurgitation; Echocardi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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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瓣膜病1例，二尖瓣脫垂1例），功能性反流1例（擴

張型心肌病1例）；伴有心功能不全5例，冠心病支架置

入術後2例，VVI起搏器術後1例，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1

例，心房顫動5例，高血壓病6例，糖尿病2例。

二、手術及術後情況：7例患者均順利完成手

術。5例患者置入1個M i t r a C l i p，2例患者置入2個

MitraClip。術後即刻及1週二尖瓣反流束長度均下降

至l~2級（圖1 見封3），由術前平均(3�88±0�354)降

至術後(2�13±1�36)，P=0�006；測量二尖瓣反流面積

由(13�74±8�57)cm2下降至(6�55±4�46)cm2，P=0�043，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術後平均跨瓣壓差均小於

5mmHg。患者NYHA心功能分級由術前平均(3�71±0�49)

降至術後(2�29±0�76)，P=0�003，差異具有統計學意

義。主動脈平均壓由術前(81�3±12�5)m m H g升至術後

1週的(89�5±13�3)m m H g(P=0�137)，肺動脈收縮壓由

(43�0±16�6)mmHg下降到(36�3±18�1)mmHg(P=0�10)；

左心室舒張末期內徑由(56�38±10�57)m m減少至術後

1週的(55�38±8�98)mm(P=0�526)；左心房內徑由術前

的(52�71±16�29)m m減少至術後1週的(49�71±17�53)

mm(P=0�272)；但以上4個指標其術前及術後1週之間差異

尚無統計學意義（表1）。

討 論

20世紀90年代義大利外科醫生OtavioAlfieri首創二

尖瓣“緣對緣”修復技術，將二尖瓣前葉中部與後葉中

部縫合起來，有利於消除局部瓣葉的過度運動，減少二

尖瓣反流。Mitral Clip系統採用類似原理，應用夾合器

夾合二尖瓣的前、後葉的遊離緣，使二尖瓣開口變成雙

孔，減少二尖瓣的反流量。

EVEREST Ⅰ、EVEREST Ⅱ初步隊列研究顯示，急性手

術成功率（定義為出院前二尖瓣反流≤2級）為70%~80%，

可改善患者急性期血流動力學，包括明顯減少二尖瓣反

流且不引起二尖瓣狹窄，降低左心房壓、左心室舒張末

壓，提高心輸出量及降低體循環阻力；中長期隨訪大部

份患者NYHA心功能分級獲得改善，左心室出現逆重構，

同時該手術具有良好的安全性[5,6]。EVEREST Ⅱ前瞻性、

多中心地隨機對照比較了MitmClip系統與外科手術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證實在一級有效終點上MitraClip稍劣於

外科手術，但在安全性方便更高，在改善臨床終點方面

兩者效果相似。在年齡≥70歲、LVEF<60%和功能性反流

的人群中，MitraClip不劣於外科手術[7]。外科手術高危

患者（STS評分≥12分）接受Mitmclip與傳統保守治療相

比，12個月生存率升高[8]。除了EVEREST系列研究，許多

“真實世界”的註冊研究如ACCESS-EU、PERMIT-CARE、

TRAMI、GRASP、MitraSwiss等均進一步證實了MitraClip

手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9-13]。2014年L i m等報導，

MitraClip植入成功率95�3%，平均手術時間2�5h[14]。

基於目前證據，2012年歐洲心臟病學會心臟瓣膜病

治療指南提出：經“心臟團隊”判斷為外科手術高危或

禁忌、超聲心動圖顯示二尖瓣解剖符合標準、預期壽命

超過1年的症狀性重度原發性MR可行MitraClip治療（ⅡB

類推薦，證據水平C級）[15]。

本研究通過選取7例中重度/重度二尖瓣反流患者行

MitraClip手術，患者術後1週二尖瓣反流均低於3級，二

尖瓣反流面積明顯減少，達到急性手術成功的標準；術

後1週複查示主動脈壓力略微升高，肺動脈收縮壓、左

心房、左心室內徑出現下降或縮小趨勢，其差異雖尚未

達到統計學意義，但可見患者的血液動力學稍有改善趨

勢，可待中長期隨訪進一步明確血流動力學方面是否存

在確切獲益。7例患者中僅有1例出現併發症，結果提示

MitraClip系統具有較好安全性及有效性。

就操作而言，需要重點關注房間隔穿刺部位、

MitraClip夾閉位置的選擇、避免損害心房壁和腱索、

MitraClip釋放前超聲心動圖反復充分評估等。如由於

表1�術後1週隨訪結果

項目 術前 術後1週

二尖瓣反流（級） 3�88±0�35 2�13±1�36a

二尖瓣反流面積(cm2) 13�74±8�57 6�55±4�46 a

平均動脈(mmHg) 81�3±12�5 89�5±13�3

肺動脈收縮壓(mmHg) 43�0±16�6 36�3±18�1

左室舒張末內徑(mm) 56�38±10�57 55�38±8�98

左房內徑(mm) 52�71±16�29 49�71±17�53

NYHA心功能分級（級） 3�71±0�49 2�29±0�76 a

 注：NYHA心功能分級，紐約心臟協會心功能分級；
a,與基線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三、術後1月臨床隨訪，除1例死亡病例之外，其餘

患者的主觀症狀較術前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質量略

有提高，NYHA心功能分級下降，且未出現介入失敗轉外

科開胸、心肌梗死等不良事件，無MitraClip脫落、血栓

栓塞、二尖瓣狹窄、心臟壓塞、腦卒中和新發心房顫動

等併發症。唯一1例死亡病例為置入2枚夾合器患者，術

後1月出現進行性氣促加重，複查超聲心動圖示其中一枚

金屬夾移位，伴P1腱索斷裂、瓣膜撕裂，經介入於左房

取出金屬夾，但患者二尖瓣反流加重，左心房室擴大，

心功能惡化，死於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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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raClip輸送系統末端彎軸長度固定，房間隔穿刺點距

離二尖瓣瓣環平面3�5~4�0cm才能保證輸送系統末端能夠

在左心腔裡面充分打彎、旋轉、進退，因此術中房間隔

穿刺點應比常規穿刺點高，在TEE引導下進行房間隔穿刺

定位可以更準確。在心房打開二尖瓣夾合器時，可在即

時三維TEE引導下，使得從左心房視野觀看二尖瓣夾合器

與二尖瓣2個瓣葉開放的裂口垂直，並使用調彎系統夾

合器頭端位於2個瓣葉開放洞口的中間位置。運用TEE多

普勒技術即刻評估二尖瓣反流情況及二尖瓣平均跨瓣壓

差，使二尖瓣反流程度減小到最低程度，並確保不發生

二尖瓣狹窄。然後緩慢回撤夾合器並調整其位置，使其

頭端位於2個瓣葉之間的中間位置，繼續緩慢回撤輸送系

統，當夾合器2個臂同時捕獲二尖瓣2個瓣尖時旋轉夾攏

系統，使得夾合器的2個臂向中線夾攏並穩固夾住二尖瓣

的2個瓣尖。此步驟是本手術最核心也是最有難度的步

驟。術中標準的超聲心動圖切面及規範有序的TEE操作流

程是經導管二尖瓣夾合術成敗的關鍵。

該手術安全性高，出現如醫源性二尖瓣狹窄、房間

隔缺損、夾合器脫落或部份脫落、血管穿刺處出血、心

包填塞等併發症發生率均較低[6-7]。

本研究初步提示，通過MitraClip手術，能夠有效

地減輕二尖瓣反流情況，近期效果比較理想，有效性及

安全性均令人滿意。短期複查結果表明，所有患者包括

器質性和功能性反流的患者均較術前有顯著改善。但

是，本研究樣本量較小，隨訪時間短，許多臨床問題仍

未能很好闡釋，如對於器質性或功能性不同反流類型的

患者，哪些患者MitraClip更易成功、更能從中獲益等。

因此，在嚴格掌握適應證的情況下，還需要進行更多的

臨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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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膜瘤是源於蛛網膜細胞的腫瘤，佔顱內腫瘤約

13%~26%，年發病率6/100,000[1]，許多小的腦膜瘤一

生沒有臨床症狀。由於CT和MRI的運用，腦膜瘤易被發

現，其發病率有所增高。多發性腦膜瘤常見於神經纖維

瘤病2型(NF2)病人或具有腦膜瘤遺傳易感性的病人[2]。

非典型腦膜瘤(atypical meningioma, AM)是腦膜瘤的

一個亞型，佔4�7%~7�2%，WHO分類將其劃分為Ⅱ級，具

有潛在惡性。由於為少見腫瘤，AM的診斷標準和治療方

案尚存在爭議。本文探討AM的診斷、鑒別診斷及臨床復

發情況，提高臨床對該病的認識。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收集2012年1月~2016年6月澳門鏡

湖醫院非典型腦膜瘤9例。復習和記錄組織病理學、臨

【摘要】  目的 探討非典型腦膜瘤(atypical meningioma, AM)的臨床病理學特點和復

發率。  方法 回顧性分析9例非典型腦膜瘤患者的臨床資料、影像學、病理鏡下形態特點

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特點，並隨訪患者的復發率和預後情況。  結果 9例中男性4例，女性5

例，發病年齡3歲~69歲。多發生於額部大腦鐮旁，以頭痛、肢體功能障礙為主要臨床症狀。

組織學表現為核分裂增多≥4/10HPF有7例、細胞密度高9例、小細胞伴核漿比升高4例、細胞

可見明顯核仁8例、無定型片狀生長9例、壞死6例及浸潤周圍腦組織6例。免疫組織化學染

色: 腫瘤細胞9例均EMA陽性及Vimentin陽性、GFAP陰性。Ki-67增殖指數平均為5%。9例中6

例PR陽性。全部病例隨訪結果，2例復發(22%)。  結論 非典型腦膜瘤是一種高復發性的腦

腫瘤，復發可能與周圍腦組織浸潤相關。

【關鍵詞】非典型腦膜瘤；臨床病理特徵；預後

Atypical meningioma: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analysis of 9 cases

WAI Kit Cheng, WEN Jian Mi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recurrence rate of atypical 

meningioma (AM) after operative removal.  Methods    The clinicopathologic data, MRI,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nd immune-hist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reviewed in 9 cases of AM. The survival and 
recurrence were assessed during followed-up visits.   Results  Among the 9 cases of AM, there were 4 males 
and 5 females. The age ranged from 3~69 years old. The tumor most commonly occurred in frontal lobe 
attached to falx cerebri. Main symptoms were headache and physical dysfunction. Microscopically, increased 
mitotic activity (>4 mitoses per 10 high powered fields)was observed in 7 cases, increased cellularity in all 9 
cases, small cells with a high nuclear to cytoplasmic ratio in 4 cases and prominent nucleoli in 8 cases. All 9 
cases of tumors grew in uninterrupted pattern lessor sheet-like pattern, with 6 cases showing focal necrosis 
and brain-invasion. Immunohistochemically,the tumor cells of all cases were positive for EMA, Vimentin, 
and negative for GFAP. PR was positive in6 cases. The mean Ki-67 proliferation index was 5%. All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2 to 54 months, Two cases (22%) recurred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   AM as 
meningioma has high recurrence rate. The recurrence was likely related to brain-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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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及影像學資料，並進行分析。

二、方法  病例標本經10%福爾馬林固定，常規脫

水，石蠟包埋制片，行HE染色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顯微鏡下，觀察腫瘤組織學形態、核分裂數、細胞密

度、小細胞改變、核仁大小、壞死及浸潤性生長，全

部病例均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所用的抗體包括EMA、

Vimentin、Ki-67、PR、S-100、GFAP。記錄患者臨床表

現及影像學檢查特點。全部患者均隨訪。

結 果

一、臨床資料  9例患者中男性4例，女性5例，男

女比為4:5。發病年齡3歲~69歲，中位數為57歲。首發

症狀單純頭痛1例，頭痛伴反應差及記憶力下降2例，

抽搐3例，乏力2例，頭暈嘔吐1例。MRI示9例AM中6例為

單發病灶，3例為多發病灶，病灶位於大腦鐮旁3例，

額顳部2例，頂部硬膜下4例，側腦室1例。腫瘤最大徑

3�5~8�5cm。

二、影像學改變  MRI改變瘤體T1W1呈等低信號，

T2W1呈高信號8例。全部病例增強掃描見強化。腫瘤邊界

不規則，呈分葉狀6例，鄰近腦實質水腫8例，瘤體邊緣

可見腦膜尾徵5例，瘤體內見壞死或囊變2例，周圍顱骨

骨質可見破壞1例。

三、隨訪  9例患者隨訪時間2~54個月，2例復發，

復發率為22%，其中1例需再次手術。9例患者中7例術後

在本院進行輔助放療。

四、病理學觀察  腫瘤呈灰黃灰白色，形態不規

則，實性，質中。鏡下檢查核分裂象增多，≥4/10HPF有7

例，細胞密度高有9例，含有核漿比例增高的小細胞區域

有4例，核仁明顯有8例，無定型或片狀生長方式有9例，局

部不規則壞死有6例，腫瘤浸潤腦組織6例（圖1見封3）。

五、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腫瘤細胞E M A陽性、

Vimentin陽性、GFAP陰性、Ki-67增殖指數平均為5%、9

例中6例PR陽性、9例中1例S-100局部弱陽性。

討 論

非典型腦膜瘤( A M )臨床少見，佔腦膜瘤的

4�7%~7�2%，是Ⅱ級腦膜瘤中最常見的病理類型。WHO分

類將其劃分為Ⅱ級，具有潛在惡性。腦膜瘤好發於中老

年人，高峰期在60~70歲，兒童和更老的病人也可發病。

兒童腦膜瘤進展快。患者女：男為3:2至2:1。大部份腦

膜瘤發生於顱內，眶內和脊柱腔內，也可見於顱外其它

器官。顱內腦膜瘤大部份位於大腦凸面，常與大腦鐮相

連。Ko等[3]研究表明，非典型腦膜瘤多發生於男性[4]，

發病年齡在50歲左右。臨床上，頭痛為最常見症狀，肢

體障礙和癲癇也多見[5]，本組研究除性別外，均與報導

相近。有文獻[6]指出AM的MRI特點可歸納為：瘤體內信號

欠均勻，T1W1低信號，T2W1部份輕微高信號；可見壞死

及囊性變；腫瘤邊緣不規則，多呈分葉狀；可浸潤和破

壞骨質；瘤周伴有輕~重度水腫；增強掃描瘤體呈不均勻

強化；腦膜尾徵多短、粗，鈣化少見。本組病例MRI增強

掃描後均見瘤體強化、瘤周水腫、壞死或囊性變，提示

腫瘤的不典型性特征。

然而，AM診斷主要依靠病理形態學改變，免疫組織

化學檢測和影像學改變有助於診斷的確立。WHO(2007)

中樞神經系統腫瘤分類提出非典型腦膜瘤的診斷標準，

即核分裂象≥4/10HPF或伴有如下5個中3個或以上的特

點：細胞密度高；小細胞伴核漿比例增高；核仁明顯；

無定型或片狀生長方式；局部壞死，上述標準與高復發

率相關[7]。WHO(2016)分類增加了腦浸潤為AM診斷條件。

有學者認為腦浸潤與次全切和高復發率有關，故有腦浸

潤時應視作AM[8]。

腦膜瘤的免疫組化表現具有一定特點，常有局部

EMA、PR、S-100、GFAP表達等。WHOⅡ、Ⅲ級腦膜瘤EMA

表達降低或陰性，而Vimentin表達瀰漫陽性。Ki-67增

殖指數隨腫瘤惡性程度增高而增高，良性腦膜瘤平均為

3�8%，AM為7�2%，間變型腦膜瘤為14�7%。Ki-67高表達

與腫瘤的復發相關[9]。但本組復發的2例AM中的1例Ki-

67<1%，但該例瘤體有明顯的腦實質浸潤，證實腦浸潤

與復發的關係。文獻報導，約85%腦膜瘤中PR呈陽性表

達[10]，S-100呈灶性弱陽性，連同GFAP檢測，可用於與其

它形態相似的腦腫瘤與腦膜瘤的鑒別診斷。

腦膜瘤最常見的細胞遺傳學異常是22q等位基因

丟失[11]。此染色體也是神經纖維瘤病基因NF2所在的位

置，並與腦膜瘤的高發生率相一致。

非典型腦膜瘤需與以下腫瘤鑒別：1�神經鞘瘤：瘤

細胞呈梭形，細胞密度高，可呈無定型排列或片狀生

長，易與AM混淆，免疫組織化學S-100陽性，而EMA陰

性，可與AM鑒別。2�腦膜弧立性纖維瘤/血管周細胞

瘤：腫瘤富於細胞，血管豐富和鹿角形，具有高復發的

特點，免疫組化CD34陽性，EMA及PR陰性，可與AM相鑒

別。3�間變性腦膜瘤：其惡性程度大於AM，且具有更顯

著的細胞核異型性和核分裂更多(≥20/10HPF)。

手術是AM的首選治療方案，對於復發病例，若條件

允許患者宜再次手術治療。手術時，在允許的條件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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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切除腫瘤和受累的硬膜和顱骨，可降低術後復發率。

放療作為降低腦膜瘤術後復發的輔助治療手段，已得到

國內外眾多學者認可[12,13]。無論切除程度如何，AM患者

術後均應輔以放療，以降低復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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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回顧分析2016年鏡湖醫院急診科就診的低溫症患者的臨床特點和復溫

治療，為本地低溫症的防治及護理提供科學依據。  方法 2016年1月~2016年4月間到鏡湖醫

院急診科就診的低溫症個案共17例，根據當天氣溫，患者性別、年齡、體溫分級、社會背

景，復溫方法及轉歸進行統計和分析。  結果 發病當天平均氣溫為10�7℃，患者平均年齡

74歲，男性12例，女性5例，全部為非獨居人士，發病時均處於室內。輕度低溫症者13例，

中度低溫症者3例，重度低溫症者1例，體徵上神智改變最為多見，其次為低血壓，實驗室檢

查中電解質紊亂最常見，其次為低血糖，心電圖檢查中心肌缺血最常見，其次為心動過緩和

房顫。7名患者合併糖尿病，10名患者合併高血壓，好轉收入院者13例，死亡4例，1例使用

了暖氈，13例使用了暖爐，13位病人使用了加溫輸液器，急診處理後體溫恢復到35℃以上5

人，未能復溫者12人。  結論 澳門地區在冬季，長者，慢性病患者是低溫症高危人群，大

部份為輕度低溫症，需要加強該人群的護理支援，急診應根據低溫症臨床分級予以合理的復

溫護理與治療。

【關鍵詞】低溫症；急診；復溫

Clinical review and analysis 17 hypothermia cases in the A&E department

HE Cheng Bang*, GU Qi Mian
Department of A&E ,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warming strategy 

of hypothermia patients in A&E department of Kiang Wu Hospital in 2016, providing evidence for local 
hypothermia prevention and nursing care.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to April 2016, total 17 cases of 
hypothermia were seen in the A&E department of Kiang Wu Hospital. Their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were analysis in terms of daily temperature, gender, age, body temperature classification, social background, 
rewarming techniques and outcome.   Results  The average onset ambient temperature was 10.7℃, and 
the average age was 74 years, with 12 males and 5 females.  There was no living alone person and all cases 
occurred indoor, 13 cases with mild hypothermia, 3 cases with moderate hypothermia and 1 case with 
severe hypothermia. 7 patients had diabetes, and 10 patient had hypertension. Altered consciousness, 
electrolyte imbalance, cardiac ischemia were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irteen cases were 
hospitalized and improved, while four cases were certified dead in A&E. One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warm 
blankets and thirteen cases with heaters. Thirteen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warming infusion techniques, 
and five cases the body temperature restored above 35℃ after treatment, while in 12 cases failed to achieve 
rewarming.  Conclusion   Elderly, people with chronic diseases were at considerable risk of hypothermia in 
winter of Macau, and the majority was with mild hypothermia. The home support and care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Patients with hypothermia should be adequately rewarmed and treated 
according to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Hypothermia; A&E department; Rewarm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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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症是指各種因素導致機體深部溫度低於35℃。

雖然澳門處亞熱帶地區，但近年天氣變化劇烈，2016年

2月份甚至出現了半世紀以來未見的雨雪天氣，澳門衛

生局啟動了低溫症的通報機制。根據文獻報導，即使是

現代的積極支持治療，中度或重度的低體溫症患者的住

院死亡率仍達40%[1]，本文通過回顧性分析2016年澳門鏡

湖醫院1~4月以來急診室診治的17例低溫症患者的臨床資

料、救治情況及轉歸，進一步提高預防本地低溫症發生

的警惕性，規範化分級及對應的診療護理流程。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16年1月~2016年4月期間到澳門鏡

湖醫院急診科就診符合低溫症診斷的病人[2,3]，共17例。

二、統計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通過收集當時天氣，

患者性別、年齡、體溫分級、社會背景，臨床特點，復

溫治療，轉歸的資料，用EXCEL軟件列表統計分析。

結 果

一、天氣情況  17例病人發病時間分佈於1~4月，

發病當天最高溫度為24℃，最低為6�5℃，平均溫度為

10�7℃。

二、病人資料  17例病人中，全部為非獨居及長

期居住院舍人士，發病時均處於室內，就診時體溫分級

中，輕度低溫症者(32~35°C)13例，佔76�5%，中度低溫症

者(28~32°C)3例，佔17�6%，重度低溫症者（低於28°C）1

例，佔5�9%，年齡最大90歲，最低29歲，平均年齡74歲。

性別分佈上，男性12例，佔71%，女性5例，佔29%。15

位患者有慢性病基礎，佔88%，8名患者合併糖尿病，佔

47%，10名患者合併高血壓，佔59%，發病時合併低血糖者

5人，佔29%。經治療後住院及轉院者13人，佔76%，死亡4

例，佔24%。

三、臨床特點  低溫症患者往往伴隨其他症狀及

併發其他系統疾病，臨床特點包括了體格檢查特徵和相

關針對性的檢查結果，體格檢查中神智改變為最多見

的，其次為低血壓；實驗室檢查中上電解質紊亂最常

見，其次為低血糖；心電圖檢查中心肌缺血最常見，其

次為心動過緩和房顫（具體見表1、表2）。

四、復溫治療  17例病人中，1例使用了暖氈，佔

6%，13例使用了暖爐，佔76�5%，13位病人使用了加溫輸

液器（設定溫度37~41℃），佔76�5%。5位病人經急診處

理後體溫恢復到35℃以上，佔29%，其中4例為低血糖病

人，佔80%，其餘12位患者均未能在急診復溫到35℃以

上，其中4例急診死亡，4例轉政府醫院治療，4例經病房

繼續復溫措施及治療原發病，3例康復出院，1例因併發

症死亡。

討 論

低體溫通常因為暴露在戶外寒冷的天氣或浸沒在

冷水中引起的，持續暴露於低於10℃(50°F)的室內溫度

而也會引起低溫症。臨床上深部溫度的測定一般採用直

腸溫度、食道溫度及膀胱內溫度，低溫症的分級：輕

度：32~35°C；中度：28~32°C；重度：低於28°C 。低

溫症往往伴隨其它症狀，容易被忽略，影響病因治療效

果，臨床症狀和體徵通常發展緩慢，包括：寒戰；言語

不清或喃喃；呼吸淺慢；脈搏微弱；動作笨拙不協調；

意識混亂或記憶力減退；嗜睡以致意識喪失。

天气因素：低溫症通常多發生於冬季嚴寒的地

區，但也可見於較溫和的气候，如美國南部的區域[4]。

在暑假期間和住院患者也會出現體溫過低的情況[5]。據

澳門氣象局統計，2016年1、2、3月份氣溫均比以往低

0�3~2�1°C，尤其2、3月份是5年以來最低平均氣溫，本

次統計的案例絕大部份發生在這一時段，顯示與氣溫有

直接關係。澳門處在亞熱帶地區，冬季相對溫暖，政府

有比較準確的天氣預警系統，及時發出寒冷預告，有較

好的提示作用，能提早預防。本地平均生活水平較高，

居住環境，社區，醫院均有完善的保暖設備，這都是本

地低溫症病人較少，以輕度為主，症狀較輕的原因，但

值得注意的是，全部來診病人的發病都是發生在室內，

所以對於冬季相關人群的低溫症應該有足夠的重視，才

能及早發現及處理。 

表1�臨床主要表現特點

症狀及檢查 例數 百分比

神智改變 15 88�24%

低血壓 6 35�29%

低血糖 8 47�06%

電解質紊亂 16 94�12

表2�心電圖檢查特點

ECG特點 例數 百分比

正常 2例 11�76

心動過緩 3 17�64

心率失常 2 11�76

心肌缺血 7 41�18

心肌梗塞 1 5�9

房顫 2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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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因素：年齡較大是低溫症的危險因素之一[6]，

而且老年人低溫併發症的風險增加[7]。這個風險增加的

原因包括生理儲備不足，獨居，慢性疾病和損害代償反

應的藥物，60歲以上老年人對溫度變化不敏感，且體溫

調節能力較低[8]，老年人由於慢性疾病長期臥床或活動

減少導致熱量攝入不足或消耗過多，也可以引起低體

溫[9]。本次統計中患者平均年齡均超過70歲，比國內外

統計為高，所有病人都伴有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壓，糖

尿病及腫瘤等，提示年齡與慢性病是本澳低溫症病人發

病比較突出的個體因素。

社會因素：獨居的老年患者往往無法意識到低溫

症的發生，可能無法獲得及時幫助，本統計中着重瞭解

了患者的社會背景，全部都在家居發生，非獨居，露宿

或者院舍老人，統計表明，而即使位於居所內，且受到

照顧的老人在寒冷天氣裡依然容易發生低溫症，與照顧

的家人或傭工缺乏相關風險意識和基礎保暖知識有關。

在這方面，老人院及醫療機構有較明顯的優勢，說明

對於老年人及慢性病人科學規範的護理的推廣有比較重

要，有必要向廣大市民普及這方面的知識，並及時對相

關人群提供必要的社區服務支援。

治療：對於低溫症患者，治療原發病的同時，複

溫應盡快開始。複溫方法分為外部被動複溫，外部主動

複溫和內部複溫，複溫方法的使用取決於於低溫的程

度。輕度的低溫症應該選擇外部被動複溫，包括換掉濕

或者單薄的衣服，用乾燥的大衣及較厚的毛毯覆蓋，

室溫保持在28°C左右，提供者溫暖的水飲用等。外部被

動複溫需要生理儲備足夠，在敗血症，老年人，營養

不良，嚴重的心血管疾病或其他重大慢性病患者中，則

可能需要更積極的複溫措施。複溫的體溫應保證在上升

0�5℃和2℃/小時之間變化，不宜復溫過快。中度的低

溫症應該選擇外部主動複溫，包括溫暖(40℃)濕潤的氧

氣，主動外部加溫系統，包括電熱氈，電暖爐，或者直

接施用於患者的皮膚強制暖風的一些措施。軀幹的複溫

應四肢之前進行，可以用熱水袋或化學熱敷，包在毛巾

裡，放在頸部，胸部和腹股溝等位置，以盡量減少繼發

核心溫度下降，低血壓和的風險。重度低溫症的患者，

在外部被動及主動複溫同時，應該早期進行積極的內部

主動複溫處理，包括侵入性的複溫技術，室溫液體輸

注會加重低體溫，溫暖晶體的使用非常重要的，外周靜

脈輸入溫鹽水可以通過血液在全身迴圈過程中提高全身

體溫[10]，護士需要在外週靜脈應放置兩個大號（14或

16號）的靜脈留置針，使用溫度為40℃~42℃的等滲晶

體注入，中度或重度低溫症複溫過程中經常容易發生低

血壓[11]，應注意給予足夠的容量復甦。復溫效果不佳

的病人應根據病情變化考慮逐步增加更多的侵入治療，

包括溫生理鹽水的胸腔或腹膜灌溉(40℃至42℃)[12]。

體外血液複溫技術的發展可用於治療灌注後復溫欠佳

的患者，包括血液透析[13]，連續靜脈-靜脈複溫，連續

動-靜脈複溫(V-A ECMO)，但需要評估出血的風險[14]。

目前本院急診主要使用電暖爐，暖氈系統及暖液機進行

各種復溫措施，ICU可以提供體外血液復溫的治療，但

統計表明急診復溫治療沒有嚴格按照臨床分級進行，暖

氈，熱水袋等外部主動復溫器材不足，內部主動復溫使

用Barkey暖液機，通常設定溫度為37℃，大部份病人作

為常規使用，不符合指引要求，開始補液的時候並未常

規使用大號靜脈留置針，對容量復甦不利，經過總結今

年寒潮期間處理低溫症病人的經驗，將逐步制定相關流

程，落實規範化復溫措施。

綜上所述，作者注意到本澳低溫症個案主要集中

在老年人及長期慢性病患者，死亡率比較高，對於高危

人群及其照護人員應加強護理教育，根據天氣季節變

化，充分保暖，保證營養和熱量供給，及跟進生命體

徵，神智反應的狀態，及時就診，急診應根據病情積極

治療原發病，採取合理規範的護理支持及復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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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重症心肌炎患者心臟移植前ECMO維持治療經驗分享 

張海瑞* 林萬雙 李嘉亮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胸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edward929@hotmail�com

患者 患者，女，32歲，有乙肝病史，2017年03月

24日因“高熱伴寒戰3天”入院，伴全身肌肉酸痛、噁

心、嘔吐等上呼吸道感染及腸道感染症狀。3月25日因

休克轉入ICU，大劑量血管活性藥物維持，ECHO示心肌

舒縮功能減退，EF45%。03月27日室顫，意識喪失，診

斷：重症心肌炎、心源性休克。經CPR，除顫，機械通

氣處理後開始以ECMO聯合CRRT維持治療，持續肝素泵

入，測ACT 180~220s。期間血小板低下及貧血，輸Plt、

RBC及冷沉澱處理。4月6日ECHO示：心室瀰漫性收縮功

能差，主動脈瓣活動差，左室及二尖瓣下血栓形成，予

加強抗凝及抗血小板。4月12日CT示右側大片腦梗死，

雙側小片腦梗死，主動脈根部2�0×1�4cm血栓，左室流

入道室間隔旁1�9×1�6cm血栓。因血栓情況於4月15日行

“主動脈瓣、左室血栓清除、左室引流減壓術”治療。

術中清除主動脈瓣一大小2cm血栓及左室流出道一大小

約2cm血栓。術後繼續ECMO維持，ACT180~200s。術後第1

天引流1850ml血性液體，予輸RBC、Plt、血漿及冷沉澱

處理，測ACT165~195s，術後第2天引流量1500ml，維持

ACT200s左右，術後第3天ECHO未見心內血栓。4月22日出

現心包填塞，先後2次床邊開胸清除心包內血塊及鮮血，

出血約2000ml，更換引流管並切口敷料包紮延遲關胸。

第1次止血術後因出血多，停用肝素，使用novoseven止

血後出血停止。4月25日陣發性肢體抽搐，複查CT示右

額葉，顳葉，小腦見出血，予抗癲癇，並停肝素。因

心源性休克在體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維持及血管活性藥物處理後進展差，

4月27日植入IABP，之後生命體徵改善。4月28日床旁關

胸，並繼續IABP、ECMO、CRRT、呼吸機、藥物維持治療，

期間ACT180~200s（未再使用肝素），Fib1�01~1�73g/L, 

Plt90~150×109/L。5月14日開始減鎮靜鎮痛藥物，患者

意識漸恢復，間歇停用呼吸機，經評估未能撤離IABP和

ECMO。5月20日因患者需心臟移植治療帶機(IABP+ECMO)

轉廣州中大附屬二院於5月17日順利接受心臟移植。

討 論

體外心肺支持組織(ELSO)建議將ECMO併發症分為機

械併發症（與ECMO管路、器材相關）和機體併發症（與治

療相關）兩大類[1]。機體併發症包括出血、血栓、溶血、

腎功能衰竭、肢體遠端缺血壞死等，其中最常見的是出

血[2,3]。本例重症心肌炎病人起病急，及時使用ECMO維持

治療時間較長，併發症情況多且復雜，早期灌注不足致腎

衰予CRRT治療。使用ECMO第11天發現左室及主動脈瓣血栓

形成，行取栓手術治療，術後出血，引流量多，經輸血後

出血改善但心包填塞緊急開胸止血術，術後引流仍多繼

續藥物止血及輸血方能控制出血。第30天出現腦出血及再

發心包填塞再開胸止血。第32天因低心排治療後無改善需

IABP治療，之後情況改善轉平穩直到轉院心臟移植治療。

該患者早期出現血栓及腦梗。腦梗可能與心衰腦

灌注不足或血栓脫落相關。據研究心衰時心功能主要靠 

ECMO完成，血液在心房內流動緩慢，如抗凝不足易導致血

栓形成。對心功能極差的病人，應適度加強抗凝，預防心

房血栓。減少出凝血併發症最重要的是預防[4]。

導致患者開胸術後出血、心包填塞及二次開胸止血

原因有手術刀口部位止血不徹底，長時間ECMO維持肝素抗

凝導致凝血因子缺乏、血小板消耗[5]。有關出血預防，文

獻建議在ECMO應用時避免侵入性或外科操作，以免引起難

以控制的出血；另要積極檢測凝血指標。Lafc等建議維持

Plt>150×109/L, Fib>200mg/L, INR<1�5。必要時使ACT維持

在正常的1�2~1�5倍，停用肝素或採用其他抗凝方法[4]。

2015年阜外醫院的經驗建議[6]ACT維持在 160~180s之間，如

滲血較多可維持 ACT120~140s，出血難以控制時可終止肝

素。該患者出現出血併發症後控制ACT目標值140~180秒。

後期ECMO及藥物無法維持心輸出量予IABP治療後改

善。ECMO聯合IABP可有效改善心功能狀況[7-9]，但需視情

況而定，避免有創介入增多而增加相關併發症。

總之，ECMO技術複雜，維持時間越長，相關併發症越

多，任何併發症的發生都可能導致死亡。決定ECMO治療成

敗在於積極預防併發症的發生。

（下轉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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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高位膽管損傷的處理 

袁兆霖 崔鳳東*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fdcui@gmail�com

腹腔鏡膽囊切除術(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LC)目前已經成為治療膽囊良性疾病的金標準術式，但

是，腹腔鏡膽囊切除有較高的膽管損傷併發症，據文獻

資料記載，其膽管損傷的機率約0�4%~0�7%[1]，由於膽

道損傷的位置、類型的不同，處理的方式也不相同。因

本病例為罕見的典型的高位膽管損傷，特此報告。

患者 男，50歲，診斷為膽囊結石伴慢性膽囊炎，

在外院擇期行腹腔鏡膽囊切除術，術中出現高位膽管、

肝管損傷，其後轉送至香港瑪麗醫院進一步診治。緊急

行腹部手術探查，診斷為BismuthIV型的膽管損傷（圖

示見封3），術中行肝固有動脈顯微鏡下端端吻合、左

肝管－空腸吻合術、S5、8肝管－空腸吻合術、S6、7肝

管－空腸吻合術，術後患者轉ICU監護，術後第9天出現

感染性休克，行腹部CT發現膽管－空腸吻合口漏引起腹

膜炎，再次急診手術治療，術中發現S5、8肝管－空腸

吻合口破裂、大量的膽汁滲出，術中超聲檢查提示左肝

動脈血供良好，術中行ICG提示9%(15min)，故行右半肝

切除，術後逐漸痊癒出院。

討 論

一、L C膽管損傷的現狀　在美國4292所醫院的

77604例病例中，LC膽管損傷發生率為0�59%[2]。內地報

導LC膽管損傷發生率為0�32%[3]。

二、高位膽管損傷的原因  1�解剖因素：膽囊管

過短、膽囊管與膽管並行、膽囊管繞過肝總管後從左側

匯入膽總管等都是容易產生膽管損傷的類型[5]。2�病理

因素：膽囊炎症的反復發生導致膽囊三角區解剖關係不

明確導致術中誤傷膽管或肝管[6]。3�技術因素：醫護人

員態度的認真負責和經驗技術的靈活運用是膽囊切除術

中值得注意的一個重要原因[7]。

三、膽道損傷的診斷  手術中的早期診斷是提高

療效的一個關鍵因素[8]，膽道損傷有其隱匿的特點，文

獻報導術中膽道損傷發現的機率約為25~32�4%[9]，為了

盡早發現膽道損傷，常規進行檢查是關鍵，一旦發現有

黃染，常提示膽管已有損傷，需要作出中轉開腹探查的

準備；如不能及時發現膽道損傷，術後出現梗阻性黃

疸、腹腔引流液為膽汁或者術後腹膜炎表現，MRCP應作

為診斷的首選方法。

四、膽道損傷的處理

1�手術時機的選擇：(1)腹腔鏡膽囊切除術中發現

膽管損傷，要想在術中及時發現膽管損傷具有一定的困

難，據統計發現率不到30%，而腹腔鏡膽囊切除手術一

旦造成高位膽管損傷，修復的難度很大，損傷範圍廣，

處理起來十分麻煩[8,9]。本病例盡管在術後12小時內轉

診至經驗豐富的醫院，由資深的肝膽專家進行膽道修

復，患者的治療過程仍是周折。(2)腹腔鏡膽囊切除手

術後發現患者出現高位膽管損傷而採取膽管修復手術，

為二期修復膽道手術，手術時機以與前1次手術時期相

隔3~6月為最佳，目前仍有部份研究顯示，只要病人具

備早期修復條件(病人不存在不可控制的全身感染徵

象)，就應該及早進行膽道手術重建[10-12]。

2�手術方式的選擇：膽道損傷的修復因膽道損傷的

類型及損傷的時間不同，所以所選擇的手術修補方式也

不相同。(1)在術中和術後的48h內，發現患者出現高位

膽管損傷，只要狀況良好，膽道壁片狀缺損<0�5cm，可

以直接間斷縫合和膽道成形術後放置T管引流[13]，(2)若

膽管損傷診斷為小於膽管管徑1/3的肝總管側壁傷，則可

以選擇縱行直接縫合的方式；若膽管損傷診斷為大於或

者等於膽管管徑1/3的損傷時，則可以選擇橫行縫合的方

式，並放置T管進行支撐；(3)若膽管損傷診斷為膽管橫

斷缺損，當患者膽管缺損面積<2cm則可以選擇對端吻合

方式；當患者膽管缺損面積≥2cm以及膽管損傷出現對端

吻合張力較大的情況時，則可以選擇膽管空腸吻合術方

式；(4)對於反覆膽道修復均未能達到治癒目的的，病情

進展至繼發性膽汁性肝硬化時或合併門靜脈高壓時，無

論膽道是否出現梗阻症狀，均需要考慮施行肝移植。

複雜高位膽管損傷若診斷處理不及時或不恰當，

將會導致膽管持續狹窄、膽管炎反復發作，一旦繼發膽

汁性肝硬化及門靜脈高壓症，嚴重影響病人的生活品

質，甚至危及病人生命。因此，必須高度重視複雜高位

膽管損傷的外科處理，盡可能保證1次修復成功，而避

免膽道的再次手術。

（下轉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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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發性HELLP綜合征1例

莫少敏 謝昕* 簡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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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婦產科

*通訊作者  E-mail:xiexinchristine85@yahoo�com�hk

患者 女性，26歲，因“孕30+5週“檢查發現尿

蛋白增高1天，血壓升高半天”於2016/05/25入院。

孕前有高血壓病史，孕期基礎血壓140+~150+mmHg，孕

期口服Methyldopa及Labetalol控制血壓，血壓波動在

120~140/80~90mmHg，孕早期尿蛋白(+)。1天前院外產檢

血壓200/120mmHg，尿蛋白(+++)，偶有頭暈，無頭痛、眼

花、心悸、氣促，無上腹痛，無陰道流血。擬於“高血壓

合併重度子癇前期”收入本院。2012年曾診斷“輕度子癇

前期順產一胎”。2013年因“完全性I級HELLP綜合征”剖

宮產一胎，產後診斷“高血壓病”。

入院查體：BP189/128mmHg，神清，全身黏膜無蒼

白、黃染及出血，心肺聽診無異常。腹部膨隆，無壓痛

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區無叩痛。雙下肢水腫

(++)。產科B超示：宮內單胎頭位妊娠，胎兒大小小於

孕週2+1週，孕婦腹腔見多量腹水。NST無反應。血PLT 

46×109/L, LDH 1087 U/L, ALT 35�2U/L, AST 54�7U/L, 

TBIL 24�0umol/L, IBIL 19�2umol/L, ALB 26�0g/L, TBA 

59�29umol/L。考慮診斷“1�完全性I型HELLP綜合征；

2�高血壓合併重度子癇前期；3�胎兒宮內發育遲緩；

4�疤痕子宮”。即行剖宮產終止妊娠。術中見淺黃色腹

水950ml，新生兒體重1�04kg，Apgar1分鐘評4分，5分鐘

評6分，10分鐘評9分，羊水I度渾濁，胎盤邊緣見5×3cm

壓跡，表面見暗紅色血塊附着。術後新生兒轉NICU，產

婦轉ICU。產婦術後予解痙、降壓、鎮靜、止痛，補充白

蛋白、利尿、護肝、預防感染等治療，並輸注血小板及

新鮮冰凍血漿。術後第1天，產婦血小板開始回升，肝腎

功能進一步下降。術後第5天，肝功及血小板均恢復正

常水平予出院。新生兒出生後出現呼吸窘迫綜合徵，經

處理後於生後第18天轉出NICU，生後第42天糾正胎齡為

36+4週，予出院。

討 論

HELLP綜合徵是1982年由Weinstein首次提出[1]，

以溶血(hemolysis, H)、肝酶升高(elevated liver 

enzymes, EL)、血小板減少(low platelets, LP)為特

點，是妊娠期高血壓病的嚴重併發症[2]。據報導HELLP

綜合徵孕產婦死亡率達3�4%~24�2%，圍產兒死亡率達

7�7%~60�0%[3,4]。HELLP綜合徵典型的臨床表現為乏力、

上腹痛、噁心、嘔吐、體重驟增，多數患者有出血傾

向。因其臨床表現多變，故其診斷主要依據相關的實驗

室檢查。目前國際上多使用美國Tennessee分類標準，

分為完全性和部份性HELLP綜合徵[5]。研究報導完全性

HELLP綜合徵患者較部份性HELLP綜合徵患者病情嚴重，

造成圍產兒死亡率較高[6]。美國密西西比大學根據血小

板計數又將HELLP綜合徵分為三級[7]。本例屬於完全性

HELLP綜合徵，血小板計數I級。母胎均有併發徵，病情

危急，但由於診治及時，最終結局良好。

根據[8]報導，HELLP綜合徵的患者再次妊娠有7%發

展為HELLP綜合徵，18%發展為子癇前期，18%發展為妊娠

期高血壓。對於既往有HELLP綜合徵或高血壓的婦女再

次妊娠應加強圍產期保健，預防重度子癇前期的發生至

關重要。目前已經有大量研究證實孕中期開始針對高危

的孕婦給予低劑量的Aspirin有助於減少子癇前期的發

生[9,10]。此外應加強子癇前期患者的教育，所有子癇前

期的婦女均應注意有無嚴重的症狀或體徵，並且每天監

測胎動情況。定期複查實驗室指標有助於了解疾病的進

展。本例患者初產時診斷輕度子癇前期，產後血壓未恢

復正常水平，未進一步診治，其後兩次妊娠均不規律產

檢，未規律監測及控制血壓，導致出現HELLP綜合徵及肺

水腫等嚴重併發症，分別於妊娠34+2週及30+5週早產。

控制高血壓雖然並不能阻止疾病進展，但能減少嚴重高

血壓的發生，有可能延緩子癇前期及HELLP綜合徵發生的

時間，減少嚴重併發症的發生。

由於HELLP綜合徵沒有非常有效的治療策略，因此

積極預防具有重要意義，在圍產期積極防治重度子癇前

期或子癇的發生，加強圍產期保健，進行正規的產前檢

查，對有高血壓症狀的孕婦監測肝酶及凝血功能，做到

早預防、早治療，避免病情的發展。

Weinstein L� Syndrome of hemolysis, elevated liver enzymes, and low 

platelet count: a severe consequence of hypertension in pregnancy� 

Am J Obstet Gynecol, 1982; 142(2):159-167�

苟文麗, 謝幸, 苟文麗, 主編� 婦產科學(第8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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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腎病合併膜性腎病及IgA腎病1例病例報導

唐靜 歐陽梓華 蕭浤*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腎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xiaoyx123@yahoo�com�hk

近年來我國糖尿病發生率急速增加，糖尿病腎病

(Diabetic Nephropathy, DN)已取代其他腎小球疾病成

為我國慢性腎臟病的主要病因[1]，但糖尿病患者的腎

臟病變不一定都是DN，有相當比例是非糖尿病性腎臟

疾病(Non-diabetic renal diseases, NDRD)。2007年

慢性腎臟病臨床實踐指南(KDOQI)提出糖尿病腎臟疾病

(Diatetic kidney disease, DKD)的概念，包括DN、NDRD

以及DN+NDRD[2]。DN與NDRD的治療及預後明顯不同，因此

進行腎活檢確診非常重要。DN合併NDRD病理類型中以IgA

腎病、膜性腎病為多見，DN同時合併2種原發性腎小球疾

病者罕見報導。本院診斷1例2型糖尿病腎病合併膜性腎

病及IgA腎病，現報導如下。

患者 男性，70歲，因“浮腫半年，加重2月”2017

年4月6日入院。既往有高血壓病、2型糖尿病10+年，

血壓、血糖控制尚可。2015年尿蛋白(-)。入院體

查：BP 156/70mm H g，雙下肢重度凹陷性浮腫，餘正

常。實驗室檢查：尿常規比重1�010，蛋白(+++)，鏡檢

紅細胞92/ul。血常規Hb122g/l。血生化Alb 15�6g/L，

Cr71μmol/L，eGFR 85ml/min，HbA1C 6�4%。2次24h尿

蛋白定量6�13g、14�64g。自身抗體、補體、腫瘤標誌

物及病毒性肝炎標誌物、血清蛋白電泳、尿本周氏蛋白

均陰性。眼底檢查白內障，未見糖尿病眼底病變。腎活

檢光鏡：系膜基質增多，系膜細胞增生，1個K-W結節，

基底膜輕中度增厚，輕度腎小管萎縮，間質纖維化，間

質炎症細胞浸潤。免疫螢光IgA(++)~(++++)，IgG(++)，

C3(++)，IgA彌漫性顆粒樣系膜區沉積，IgG、C3沿毛細

血管袢顆粒樣沉積。電鏡：腎小球基底膜部份增厚，上

皮下中量電子緻密物沉積，有釘突形成，系膜區少量電

子緻密物沉積，上皮細胞足突廣泛融合，系膜基質重度

增多。最後診斷：早期糖尿病腎病並Ⅰ~Ⅱ期膜性腎病併

IgA腎病(圖1-3 見封3) 。

討 論

DN是糖尿病的嚴重併發症之一，大約20%~40%的2型

糖尿病患者最終會發展為DN[3]。傳統意義上的DN是糖尿

病本身所致的腎臟疾病，兩者有明顯的因果關係，其分

期及典型病理改變主要反映1型糖尿病導致DN的自然病

程，而2型糖尿病合併慢性腎臟病的表現有很大的異質

性[4-6]，合併NDRD並不少見。

一、NDRD的檢出率及病理類型  由於受地理、種

族、遺傳、腎活檢指征等因素的影響，NDRD的檢出率為

10%~85%[4,7]，DN+NDRD的檢出率為5�8%~27%[4-6]，病理類

型以IgA腎病、膜性腎病最為多見[4-7]，但DN同時合併2種

原發性腎小球疾病者罕見報導。本病例最終診斷為2型糖

尿病腎病合併膜性腎病及IgA腎病，實屬少見。

二、 DN和NDRD的臨床判定指標  目前DN的診斷通

常借助於臨床診斷。2007年KDOQI提出DN的診斷標準：大

量蛋白尿患者或者微量白蛋白尿患者合併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Diabetic retinopathy，DR)或者1型糖尿病病程超

過10年且出現微量白蛋白尿時大多可以診斷DN[2]。NDRD

與DN的一般情況、臨床表現和病理特徵明顯不同，Zheyi 

Dong等人研究發現，無DR、腎小球源性血尿、糖尿病病

史<5年是NDRD的獨立危險因素[8]。Liu MY等[9]研究發現

糖尿病病史、收縮壓、DR、糖化血紅蛋白、血尿、血紅

蛋白與DN診斷獨立相關，並建立DN診斷概率方程。本病

例糖尿病病程雖然超過10年，但突然出現蛋白尿合併血

尿，無DR，不符合DN臨床特點，將本病例各項指標代入

上述預測方程，計算出DN的診斷概率為3�24%，診斷DN的

概率較小。

三、DKD腎活檢指針及腎臟病理特點   DN和NDRD

的發生、發展、治療和預後都有很大的差異，明確診斷

是診療的關鍵。司美君[10]等人研究發現按照KDOQI的診

斷標準，有91�8%的DN患者符合該標準，將會導致8�2%

的DN患者漏診，而有81�5%的NDRD患者有可能被誤診為

DN。腎臟病理診斷仍然是確診糖尿病引起腎損傷的金標

準。KDOQI指南建議2型糖尿病患者出現以下情況時應考

慮腎活檢[2]：1�無DR；2�GFR迅速降低；3�急劇增多的蛋

白尿或出現腎病綜合征；4�頑固性高血壓；5�活動性尿

沉渣表現(紅細胞)；6�其他系統性疾病的症狀或體征；

7�ACEI或ARB開始治療後2—3個月內GFR下降超過30%。本

病例無DR，短期內出現大量蛋白尿及腎病綜合征，有血

尿，符合腎活檢指徵，無腎活檢禁忌症。

典型的DN腎臟病理特點為K-W結節、彌漫性系膜基

質增生、基底膜均質增厚，IgG沿毛細血管基底膜細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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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電鏡下無電子緻密物沉積。NDRD病理類型以IgA腎

病、膜性腎病最為多見，由於發病機制不同，兩者共同

發生於同一病例極少見，目前僅見個案報導[11,12]，合併

糖尿病腎病者更為少見。本病例腎臟病理IgA彌漫性顆粒

樣系膜區沉積，IgG、C3沿毛細血管袢顆粒樣沉積，上皮

下、系膜區均可見電子緻密物沉積，符合膜性腎病合併

IgA腎病的診斷標準，並且系膜基質重度增生，可見K-W

結節，同時具有DN的病理特點，符合2型糖尿病腎病合併

膜性腎病及IgA腎病的診斷。

四、治療及預後  DN主要是治療糖尿病，控制血

糖、血壓及應用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抑制劑，無特異

治療手段；而NDRD由於多合併原發性腎小球疾病，使用

糖皮質激素及免疫抑制可使很多患者的病情得以緩解。

因此，目前普遍認為NDRD的預後較DN好[6,13,14]。而對於

DN與DN+NDRD的預後比較，不同的研究結果不一致。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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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A相關性血管炎(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A A V)是壞死性炎症為特點的血管炎，臨床以中老年為

主，發病高峰65歲~74歲，小孩少見[1]。AAV通常是致命

的，6個月死亡率約為60%，1年死亡率高達80%[2]。目

前我國尚無完整的發病率，文獻指美國AAV發病率3/10

萬、日本與英國發病率約2/10萬[3]。隨着對此病認知加

深，診斷率上升和早期治療，死亡率明顯改善，現本院

報導1例如下。

患者 女性，57歲，因咳、痰中帶血1月，浮腫3

天入院，既往有甲亢史，起病初曾行胸片未見異常，

入院前查甲功正常，尿常規：PRO(3+), RBC902/UL；

入院查體：T36�5℃, BP198/113mmhg，平臥位，貧血

貌，雙肺未聞囉音，下肢腫。CBC：WB C9�3×109/L、

HB62g/l；Cr443umol/l，ALB30g/L，泌尿B超雙腎大小

正常、未見梗阻。胸CT：雙肺多發片狀實變影，緃隔

淋巴結腫大。第2天HB51g/l，PRO-BNP16084pg/ml，

C3/C4 0�763/0�241, CRP47�3mg/L, PCT 0�5ng/ml，

ANA1:100，Anti-SSA、Anti-SSB(弱陽性)，ds-DNA(-)，

Cr510umol/l，支纖鏡沖洗液細菌及結核培養陰性，住院

期間予抗炎處理，第3天氣促加重，ANCA：P-ANCA(+)，

MPO(+)。診斷ANCA相關血管炎併腎損害，加甲強龍靜脈

注射，擬進一步透析，因私人原因轉政府醫院，轉院

後行血透及血漿置換，期間予MP+CTX、免疫球蛋白等處

理，腎功能未能恢復，後因終未期腎衰維持性血透治療

至今，目前長期本院維持透析。

討 論

血管炎是以血管壁炎症和纖維素樣壞死為病理特

征的一組疾病，由於受累血管的類型、大小和部位不

同，病理改變也多樣。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目前應

用較廣泛的是美國風濕病學會ACR和2012年Chapel Hill 

Consensus Conference分類方法，分7大類：大血管，中

血管，小血管炎，變異性血管，單器官性血管，與系統

性疾病相關的血管炎，與可能的病因相關的血管炎；小

血管炎包括 1�ANCA相關性血管：顯微鏡下多血管炎，肉

芽腫性多血管炎和嗜酸性肉芽腫性多血管炎；2�免疫複

合物性小血管炎：抗腎小球基底膜病，冷球蛋白性血管

炎，IgA性血管炎和低補體血症性蕁麻疹性血管炎。與

1994年分類中有以下幾個改變：1�肉芽腫性多血管炎替

代韋格肉芽腫。2�嗜酸性肉芽腫性多血管炎替代變應性

肉芽腫血管炎。3�過敏性紫癜更名為IgA性血管炎。

臨床表現為乏力，皮膚損害，關節炎，多系統/多

臟器損害。與感染、腫瘤、狼瘡相似。早期非特異性表

現多見（發熱，乏力，體重下降，肌痛，關節痛，貧

血）。腎臟及肺最常受累。胸片易誤診感染，腫瘤，結

核或肺水腫。腎損害時表現為血尿，蛋白尿或急性腎損

傷。實驗室異常包括：ESR、CRP升高，HB低，WBC和PLT

高，C3正常或偏低，ANCA(+)。ANCA是AAV的標誌物，免

疫熒光下分為胞漿型和核周型。髓過氧化物酶(MPO)和蛋

白酶3(PR3)是ANCA主要的靶抗原，用ELISA法檢測，它們

在肉芽腫性多血管炎和顯微鏡下多血管炎中最常見。

治療依賴免疫抑制治療，激素和環磷酰氨(CTX)為

誘導治療首選。對急性及嚴重臟器受累可應用甲強龍沖

擊。肺出血，合併抗GBM抗體或發病時依賴透析的病人

可血漿置換[4]。維持治療時激素應用最少劑量或停用，

可使用MTX、AZA、萊氟米特、MMF等替代CTX，在這些藥

物中，建議首選AZA[5]。近年有報導利妥昔單抗維持治

療、預防復發效果優於AZA，但還需進一步研究[6]。對

於終未期腎衰者，在沒有腎外活動表現時則不需積極免

疫抑制治療。

在免疫抑制誘導治療出現前，AAV預後很差，死亡

率高。但繼發感染代替血管炎活動成為了死亡的主因。

醫生應關注高危患者，如高齡、腎功能不全或肺受累患

者。若AAV患者成功逃過早期死亡，那麼慢性併發症，

尤其惡性腫瘤和心血管事件需特別留意。有研究發現

AAV 12個月後，心血管事件為死亡的主因[7]。

AAV是一種多系統受累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中國人

群中並不少見。但早期臨床表現多樣，大多未能及時診

斷。很多病人來診時病重，併發症多，令臨床難以診斷。

此病死亡率高，需大家警愓，及早診斷，早期治療。

（下轉33頁）

Ntatsaki E, Watts RA, et al� Epidemiology of 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Rheum Dis Clin North Am� 2010; 36:447-4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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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芽腫性前列腺炎誤診為前列腺癌1例報告 

關永為* 陳泰業 胡峰 葉蔭霆 曾紀寧 Satish Shrestha 鄭巍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泌尿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winsonkwan@hotmail�com

患者 男性，59歲，2016年11月18日因發熱、排尿

困難1天來診，予以留置導尿後收入院。既往有高血壓病

史，一直口服降壓藥。入院後檢查CBC提示重度貧血，粒

細胞缺乏，血小板極度減少。尿常規報告URBC>1000/ul，

UWBC 153/ul，亞硝酸鹽陽性。PSA169�343ng/ml。直腸

指檢可及前列腺6�0×5�5cm大小，形態欠規則，質硬無壓

痛，中央溝消失。泌尿系超聲示前列腺重度增大，慢性膀

胱炎聲像。內科會診行骨髓穿刺，見小灶紅系細胞及個

別巨核細胞和少量粒系骨髓細胞，有單個核細胞聚集浸

潤，免疫組化示CD68, LCA, CD20, CD3, CD30, CK, MPO, 

CD117, CD138, K和L輕鏈以及EBER均呈陰性。經院外多方

會診，均同意骨髓造血組織減少，但原因未明。內科予以

抗感染，neupogen 300ug qd皮下注射，Revolade及口服激

素升血小板，並先後輸血4U，複查各項指標有所好轉。進

一步行前列腺MRI+MRS，T2WI示見不規則異常信號灶腫塊

影佔據大部份前列腺。前列腺大部份包膜不完整，局部

突破左後部包膜向外突出，與周圍脂肪間隙分界不清，

左側神經血管束顯示不清，腫塊包繞並壓迫前列腺尿道

部致其右移。MRS成像顯示前列腺大部份區域Cho波峰明顯

升高，枸櫞酸鹽(Cit)波峰明顯降低。雙側股骨上段、雙

側髂骨、恥骨、坐骨、骶椎多發斑片狀、團片狀長T2信號

灶，邊緣模糊，增強後輕中度強化。結論考慮前列腺癌並

突破包膜、侵犯左側神經血管束，骨盆、雙側股骨上段及

骶椎多發骨轉移。予PET/CT進一步了解全身狀況。PET/CT

示前列腺體多發斑片狀攝取增高區，與鄰近膀胱後壁分界

不清，侵犯左側肛提肌及直腸左壁。左側坐骨骨質密度減

低，考慮前列腺癌侵犯直腸左旁組織伴左側坐骨骨轉移

瘤。2017年5月經直腸前列腺穿刺，病理提示送檢前列腺

穿刺組織腺體及間質增生，腺體可見兩型細胞，部份腺體

基底細胞增生。送檢前列腺組織中可見大量淋巴細胞、漿

細胞及中性白細胞浸潤伴多個散在的上皮樣細胞團，未

見壞死。免疫組化P63示腺體基底細胞陽性，P504S陰性，

特殊染色Wade-File及Ziehl-Neelsen未見抗酸菌，G�M�S及

DPAS未見真菌。病變考慮為前列腺慢性活動性炎伴肉芽腫

反應(active chronic inflammation with granulomatous 

reaction)。2017年5月8日複查PSA下降至5�8ng/ml。

討 論

國外一組25,387例良性前列腺疾病研究中，肉芽腫性

前列腺炎佔0�5%[1]。發病年齡18歲~86歲，2/3的患者年齡

在50歲~70歲。肉芽腫性前列腺炎發病機制目前未完全明

確，普遍認為起病是與多種因素如感染、前列腺穿刺或導

管梗阻後引致的自身強烈免疫反應有關[2]。由於病例數量

少，難以對此疾病作出專門的一套診斷及治療方案。

肉芽腫性前列腺炎常伴有反覆發作的尿路感染。臨

床表現中常見有尿頻、尿急、尿痛、排尿不暢等下尿路刺

激症狀，嚴重時可伴有排尿困難甚至急性尿瀦留。雖然患

者常有反覆尿路感染病史，但約只有1/3患者有畏寒發熱

血像明顯升高，如可疑前列腺癌病例患者有明顯尿路感染

及實驗室檢查支持較嚴重感染，應注意有本病可能[3]。

本病發展至中晚期後，局部形成多發黃色肉芽腫結

節，腺上皮及導管上皮修復過程中出現明顯不典型增生，

容易被誤診為前列腺癌[4]。

大多數認為超聲檢查對於鑑別肉芽腫性前列腺炎作

用不大。雖然MRI+MRS一向被視為診斷前列腺癌的最佳無

創檢查，但對於肉芽腫性前列腺炎來說，常規前列腺MRI

檢查缺乏特異性，動態增強MRI檢查可反映病變的血流動

力學特徵，有助於病變的良惡性鑑別[5]。Padhani及其團隊

認為，動態增強MRI中的平均強化速率、強化幅度及清除

速率在前列腺癌區及非癌區均存在顯著性差異[6]。所以，

在各種無創傷性檢查的比較中，結合動態增強MRI似乎對

於診斷肉芽腫性前列腺炎有望提高診斷率[7-10]。本例患者

超聲未提示前列腺癌，MRI+MRS反而提示前列腺癌可能。

目前明確診斷仍有賴於前列腺穿刺活檢術。對於較

小或位置隱匿之病灶（如前列腺前半區尤其前尖部是經直

腸前列腺穿刺活檢術相對盲區，較容易引起假陰性診斷，

為腫瘤好發部位[11,12]），可考慮靶向融合前列腺穿刺以減

少前列腺前區腫瘤逃逸[13]。此病例提醒日後對於可疑前列

腺癌並嚴重尿路感染的患者，需先要注意排外肉芽腫性前

列腺炎，積極抗感染治療，密切觀察PSA變化，必要時盡

早行前列腺穿刺以明確診斷。

（下轉60頁）

Epstein JI,  Netto GJ� Inflammatory conditions� Epstein JI, ed� Biopsy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state� 4th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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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體腔注射曲安奈德治療視網膜靜脈周圍炎1例 

李瑞蓮 顏群群 熊倩瑜*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眼科

*通訊作者  E-mail:kweyemacao@yahoo�com�hk

患者  女，51歲，因“右眼前絲狀影飄動2月餘”

來診。30年前有左眼底出血史，具體診斷不詳，予激光

治療後視力差。平素體健，否認全身病及傳染病史。查

體：右眼矯正視力為1�0，左眼矯正視力為0�5。右眼壓

17mmHg，左眼壓16mmHg。雙眼前節檢查未見異常。右眼

底檢查可見玻璃體混濁(+-++)，視盤及黃斑未見異常，

顳下支血管弓處靜脈周圍視網膜見大片白色滲出，周邊

部視網膜見局部血管呈白線樣改變，部份血管見白鞘，

上方周邊部視網膜見血管迂曲（圖1 見封3）。左眼底

檢查可見黃斑區色素紊亂，周邊部視網膜見局部血管呈

白線樣改變，視網膜見多個色素斑，呈陳舊性病變表現

（圖1 見封3）。眼底熒光血管造影(FFA)檢查可見右眼

視網膜靜脈管壁熒光着染和滲漏，除鼻上象限外，其餘

象限周邊部視網膜均可見毛細血管無灌注區，顳上方及

顳側周邊部見新生血管形成（圖2 見封3）。右眼光學

相干斷層成象(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檢查可見顳下支血管弓處視網膜水腫及視網膜前膜形成

（圖2 見封3）。診斷為右眼視網膜靜脈周圍炎，給予

右眼玻璃體腔注射曲安奈徳(triamcinolone acetonide, 

TA) 2mg(0�05ml)治療。治療後1週複診時發現右眼壓升

高達45mmHg，予降眼壓藥物治療後眼壓控制，其後行右

眼視網膜激光光凝治療。右眼內注藥術後2月複診時已

可完全停用降眼壓藥物，眼壓維持正常，右眼前絲狀影

飄動症狀已完全消失，查體：右眼矯正視力1�0+，眼壓

19mmHg，玻璃體基本透明，顳下支靜脈周圍白色滲出已

完全吸收，周邊部視網膜見激光色素斑（圖3 見封3）。

右眼OCT檢查見顳下支血管弓處視網膜水腫完全消退（圖

3 見封3）。

討 論

視網膜靜脈周圍炎又名Eales病，是一類主要影響

成人周邊視網膜的特發性阻塞性血管疾病，多發生於20

歲~40歲的男性病人[1,2]。Eales病的3個臨床特征為視網膜

靜脈炎、周邊部視網膜無灌注和視網膜新生血管形成[3]。

皮質類固醇是治療Eales病炎症期的主要方法，可予全

身激素治療或球周注射激素治療[4]。本例患者結核菌素

試驗呈強陽性，雖全身檢查未發現結核感染灶，但如行

全身大劑量激素治療，則需聯合預防性抗結核治療。考

慮患者為單眼發病，所以建議患者行眼局部激素治療。

Pathengay和Ishaq等人曾報導玻璃體腔注射TA 4mg(0�1ml)

可有效控制Eales病的炎症反應[5,6]，因此本例患者予玻璃

體腔注射TA 2mg(0�05ml)治療。結果可見玻璃體腔注射TA 

2mg(0�05ml)也可有效控制Eales病的炎症反應。從治療後

眼底照片和OCT可見視網膜白色滲出吸收及視網膜水腫消

退。盡管早期出現眼壓升高的副作用，但只需短期藥物治

療已可有效控制眼壓。

綜上所述，玻璃體腔注射TA 2mg(0�05ml)可有效控

制Eales病的炎症反應，但仍需更多的病例以明確其有效

性。對於伴或不伴有全身激素治療禁忌症的患者，玻璃體

腔注射TA可作為治療Eales 病炎症反應的主要方法，尤其

是單眼發病的患者。

Ryan SJ, 主編� 黎曉新, 等譯� 視網膜(第4版)� 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

司, 2011; 1:1444-1447�

嚴密� 眼科學(第4版)�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0:138�

Das T, Pathengay A, Hussain N, et al� Eales' diseas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Eye, 2010; 24:472-482�

Biswas J, Sharma T, Gopal L, et al� Eales disease-An Update� Surv 

Ophthalmol, 2002; 47:197-214�

Pathengay A, Pilli S, Das T� Intravitreal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in Eales' disease: a case report� Eye, 2005; 19:711-713�

Ishaq M, Feroze AH, Shahid M, et al� Intravitreal steroids may 

facilitate treatment of Eales'diseas (idiopathic retinal vasculitis): 

an interventional case series� Eye, 2007; 21:1403-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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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超聲診斷睾丸精原細胞瘤1例並文獻複習 

楊波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mail:81537630@88�com

患者 男性，41歲，以左側陰囊沉墜感30餘天來診。

患者無發熱、午後盜汗、陰囊腫痛。睾丸彩色超聲示：左

側睪丸腫大，內見分葉狀異常回聲腫塊，邊界清楚，回聲

不均，CDFI腫塊血流信號增多，考慮精原細胞瘤（圖1、

2 見封3）。查絨毛膜激素(β-HCG)、CEA、AFP、TPSA、

CA19�9、CA72�4均為陰性。遂外科行左側睪丸高位切除

術，術後病理示精原細胞瘤。

討 論

睾丸精原細胞瘤為源於睾丸原始生殖細胞的惡性腫

瘤，在睾丸生殖細胞腫瘤中最常見，約佔40%，以單側發

病為主，常見青壯年，發病年齡多在30歲~49歲之間。大

體表現為實性、結節狀或分葉狀腫塊，可伴出血、壞死及

囊性變，由於睾丸白膜限制了腫瘤生長，大部份病變邊界

清楚[1]。鏡下典型腫瘤由大小一致的瘤細胞構成，彌漫性

片狀分佈，纖維性間隔將腫瘤細胞分隔成巢狀或不規則腺

腔狀，腫瘤間質呈綫狀排列或分佈均勻，間質中含豐富

的血管和淋巴細胞[2]。精原細胞瘤恒定表達胎盤鹼性磷酸

酶、D2-40、CD117，不表達CD30和人體絨膜促性腺激素，

AFP陰性。

病理上分典型精原細胞瘤、間變性精原細胞瘤和精

母細胞性精原細胞瘤3個亞型。以典型精原細胞瘤多見，

間變性精原細胞瘤惡性程度高、侵襲性強，精母細胞性精

原細胞瘤多見於老年人、預後較好。多沿淋巴道轉移至

髂內、髂總及腹主動脈旁，偶爾發生沿血循轉移至肝和

肺[3]。高頻超聲不僅能發現腫瘤的存在，判斷腫瘤是否來

源於睾丸，且可檢查有無腹股溝、腹膜後淋巴結腫大及腹

腔臟器轉移。

睾丸精原細胞瘤的超聲表現：大多數表現為睾丸內

生性腫塊，邊界清楚，部份有聲暈，內部多為均勻中等、

低回聲，類似正常睾丸回聲，部份有小囊狀液化壞死區或

點狀高回聲出血灶。位於睾丸上、下極的較大腫塊常壓迫

正常睾丸組織，使其成新月型，狀似附睾頭呈“雙附睾頭

征”。部份表現為腫塊向外生長，僅小部份和正常睾丸相

鄰且邊界清楚，腫塊多位於睾丸上極和附睾頭連接部附

近，內回聲均勻和睾丸共用同一被膜，呈“雙球征”。少

部份呈彌漫浸潤型，表現為睾丸不同程度腫大，輪廓清

楚，內部回聲較均，但較正常睾丸光點粗大。各類型腫瘤

內均示血流信號豐富，呈短綫狀或樹枝狀，血管分支多，

粗細不均，血流頻譜多為低阻型動脈血流。內生腫塊型尚

可見瘤周血管呈抱球樣環繞。本例患者腫塊位於睪丸內，

邊界清楚，內部低回聲，未見液化壞死區或高回聲出血

灶，血流信號豐富，呈短綫狀或樹枝狀，血管分支多，粗

細不均，符合睾丸精原細胞瘤的超聲表現。

睾丸精原細胞瘤的鑒別診斷：1�外生型與睾丸外腫

瘤鑒別：睾丸精原細胞瘤源於睾丸，與睾丸共用同一被

膜，睾丸外腫瘤的睾丸多為受推移改變，腫瘤與睾丸以包

膜為界。2�彌漫型與睾丸炎鑒別：二者睾丸腫大、血供均

有增加，但睾丸炎呈片狀低回聲且有腮腺炎等炎症感染史

或感染中毒症狀，彌漫型睾丸精原細胞瘤多見於隱睾，且

可見腹膜後淋巴結轉移。3�內生型及彌漫型腫瘤與正常睾

丸鑒別：較大精原細胞瘤由於腫塊回聲均勻、界清，如果

不仔細多切面連續掃查很容易將正常睾丸組織錯認為附睾

頭，將腫塊當成睾丸而誤診，此類彩色多普勒可區別：彩

色多普勒多於腫塊周圍可見動脈血流信號環繞呈抱球樣，

且內部血流信號較正常豐富；彌漫型可見睾丸比健側稍

大，回聲光點粗大，內血流信號比正常睾丸多。4�與睾丸

其它類生殖細胞腫瘤鑒別：睾丸畸胎瘤、畸胎瘤、絨癌內

回聲不均，以畸胎癌明顯[4]；內胚竇瘤回聲均勻但少見且

好發於嬰幼兒；對於隱睾惡變則多為精原細胞瘤[5]；皮樣

囊腫和表皮樣囊腫部份內部回聲均勻，與精原細胞瘤不好

區分，但表皮樣囊腫內回聲多呈洋蔥皮樣改變，且彩色多

普勒於其內均不能探及血流信號[6]；部份病例仍須病理才

能完全區分。

高頻超聲可發現較小的睾丸精原細胞瘤，對於隱睾

惡性變也有一定幫助，且可根據有無腹股溝淋巴結腫大將

其進行臨床分期，為臨床制定合理的治療方案提供幫助。

牛海濤, 李濤, 王一, 等� 2005年歐洲泌尿外科會議睾丸腫瘤診斷治療

指南� 中華腫瘤雜誌, 2006； 28(8):637~639�

馬小兵, 王獻華, 佟樹文, 等� 成人睾丸精原細胞瘤25例臨床病理分

析� 中國煤炭工業醫學雜誌, 2008； 11(10):1496~1498�

吳階平 主編� 泌尿外科� 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1:515~516�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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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孢曲松鈉致假性膽囊結石2例病例報導並文獻複習

李靜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通訊作者  E-mail:joycesumslei@gmail�com

患兒1 女，3歲，因“發熱、腹瀉1天”於2014

年09月26日入院，入院時診斷沙門氏菌腸炎，予

Ceftriaxone60mg/kg�d靜脈滴注，共7d。D3熱退、腹瀉

腹痛好轉，D7再次出現陣發性上腹痛，腹部B超見膽囊

腔縮小，腔內多個強光斑，直徑各約0�2cm，伴聲影，

可移動，考慮膽囊多發小結石。停用Ceftriaxone，予

Buscopan解痙處理，腹痛改善出院。出院後無發熱腹痛

黃疸，停藥8週後複查膽囊B超未見結石影。

患兒2 男，7歲6月，因“腹痛3天”入院，入院後

考慮細菌性腸炎，予Ceftriaxone 60mg/kg�d靜脈滴注，

共5d。D3熱退，腹痛腹瀉改善，D5再次出現陣發性上腹

痛，查腹部B超提示：膽囊形態、大小正常，囊壁光滑，

腔內見強回聲光團，呈結節狀，大小約1�4cm×0�5cm，

伴弱聲影，考慮膽囊可疑膽石團。停用Ceftriaxone，

予Buscopan解痙治療，腹痛緩解出院。出院後無腹痛黃

疸，停藥4週後複查膽囊B超膽囊腔內未見異常回聲。

以上2例病例於停藥後4~8週複查膽囊結石消失，臨

床考慮Ceftriaxone相關假性膽囊結石

討 論

一、Ceftriaxone相關假性結石的流行病學

1988年Schaad[1]首次報導靜脈滴注Ceftriaxone誘發

膽囊結石和膽泥，37例應用Ceftriaxone的兒童，16名兒

童出現膽道結石，1名同時發現泌尿系結石且發生阻塞性

腎盂擴張。停藥2~63天內結石消失。稱之為假性結石症。

國內外陸續有Ceftriaxone靜脈滴注後發生膽道及泌

尿道假性結石的報導，發生率約15�1~57�5%[3]，且膽道假

性結石和膽泥的發病率高於泌尿道結石。Papadopoulou

等[4]檢查了44名使用高劑量Ceftriaxone(100mg/kg�d)抗

感染兒童的腹部超聲，11名兒童(25%)在使用Ceftriaxone 

D2-9出現膽道假性結石。彭秋燕[5]等報導Ceftriaxone引

起膽囊假性結石21例(28�76%)，輸尿管結石伴梗阻3例

(4�11%)。

二、Ceftriaxone相關假性結石的發病機制

Ceftriaxone所形成的假性結石已被證實為頭孢曲松

鈣鹽結晶，頭孢曲松與游離鈣離子以1:1摩爾比結合形成

頭孢曲松鈣，含少量膽固醇結晶和膽紅素[6,7]，其引致假

性結石的機制如下：

1�Ceftriaxone靜脈滴注後以原型排出，主要經膽汁

和腎臟排泄，且Ceftriaxone解離後的陰離子易與鈣離子

結合，形成結石。

2�注射Ceftriaxone後膽囊中濃度比血液中濃度高出

20~150倍[8]，當超過飽和度後，可在膽囊中形成膠凍樣

團塊，並與膽酸結合，使膽固醇結晶形成膽固醇結石。

停藥後，頭孢曲松鹽逐漸溶解至膽汁中，膽囊內假性結

石消失[4,9-10]。

3�Arpacik等[11]通過豚鼠建立Ceftriaxone膽囊結石

模型，利用離體膽囊肌肉對各種藥物的收縮及舒張功能

的測定，認為Ceftriaxone可引起膽囊收縮功能受損，這

可能是引起結石的主要原因。

4�其它影響因素：使用Ceftriaxone的患者如果同時

出現脫水、進食及高溫可增加膽囊假性結石發生率[12]，

高劑量用藥(≥2g/d或者100mg/kg�d)[13-15]及注射速度過快

(<30min)[1]與膽囊結石發生率有關。

三、Ceftriaxone相關假性結石的防治及預後

Papadopoulou及Biner B的研究結果表明：假性膽

道結石異常超聲表現的患兒，停藥8~30天後超聲異常消

失，非必要的膽囊切除術應避免[4,13]。田暉等[14]觀察的

45例假性膽囊結石兒童停藥後1~4週結石消失。

目前的研究結果大部份認為Ceftriaxone相關假性膽

囊結石具有可逆性，多數在停藥後自行消失，伴有其他

症狀應對症處理，而伴有膽道阻塞、壞死性膽囊炎等應

行膽囊切除[4,15,16]。絕大部份的假性膽囊結石並無手術

指徵，對考慮該診斷的患者應盡快停藥，避免不必要的

膽囊切除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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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應是健康的引領者—醫生的職業化培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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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目的是甚麼？社會有這樣一種傳統認

識：“學醫，當醫生，就是等人得病，然後給人治

病”。於是，就出現了醫院的坐堂行醫，所謂坐堂醫

生[1]。狹義的醫學只是疾病的治療，而廣義的醫學是以

診斷、治療和預防生理和心理疾病和提高人體自身素質

為目的的。醫學同時具有人文與藝術的一面，它關注

的不僅是人體的器官和疾病，而是人的健康和生命。

甚麼是健康呢？世界衛生組織於1948年提出的健康定

義[2]是：“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且為身體、

精神和社會之完全良好狀態”(Health is the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 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he disease or infirmity)。

這定義一直沿用至今，涵蓋了生理、心理和社會三個層

面，強調了健康追求的是一種和諧，是人和自身的和

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

醫生從事的是醫療健康職業，不僅僅是健康的管理

者和守護者，更應是健康的領跑者，是大眾健康和健康

品質生活形態的引領者，應作為社會健康的形象代表。

醫生宣揚的健康理念，本應從自己做起，平衡的心態，

合理的飲食，正常的起居，適量的運動。可悲的現實

是，高壓力、高強度、高負荷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時間，

使大部份醫生都無法全面踐行自己熟知和倡導的健康理

念，身體和精神心理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

中國唐山市的一份醫生壽命研究[3]指出，醫生的平均

預期壽命略低於當地居民，60歲以後各年齡段的死亡概率

均高於當地居民，中老年醫生的健康水平低於當地居民，

結論認為醫生職業危害對醫生健康和壽命有一定的影響。

在美國，從腫瘤到心臟病等疾病的死亡率醫生較普通人群

低，但醫生的自殺率一直徘徊在所有自殺風險高職業的頂

點，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估計[4]平均一天有一個醫

生自殺，一年的自殺人數相當於一所小規模醫學院校一年

的學生數量或大的醫學院校一個年級的學生數量。醫科學

生除了意外事故外，自殺是最常見的死亡原因。一項以歐

美國家資料為主的薈萃分析[5]指出，男性醫生的自殺率是

普通人群的1�41倍，而女性醫生的則為2�27倍。2016年中

國醫生健康指數年度調查報告[6]指出，我國醫務人員處於

亞健康狀態的佔近70%，近30%的醫生一日三餐不規律，近

40%的醫生基本不鍛煉，僅30%的醫生自認身體狀況良好。

根據2015年中國醫師營養健康狀況調研報告[7]顯示，7000

多名醫師中有1/4患有心血管疾病，1/2患有高血壓，40歲

以上男性醫師患病率是普通群體的2倍。

職業倦怠(Burnout)一般是指喪失工作熱情，憤世嫉

俗以及工作成就感較低。Burnout的原意為“燒盡”，油

盡燈枯，比中文翻譯更能表達這種狀況，表示沒有力氣再

繼續下去了。Medscape網站發佈了2017美國醫生生活方式

報告[8]顯示，與其他工作相比，美國醫生有更多的職業倦

怠；醫生的職業倦怠比例由2013年的40%上升到2017年的

51%，4年之間增加了25%以上。2013年丁香園與Medscape網

站合作開展了一次調查[9]，82%的中國醫生認為他們已經

產生職業倦怠，而美國醫生認為自己產生職業倦怠的佔

42%。中國醫生職業倦怠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不高，而美

國醫生則是因為他們要應付太多的官僚事務；工作時間太

長同居第二位原因。由此可見，在工作負荷度方面，中美

兩國醫生都普遍處於飽和狀態。新加坡一份對大型教學醫

院的213名醫生的生活品質調查[10]發現，初級醫生的心理

健康分數低於高級醫生，其活力分數(-14�9)明顯低於當

地人口的基準綫，可能是他們比其他職業人群更疲乏。澳

大利亞於2013年對14000名醫生和醫學生的問卷調查[11]中

顯示，醫生患抑鬱症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4倍，抑鬱已成

為全世界醫務人員比較普遍的心理問題。這是一個系統性

的社會問題，非醫生個體能解决，醫生只能在自己可控制

的條件下照顧自己，自我解壓和調節，避免過度勞累。

健康不僅是醫學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醫生作為普

通的社會個體，也會受社會的不良習慣影響，也會吸煙酗

酒。雖然WHO把吸煙列為最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第一位，但

一項對中國六城市88家醫院3652名醫生吸煙行為調查[12]發

現，男醫生總吸煙率為45�9%，女醫生總吸煙率為1�2%。

但總體吸煙率仍顯著高於美國(9�0%)、新西蘭(5�0%)和

澳大利亞(3�0%)等國家[13]。在今年的世界無煙日上，北

京中日友好醫院和中國戒煙聯盟向全國醫務工作者發出

了“戒煙醫者先行”倡議書[13]，要求現在吸煙的醫生立

即戒煙；在提供醫療照護的過程中，明確建議吸煙者戒

煙。醫生的行為舉止是醫生形象的一部份，雖然，醫生在

職業場所很少吸煙，但醫生有為病人做出不吸煙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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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進人們不吸煙的責任和義務。“中國心血管醫生臨

床戒煙實踐共識”[14]明確表示，醫生是幫助吸煙者戒煙

的最佳人選，而只有醫生的吸煙率下降，才會帶動整個

人群吸煙率的下降。醫生的示範作用是很強的，因為醫

生本身抽煙，普通公眾和煙民就很難接受“吸煙有害健

康”這個事實。所以，要帶動整個社會控煙、戒煙，降低

吸煙率，首先要令從事維護健康的醫生的吸煙率下降。

WHO歡迎中國醫生健康指數年度調查報告的發佈，

認為[15]醫生在確保整體人口健康方面承擔重要職責。

醫生通常被視為健康相關事務的主要專家；作為醫學專

家，他們的建議常常得到高度重視。由於醫生是普通大

眾健康的監護者，因此，保證醫生處於最佳健康狀態，

有助於確保中國人整體的健康與福祉。工作時間太長、

工作負擔過重、批評（包括收到工作過失投訴）、管理

過於嚴苛、患者對醫生過高和可能不合實際的期望以及

工作帶來的情感起伏（常常面對痛苦與死亡），都可能

對醫生的健康產生不良影響。睡眠不足的不良影響包括

身體影響（瞌睡、疲倦、高血壓）、認知受損（表現、

注意力和動力下降；注意力水平和智力下降；工作和開

車容易發生事故）和併發精神問題。休息不足會損害思

考、抗壓、保持免疫系統健康和管理情緒的能力。

WHO的專家認為[15]，中國的醫生健康調查顯示，年

輕醫生生活方式堪憂。這一觀察結論與其他國家的結論

大體一致，不能以身作則踐行給患者提出的健康生活方

式，無法成為患者的榜樣。醫生，與一般人群的其他成

員一樣，都應踐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吃適量營養

豐富的食物，減少鹽、糖和不健康脂肪的攝入，避免或

控制飲酒，避免使用非法藥物和煙草製品，保持充足的

睡眠，至少每周進行150分鐘中等強度的有氧運動或至

少75分鐘的高強度有氧運動，或者其他任何同等組合運

動。除了關心自身身體健康之外，關注自身精神健康也

很重要。醫生要記住花時間遠離工作壓力，做自己喜歡

的事。簡單的比如像與朋友或家人外出吃飯，保持閱讀

或繪畫等個人愛好，或散步、騎行、游泳等體育運動。

這些有助於年輕醫生在繁忙而高強度的生活中重建保持

健康與平衡。

醫生既是健康的守護者，更應是健康的示範者，既

要對患者進行健康照護和健康指導，也要帶頭踐行健康

的生活方式。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發起的“患者

承諾”民間活動是一個可借鑒的範例，號召醫學生、護

理專業學生以及執業醫師以身作則，通過簽署“患者承

諾”做出個人和公眾承諾，讓醫務人員率先垂範，踐行

他們要求患者選擇的健康生活方式，其目的是通過改善

醫生的健康而讓患者變得更健康。

醫生，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是充滿正能量的職

業，在公眾眼中是可信賴可托付的形象。越健康的臨床

醫生越願意與患者談論生活方式的選擇，從而使患者更

容易接受和遵循醫生的建議。醫生正面的公眾形象的養

成，是內在氣質的外在體現，是醫生職業化培訓過程中

一步一步構建的，不僅需要醫生的自律自愛，還需要全

社會的理解和支持。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要關愛保護醫

務人員健康，為醫生提供良好的健康支持性環境，從制

度上保障醫務人員的健康。也希望全社會理解和關心醫

務人員，形成尊重醫生的良好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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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

人非聖賢(3)—對“無效的醫療”的思考

崔鳳東* 李衛平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fdcui@gmail�com

《無效的醫療》是由德國醫藥記者、《發明疾病

的人》一書的作者尤格‧布雷希(Jorg Blech)所寫[1]。

原德文書名為「Heillose medizin」，"Heillose"在英

文意為"unholy"（邪惡的）或"hopelessly"（令人絕望

的），而"medizin"意為"medicine"（醫學、醫療）。或

許書名翻做「過度的醫療」來得中肯一些。

出身醫生的佈雷希勇敢的揭開了醫療領域的“灰色

面紗”。他在書中揭示了醫療領域的種種“潛規則”。

這些“潛規則”常常無情的侵害着無助的患者和家屬，

在歐美，一些不透明、不清晰的治療方法漸漸被民眾所

懷疑和屏棄。人們知道的資訊越少，接受治療的情況也

就越頻繁，未知會帶來恐懼。

地球的歷史大致已有46億年，按照目前考古發現，

地球上有人類至今已經歷了大約400多萬年。原始醫學起

源於人類的起源，幾乎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醫療活動。

可以真正稱得上醫學的，不管是否科學，總有一

套理論。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最早醫學的理論都來自哲

學。古埃及、古巴比倫的醫學，在歷史發展中，始終未

能徹底擺脫宗教和唯心主義的桎梏，但其早期對古希臘

醫學產生影響很大，其有用和相對科學部份被古希臘醫

學吸收融合。西元前450年~西元前100年左右，是古希臘

醫學發展的高峰。公認的西方醫學鼻祖希波克拉底（西

元前460年~前337年）就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他依據古

希臘哲學的「四元素學說」提出了較為系統「四體液

說」的醫學理論，代表作《希波克拉底文集》代表古希

臘醫學的最高成就。倡導的醫師道德修養「希波克拉底

宣言」仍是今天醫學生畢業從醫的誓言。西方醫學就是

沿着古希臘醫學演化和發展的。現代醫學發展的真正原

因是導入了科學的方法，從此可以有系統的尋找因果關

係。透過分組對照實驗的方式，蘇格蘭醫生林區發現了

壞血病的有效治療方式—喝檸檬水。再隨着安慰劑效

應的發現，再度導入大樣本隨機雙盲對照實驗的科學方

法，以求徹底解決干擾因果關係的安慰劑效應。於是，

就是這一個簡單有效的科學方法，使得現代醫學不斷地

發展。20世紀的醫學，由於自然科學的進步，牢固地建

立在實驗基礎之上，在技術上有空前的進步；後來人們

看到僅從生物學角度來考慮健康和疾病，是有很大局限

性的。1977年美國醫學家G�L�恩格爾[2](Engel, George 

L� 1913~1999)提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主張，即

從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三個方面綜合考察人類的健

康和疾病問題，以彌補過去單純從生物學角度考察的缺

陷，這對未來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將有重大意義。

醫學既為成形的學問，難免有其局限性。因為“以

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科學屬於知識

體系。哲學是科學的概括和總結，也就是結合性的知識

體系。醫學包容感識、知識、悟識，最接近於哲學。學

之下為技。技為技巧。醫技為醫學的具體應用。醫技雖

屬末端，但也是醫道的產物，神技的背後是道，是“因

其固然”、“直寄道理於技耳”。醫道不僅是醫學,屬

於生命之道，並通於自然與社會之道。醫道屬於過程之

道，而不僅是結構之學。醫道屬於演化之道，而不僅是

存在之學。醫道屬於生命過程演化方式之道，而不僅是

人體結構存在形式之學。醫道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是

神氣形和通的大道。醫道超越實驗科學，並可包容人體

醫學。道為自在。自在即始在。始為空，在為時。道

無處不在，道無時不有。道有天道、地道、人道。天地

之道即自然之道。人道有天人之道入世之道（即社會之

道）、生生之道（即生命之道）。醫道涵蓋天、地、人

三道精華，為人立於天地之間的最基本智慧。

希波克拉底醫師曾經說過一句有名的話是：“疾

病的療癒是透過自身的自癒力，醫生只是從旁協助而

已”。缺乏效果的治療方案，也可能由於人體天然的自

癒能力而得到莫名的認同與名氣。若干病症其實傾向於

自發消退，所以實際上是靠人體自然恢復的。感冒時，

找好醫生是7天康復，不找醫生是一個星期，遇到不好的

醫生則需要拖延了。即使患者因為這種自癒力病情得以

改善，但他們自己和醫生還是會將這種好轉歸功於醫療

措施。例如關節炎，在進行治療的病患當中，約有35%的

關節炎患者不管做了甚麼，都會自動康復。

只服用（實際並無藥效的）安慰劑的心血管患者，其

死亡率就真的比未吞服安慰劑的對照組患者還來得低。安

慰效應的發生，可說是因為它喚起人體的自癒力：人一旦

開始感到需要幫助，可能就啟動了自身的康復能力，以及

類似藥物引起的生化反應。另外，在負面的預期下，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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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現負面的效應。在美國全國醫院開列的處方當中，約

有三分之一純屬安慰劑；根據在以色列的問卷調查，有6成

的受訪醫生和護理師刻意開列安慰劑作處方。

世界衛生組織(W H O)2017年更新了《世衛組織基

本藥物標準清單》(WHO Mode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3]，將一些用於治療愛滋病、丙型肝炎、結

核病和白血病藥物的新藥物列入了這一清單,從而使目前

被認為是解決最重要的公共衛生需求的基本藥物的數量

達到433種,其中有9成以上能夠可靠地用來診治疾病且沒

有甚麼危險。然而德國卻有5萬種成藥充斥在市場上，比

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多。平均下來，每位德國人每天至

少服用一次醫生處方藥，且藥品消耗隨年齡遞增。

對於化療，20世紀90年代初，亞培爾[4](U l r i c h 

Abel)醫生整理數千件關於化療的出版物。他語出驚人地

表示：“就大部份腫瘤而言，都不存在明顯證據能說明

化療（尤其是日益普遍的高劑量治療）可延長壽命或改

變生活品質。”

知名腫瘤學者們都同意以下斷言：化療的推廣並

不具有遏制作用。或許正因醫生們不願意明白地告訴患

者，自己對他們的癌症已束手無策，所以化療才變成醫

療的信條乃至教條。較典型的像是一些病患資訊中所刊

載的句子：“新型藥物的進一步研發能為腫瘤化療效果

帶來持續改良。”

這種所謂一切都能不斷改進的印象也在公共輿論中

不斷強化；醫生們口中的症狀緩解，患者則理解成延長

生命。這樣的信條使醫生和病人雙方皆大歡喜，因為它

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

在婦科病中子宮最常見的切除理由是出現腫瘤。這

種絕大多數良性的子宮肌瘤，會在兩到三成的婦女身上

出現。它通常不會引起痛感，不會被察覺。雌激素（女

性荷爾蒙）會助長這種肌瘤。更年期女性身體的雌激素

分泌會減少，於是肌瘤就會停止生長，甚至會萎縮。穆

勒醫生指出，這種正常、良好的自然過程卻被藥廠推廣

的荷爾蒙補充療法中斷。“雌激素若持續供應，肌瘤就

繼續生長，增大到一定大小後，由於疼痛和對臨近組織

的影響，手術切除子宮也在所難免。”

無效的醫療就靠這種方法開發需求：將更年期過

程轉化為需要治療的狀態，雌激素治療提高了子宮切除

術的需求。手術量的盡可能增加正是外科醫生的意向所

在。婦科醫生賈格爾指出：“醫生很高興能提供某些東

西，患者也很樂意獲得某些東西，而整個醫療產業也

“不言自明”且樂在其中。”

在2000年，以色列曾發生了一件非常蹊蹺的事件。

在當年春天，以色列全國大部份醫院醫生舉行罷工，持

續數星期之久，醫院中的數十萬項檢查停罷，數萬臺手

術延期或取消。除了急診、透析、癌症病房、婦產科、

兒科之外，其餘全部停珍。人們生病要麼去找家庭醫

生，要麼乾脆待在家裏。

在對以色列最大的殯葬業的調查顯示，這次罷工的

結果是：幾乎全國各地的死亡率都明顯降低了！《英國

醫學週刊》認為，以色列的這次全國性醫生罷工“對健

康或許是有益的”。

學術記者兼暢銷書作家尤格．佈雷希以批判觀點，

解析了諸如癌症化療、整型外科、椎間盤磨損、關節病、

子宮切除、心血管病、阿茲海默症和骨質疏鬆症等治療手

術的缺失。他透過這本發人深省的好書，指陳了醫界的愚

昧與固陋，提倡更好的醫療品質。只要能得到更充分的資

訊，就能避免無謂的手術和治療。《無效的醫療》提供了

一個很好的建議：擁有知識才是最好的醫療！有兩方面

的原因。第一，知識可使大家瞭解自己能為健康做些甚

麼：—順應生命的自然變化是保持健康的最佳方法。另

一方麵，知識也能使你成為明智的消費者，在浮濫成風的

醫療體系中找出合乎經濟效益的正確路子。

對醫生而言，掌握醫道才能充分發揮醫學和醫技

的作用。醫道屬自在，醫學，醫技屬人為。醫道恆古常

在，醫學，醫技不斷創新。醫道屬於和人之道，而不僅

是治病之學。醫道的行為目標是促進人的生命過程的全

面自主實現、全面自由發展與全面自行和諧。每個人都

有調和一切失和、化解一切疾病的自在，醫療的目的就

是把握病機，調動生機，調和生命的自在。醫療和於人

而病自治。人為本，病為標。

對外科醫生而言，要謹記偉大外科醫師畢爾特羅

(Theodor Billroth)的教誨：“只施行那些你樂意同樣

施行在自己身上的手術”。希波克拉底告誡醫生：“首

要之務是不可傷害(no harm)，然後才是治療”。外科不

僅僅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通過創造藝術治療以

各種藝術方式作用於人的生命過程，促進其各種運動方

式保持和諧、協調、有序的態勢，從而使各種疾病自然

痊癒，最終實現人類的自然健康。

（下轉75頁）

HEILLOSE MEDIZIN-Fragwürdige Therapien und wie Sie sich davor 

schützen können� Jörg Blech, S�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2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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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立體定向放射治療

肖光莉 

‧ 綜 述 ‧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mail:xiaoglbj@aliyun�com

肺癌是人類的頭號殺手，根據2014年澳門癌症登

記年報顯示，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居第一位，分

別為40�5/10萬和30�2/10萬。早期非小細胞肺癌(T1-

2N0M0)傳統標準治療是手術。但是，有相當多病例因醫

學原因而不能手術，放療是最有效的替代治療方法。常

規放療的5年局部控制率52%~58%，總生存率10%~34%[1-

3]。近年來，立體定向放射治療(SBRT)越來越多的受到

關注，它採用每次大劑量，給予1次或多次照射，不同

於傳統經典4-Rs（修復，再分佈、再氧合和再增殖），

SBRT是一個新的生物學概念，電離輻射作用於腫瘤微環

境，產生更大的生物學效應。包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

已證明，對於醫學不能手術或拒絕手術的早期非小細胞

肺癌，SBRT具有顯著的療效[2,4-7]。目前國際放射指南推

薦SBRT作為早期非小細胞肺癌，不能手術或拒絕手術病

人的替代治療方法。另外，SBRT對肺癌轉移也是很有效

的治療。

一、放療分割模式

SBRT治療關鍵是腫瘤控制和正常組織保護/耐受性

兩方面達到平衡。肺癌的生物有效劑量BED10≥100Gy，可

獲得更好的局部控制[8,9]。Nujttens報導[10]，BED10>100Gy

的2年局部控制85%，BED10≤100Gy為60%。根據腫瘤部位、

腫瘤大小，以及鄰近危及器官的耐受劑量，採用調劑風

險的個體化劑量分割模式。對於中央型肺癌（支氣管樹

2cm以內）或其他高風險病例（如：大腫瘤、腫瘤靠近肋

骨/胸膜，或肺功能差等），採用54Gy~60Gy/3次的放療

分割模式是不安全的，應該避免，採用50~60Gy/4~5次，

甚至60~70Gy/8~10次是安全、有效的分割模式。

二、放射毒性反應

Timmerman報導[11]，Ⅰ期肺癌（腫瘤≤7cm），放療

分割模式：T1 60Gy/3次，T2 66Gy/3次，3~5級毒性反應

為20%（14例），其中治療相關死亡6例。周圍型和中央

型的2年無嚴重毒性反應分別為83%和54%。腫瘤GTV>10cc

時，嚴重毒性反應增加8倍。

放射性肺炎是肺部SBRT重點關注的毒性反應，大

部份報導2級或以上的放射性肺炎<10%，嚴重放射性肺

炎罕見。放射性肺炎通常在放療後5個月發生,較常規

放療發生時間晚[12]。Grills報導505例多中心研究[13]，

放射劑量54(20~64)G y/3次,≥2級的放射性肺炎發生率

7%。Guckenberger報導582例回顧性分析[12]，多數採

用3×12�5~15G y，≥2級的放射性肺炎為7�4%，5級放射

性肺炎為0�4%。放療前有肺纖維化的病人發生放射性

肺炎的危險增加，合併COPD與2、3級放射性肺炎有關

聯[8,14]。

Chang提出支氣管樹Dmax>38Gy時，2、3級肺炎的

發生率幾乎高出2倍。全肺平均劑量(MLD)>6Gy,V20>12%, 

同側肺V30>15%是預測放射性肺炎的獨立因素[8]。

Guckenberger的研究顯示[15]，放射性肺炎與同側肺平

均劑量，同側肺V2�5和V50劑量有關，發生放射性肺炎

與未發生放射性肺炎的平均肺劑量分別為12�5±4�3G y

和9�9±5�8Gy，V2�5分別為(41�4±8)%和(30�5±13�8)%。

Barriger報導[16]，肺MLD≤4Gy與>4Gy和肺Ｖ20≤20%與>20%

發生≥２級放射性肺炎分別為4%比17�6%和4�3%比16�4%。

Matsuo認為[17]，治療體積(PTV)和肺V25是發生放射性肺

炎的明顯因素。Ong報導18例大腫瘤的SBRT治療結果，平

均治療體積137cc(87~286cc)，中央型腫瘤佔72%，採用

RapidArc技術，放療劑量為5×11Gy或8×7�5Gy，５例發生

放射性肺炎，其中２級３例，３級２例，對側肺V5是放

射性肺炎的預測指標，限制對側肺V5<26%可以減少放射

性肺炎的發生[18]。

胸壁的毒性反應包括：神經痛、肋骨骨折、肌肉和

皮膚炎症、皮下纖維化。Chang報導81例T1-T2N0M0中央

型肺癌和19例手術後肺內復發病灶（腫瘤<6cm）,放療

劑量為50Gy/4次，或70Gy/10次，發生慢性胸壁疼痛1級

18例，2級13例，2~3級臂叢神經損傷4例（全部為50Gy

治療組，臂叢神經Dmax 35Gy或V30=0�2cm
3）[8]。當胸

壁照射劑量>30Gy/3次，放療毒性反應增加。Stephans

報導134例周圍型非小細胞肺癌或癌轉移癌[19]，放療

60Gy/3次，全部病人隨訪超過1年，10例出現有症狀的

胸壁毒性反應（1級4例，2級6例），中位時間8�8個

月。限制胸壁V30≤30cc和V60≤3cc將毒性反應危險減少為

10%~15%，甚至更低。Dunlap也認為限制胸壁V30<30cc可

以減少胸壁毒性反應[20]。Mutter建議限制胸壁V30<70cc,

以預防胸壁痛[21]。Woody認為胸壁小面積高劑量比V30更

能預測放射性胸壁痛風險，BMI也是胸壁痛的獨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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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22]。

Pettersson報導[23]，放射性肋骨骨折發生與肋

骨D2CC絕對劑量有關，當D2CC<3×7G y, D2CC=3×9�1G y和

D2CC=3×16�6Gy時，肋骨骨折發生率分別為0,5%和50%。

中央型病變高劑量放療後繼發心臟毒性反應、支氣

管狹窄、咯血和氣管/食管漏等嚴重毒性反應報導很少。

Wang總結20個研究（1313例）報導支氣管毒性反應，其

中2、3級支氣管毒性反應分別為3%~12%和0�9%~10%，中

位分次劑量、處方劑量和有效生物劑量分別為12(7~15)

Gy，45(33~58)Gy和103(67~166)Gy。7個研究(620例)報

導心臟毒性反應，其中2、3級毒性反應分別為2%~3%和

0�7%~1%，中位分次劑量、處方劑量和有效生物劑量分別

為12(11~13)Gy，48(45~52)Gy和100(92~120)Gy，年輕病

人與2級以上心臟毒性反應明顯相關[24]。

Song報導32例病人，採用40~60Gy/4~6次放療，8例

出現支氣管狹窄引發肺不張，其中位時間為20�5個月。

因此，他認為中央型病變不適合採用這個分割治療模

式[25]。

三、療效

Timmerman報導RTOG0236研究的長期結果[26]，腫瘤

≤5cm，不能手術的早期NSCLC，中位隨訪時間4年（生

存者7�2年），照射野內/邊緣失敗4例，失敗時間1�8

年~4�8年，5年原發灶失敗率7%。其他肺葉復發9例，失

敗時間0�1年~5�9年。區域失敗7例，失敗時間2�8年~5�2

年。5年局部區域失敗率38%，5年遠處失敗31%，5年無病

生存和總生存分別為26%和40%，中位總生存時間為4年。

Onishi回顧性分析日本14個機構[2]，87例可手術切

除的I期非小細胞肺癌，因拒絕手術而採用SBRT，5年無

局部進展生存、無淋巴結轉移生存、無遠處轉移生存和

總生存率分別為86�7%、85�3%、75�1%和69�5%。IA期、

IB期的5年無局部進展生存和總生存率分別為92%、73%和

72%、62%。

Crabtree做配對分析[27]，比較手術和SBRT的3年局

部復發(88%比90%)、無病進展生存(77%比86%)和總生存

(54%比38%)均無明顯差別。SBRT無治療相關死亡，手

術死亡率3�2%(15/462)。日本Matsuo指出[28]，SBRT和

次肺葉切除術的長期療效無差別，兩者的5年總生存率

和相關死亡率分別為40�4%比55�6%(P=0�124)和35�3%比

30�3%(P=0�427)。Grills報導124例不能做肺葉切除術的

I期非小細胞肺癌[29]，與楔形切除術比較，SBRT減少局

部復發(4%比20% P=0�07)，兩者區域復發(4%比18%)、

局部區域復發(9%比27%)、遠處轉移率(19%比21%)不明

顯差別。手術的總生存率高(87%比72%),但疾病相關生

存無差別(65%比77%)。Zhang用傾向配對法(propensity-

matched)[30]，對6個研究報導的864例早期肺癌做手術與

SBRT比較，雖然手術的3年總生存較好，但是，兩者的腫

瘤死亡相同，無病進展生存、腫瘤相關生存、局部控制

和遠處轉移均無差別。

Chang匯總分析2個因入組緩慢而提前結束的Ⅲ期隨

機研究(STARS: NCT00840749; ROSEL: NCT00687986)[31]，共

58例可手術的I期(T1-2aN0M0)NSCLC, 進行SBRT（31例）與

手術（27例）比較，3年總生存和無復發生存分別為95%比

79%(P=0�037)和86%比80%(P=0�54)。SABR耐受性好，能保

持肺功能，減少因手術造成肺功能下降而增加更大的併發

症風險，總生存可能優於手術。

最近Verma總結12個機構的92例腫瘤≥5(5~7�5)cm的

非小細胞肺癌[32]，放療≤5次，中位劑量50Gy/5次，1、2

年局部控制率，無疾病生存率和總生存率分別為95�7%，

72�1%, 76�2%和73�2%, 53�5%, 46�4%。證明SBRT對於大腫

瘤也是安全、有效的。

對於肺癌轉移瘤，S B R T同樣有很好的療效。

Baschnagel報導[33]，32例不同病理類型的轉移瘤，肺部

病變1~3個，腫瘤≤5cm，共47個病灶，採用IGRT技術，中

位放療劑量60(48~65) Gy/4(4~10)次。92%的每次劑量為

12Gy，總量48Gy或60Gy。中位生存時間40個月，1、2、3年

總生存和局部控制率分別為83%、76%、63%和97%、92%、

85%。Rochester大學50例病人，共120個病變，大部份每次

劑量5Gy，總劑量50~55Gy，其2年局部控制率90%，甚至肺

轉移性肉瘤，SBRT的3年局部控制率達83%[34,35]。

針對高危因素病人，包括嚴重合併疾病（如COPD），

肺切除術後或放療後肺部新發腫瘤，SBRT的療效和生存

不受影響[36,37]。Ishihara報導[38]，31例T1-2aN0M1a期或術

後復發80歲以上的肺腫瘤病人，SBRT劑量為50Gy/5次/5~8

天，1、2年總生存、相關生存(cause-specific survival)

和局部控制分別為93�5%、100%、93�8%和66�6%、79�6%、

90�0%。

四、結語

大量證據證明，SBRT的療效肯定，治療時間短，方

便病人，節約治療成本，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治療選擇，

還需要進一步研究SBRT的詳細生物學機制。目前的絕大

部份資料為Ⅰ/Ⅱ期臨床研究或回顧性分析，將來需要大

樣本的臨床對照研究，明確選擇標準？最佳放療分次/劑

量？治療靶區外擴邊緣大小？正常組織限制劑量？以及

長期放療毒性反應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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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屈光手術迄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在臨床上

取得了理想的治療效果。但自Seiler等[1]於1998年首

次報導了角膜屈光術後特發性角膜擴張(Iatrogenic 

k e r a t e c t a s i a)後，近視LAS I K術後繼發性角膜擴

張的病例時有報導[2-5]。即使是近年大熱的(S m a l l-

incision lenticule extraction, SMILE)矯視術，

仍有術後角膜擴張的報導[6-8]。Comaish等[9]2002年稱

其為LASIK術後進行性角膜擴張(Progressive post-

LASIK keratectasia, PPLK/PLK)或LASIK術後角膜膨隆

(corneal ectasia)。

其實在LASIK術後輕微的角膜膨隆是很常見的[10]。

研究表明[11,12]LASIK術後早期角膜後表面有不同程度的

向前膨隆，隨時間推移逐漸穩定。但如果角膜後表面持

續擴張則表示繼發性角膜膨隆的出現，嚴重損害視功

能，是公眾健康問題。

一、發病率及病因

PPLK的病因還不清楚。可能是單純生物力學作用

減弱；也可能是一種慢性疾病過程，只是在易感人群發

病；也可能是兩方面的聯合作用。認為動態疲勞加速了

蛋白溶解酶的作用，提供了有助繼發性圓錐角膜發生、

發展的環境[9]。PPLK與圓錐角膜的病變過程極為相似，

因此認為二者間可能存在一定關係[13]。但LASIK術後角

膜後表面的錐形隆起以中部多見，這與原發性圓錐角膜

不同，考慮可能是因屈光手術術後角膜中央變薄，在機

械性壓力下易膨出。PPLK表現為角膜屈光術後角膜進行

性變薄和膨隆擴張，形成錐形改變，並產生高度不規刖

散光、屈光度明顯增加、視力嚴重下降[3]，配鏡無法有

效矯正的角膜病變。早期通過角膜地形圖角膜後表面的

分析可見明顯的隆起；晚期裂隙燈下可見明顯的局部

角膜變薄。目前對LASIK術後角膜後表面膨隆的標準及

定義仍未統一，但國外研究報導顯示角膜後表面Diff值

≥0�05μm，應懷疑圓錐。Twa[14]根據近視患者LASIK術

後角膜擴張的臨床觀察提出的診斷標準，其特異性及敏

感性較高。主要包括：(1)最佳矯正視力下降2行。(2)

散光增加1�25D或以上。(3)角膜地形圖上下對稱性I-S

值>1�4D或以上；或是最陡子午線角膜屈光力增加2D或以

上。(4)剩餘角膜總厚度<400μm。(5)角膜厚度減少25μm

或以上。但仍需結合臨床情況進行綜合判斷。Twa同時

亦對LASIK術後角膜擴張的文獻分析發現角膜擴張有兩個

發病高峰，分別為術後3個月及術後15個月。據報導，

LASIK術後角膜擴張的發病率約為0�01%~0�25%[15-19]。

由於PPLK一旦發生，完全治癒十分困難。所以提高

對PPLK危險因素的認知及術前的防範，盡量避免PPLK的

發生，十分重要。

二、危險因素和發病機制

現今對LASIK術後角膜膨隆的病因雖未清楚，但認

為是LASIK術後角膜生物力學變化的結果[21,22]。通過許多

研究[3,4,21-23]發現角膜膨隆的發生可能是多因素的，非獨

立因素所決定。目前主要發現的危險因素有：

1�術前存在圓錐角膜或擴張性角膜疾患：

目前國內外均一致認為角膜地形圖是檢查和發現角

膜擴張的重要手段。可以早期發現及定量角膜擴張的程

度。國外研究報導術後角膜擴張的患者中40%存在術前角

膜地形圖異常。Randleman等[3]分析LASIK術後角膜擴張

的患者中88%存在術前頓挫型圓錐角膜。因此，仔細分析

術前角膜地形圖非常重要。尤其對於患有亞臨床型圓錐

角膜或頓挫型圓錐角膜。因其矯正視力正常，而且這兩

種病症的角膜地形圖形態或中央角膜厚度改變不明顯，

常會被漏診[25]。若這些患者進行LASIK手術，術後會導

致原有角膜擴張病程加快[26]。所以正確選擇患者才是預

防PLK發生的關鍵[3,5,18,22,27]。

利用Placido環原理的角膜地形圖也能發現一些早

期的擴張改變，能夠顯示出一些尚未有明顯異常的角膜

不規則形態，如下方變陡、非對稱性領結圖形等，但靈

敏度低。現在新型角膜地形圖分析工具如Obscan II、

Pantacam、Oculyzer眼前節分析儀等，可進一步深入評

估角膜地形圖[28]。Caster等[29]認為不對稱的下方陡峭

和非對稱領結型角膜地形圖會增大PLK發生的風險；Rao

等[30]報導了術前角膜前表面高度漂移大於40μm及邊緣

性角膜變性均會明顯增加術後角膜擴張的風險[31]。而

術前角膜後表面隆起度是判定患者否適行LASIK的一個

重要指標。每個角膜實際測得的後表面頂點至距理想參

考球面基準值之間的差值為Diff值：在Obscan II設備

該值應小於40μm，超過45μm應懷疑有無圓錐角膜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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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Pantacam設備該值應小於18�5μm，後表面隆起在

17~22μm時應高度懷疑圓錐角膜；在Oculyzer設備該值

應小於17μm，後表面隆起超過20μm應高度懷疑圓錐角

膜。綜合評價角膜後表面高度最大值、高度差和中央散

光度﹐以利及早發現可疑角膜擴張病例、定期隨訪觀察

及早期診斷[32]。

2�剩餘角膜床厚度(Res i d u a l s t r o m a l b e d 

thickness, RSBT)低，角膜生物力學穩定性被破壞：

角膜的生物力學特征是保持眼球正常形態和屈光功

能的基礎。由於角膜內部纖維直徑、數量以及交聯程度

分佈不均勻，使得角膜表現出複雜的生物力學特質[33]。

其中角膜生物力學彈性功能主要由角膜基質膠原纖維成

份及其結構所決定[34]；而角膜的整體擴張強度主要來源

於基質層和前彈力層。角膜組織所在的深度與其張力呈

負相關[35]。同時，由於人眼角膜前1/3膠原纖維無一致

的排列方向，而角膜中央2/3的膠原纖維多為正交方向排

列[36]﹐因此角膜組織張力在角膜基質層的前1/3最強，

後2/3最弱。當切削深度達角膜2/3部份，可能會切斷較

多的膠原纖維，使角膜抗張強度進一步減弱。

從2005年開始，眼反應分析儀(Ocular redponse 

analyzer, ORA)被用作一種檢測角膜生物力學特性及其

與眼壓間作用的儀器。其測量的參數主要是角膜滯後

量(corneal hysteresis, CH)與角膜阻力因子(Corneal 

resistence factor, CRF)；CH代表角膜黏滯性，CRF代

表角膜總體強度。通過CH及CRF的分析結果證明：不同屈

光手術如FS-LASIK、LASIK、SBK以及SMILE手術，術後角

膜生物力學特性均出現明顯下降[37-39]，也說明角膜屈光

術後角膜組織張力的減弱。

綜上所述，LASIK術後的細胞密度在後部角膜基質

下降更明顯[40]，而角膜瓣對於角膜組織張力的維持不起

作用[40,42]，所以LASIK術後為了保留足夠的張力，剩餘角

膜基質床應留有足夠的厚度。

對於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的量應為多少暫未有統

一的結論，但普遍認為RSBT至少要保留250μm才是安

全的。王錚等[43]發現LASIK術後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在

250μm以下組的角膜後表面膨隆程度顯著大於術後剩餘

角膜基質床厚度在250μm以上組，認為術後剩餘角基

質床厚度小於250μm時發生角膜擴張的危險性增強；

Seiler[1]認為LASIK術後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必須大於

250μm才能減少發生PPLK的可能；Randleman[44]認為剩餘

角膜基質床厚度至少要280μm。但仍有剩餘角膜基質床

厚度大於250μm[45]，甚至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300μm發

生角膜膨隆的病例報導[23]。由於術前角膜中央厚度存在

個體化差異，有學者認為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不應該限

為某一定值，提出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在整個角膜厚度

的55%以上是安全的[18,46]。

由於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不宜過低，所以對於高度

近視，特別是屈光度>-10�00D者，LASIK手術應慎重；因

為手術中切削量大，導致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偏低，發

生術後角膜擴張的風險增加。Tatar[47]認為切削深度過

深是發生角膜擴張的主要危險因素。

3�角膜組織改變百分數(Precent tissue altered, PTA):

PTA為術中剩餘角膜基質床以上的角膜組織佔角膜

總厚度的百分比。即PTA=(角膜瓣厚度+切削深度)/術

前角膜中央厚度。Santhiago[48]的回顧性研究中發現

PTA ≥40%的術後患者中發生術後角膜擴張的危險性為

PTA<40%的患者的233�3倍；認為此結論表明PTA≥40%是

發生LASIK術後角膜擴張的重要因素。而Santhiago[49]在

另一項研究的結果表明：PTA與LASIK術後角膜擴張的發

病風險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且該相關性在所有危險

因素中位列首位。術前角膜地形圖應與PTA結合判斷患

者術後併發症風險：術前角膜地形圖正常，PTA不應高

於45%；術前角膜地形圖可疑，PTA不應高於36%~39%。

Giacomin[50]亦同樣提出高PTA是LASIK術後角膜擴張最顯

著的危險因素，並且認為PTA值同時考慮了角膜瓣厚度和

切削深度，更適合作為個體化評估參數，對術後角膜擴

張的發生評估起到更大的作用。

4�中央角膜厚度(Central corneal thickness, CCT)： 

臨床研究[4]發現術後繼發角膜膨隆患者的術前角膜

厚度都明顯低於對照組。認為術前角膜厚度過薄可能提

示為即將發生圓錐角膜的非正常角膜。目前LASIK指南

共識[51]中提出術前中央角膜厚度至少應大於450μm。但

Taneri[52]認為術前若中央角膜厚度低於490μm，就是一

個相應的警戒值，應引起術者注意。

5�屈光度：

Randleman[3]發現術後角膜擴張的患者近視度數更

高。Pallikaris[18]發現一些高度近視患者雖然剩餘角

膜基質床厚度大於250μm，但仍發生PPLK，推測高度近

視患者由於術前屈光度高，需較正的度數大，切削量較

多，致使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較薄，加上若術前角膜厚

度比較小，則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更薄，而且深層基質

的生物機械性能弱於前段基質，更易發生PPLK。但也有

低度近視[53]病例在術後發生角膜膨隆的報導。故近視度

數本身對PPLK的預測性不十分突出，但應避免對極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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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患者進行LASIK手術。

6�年齡：

許多無危險因素而發生術後角膜擴張的病例都是非

常年輕的患者[5,24],學者認為手術年齡小於25歲，其在術

後患角膜擴張的風險更高[16,18,48]。

7�二次手術：

二次手術進一步破壞角膜基質結構，改變了角膜生

物動力學，二次切削後殘留在角膜瓣下的變異蛋白誘導

角膜持續變薄。

另外，慢性損傷、屈光狀態不穩定、有圓錐角膜

家族史、高眼壓、唐氏綜合征等，均可能是潛在危險因

素。其他如遺傳、術後揉眼、過敏、甚至學習時間長[55]

也是發生術後角膜擴張的危險因素，也應引起重視，應

做好術後病人宣教。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不具以上因素

而發生術後角膜擴張的病人，需進一步研究，提高臨床

手術安全性。

三、預防

對於P P L K最主要是預防。正確選擇手術患

者[3,22,27]，排除手術禁忌症是關鍵。及時、早期發現是

否存在LASIK術後角膜擴張的危險因素，並採取相應的手

段進行預防及干預。包括：

1�仔細分析角膜地形圖，發現角膜膨隆的高危信

息[22]：

通過新技術的輔助及應用，及早發現角膜異常。如

Obscan II系統能較好的觀察近視患者手術前後角膜表

面形態的變化；Pantacam三維眼前節圖像分析系統通過

旋轉測量，可更準確測量角膜前後表面地形圖和角膜厚

度；角膜相干斷層掃描和角膜遲滯測量ORA技術可以發現

角膜地形圖正常而生物力學結構異常的患者[56-59]。通過

這些新技術可以協助發現頓挫型圓錐角膜、邊緣性角膜

變性的患者及可疑角膜膨隆的病例。應建議放棄LASIK手

術並對上述患者應當放棄LASIK手術。而對術前存在高危

因素，特別是術前屈光度高、中央角膜厚度薄、角膜地

形圖異常者，若要進行屈光矯視手術，應考慮以表層切

削手術或有晶體眼人工晶體植入術來代替LASIK手術，避

免角膜結構的改變。

2�多次測量，提升重複率及準確性：

由於LASIK術後角膜擴張的發生與剩餘角膜基質床

厚度有很大的關聯性，所以一定預留足夠的角膜基質。

目前認為最小的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要>250μm，為了保

證剩餘角膜基質床厚度的估算準確，術前應多次測量角

膜中央厚度並選擇最小值作計算依據。另外，已知角膜

瓣的厚薄對角膜生物力學有較大的影響，可選擇預測性

強的飛秒激光製瓣術，提高瓣厚度預測的準確性和安全

性[60]。

四、治療

PPLK一旦發生應及時治療，防止病情進一步加重及

發展。

1�早期角膜擴張的治療方法：

目前對早期角膜擴張的治療方法有：硬性透氧性角

膜接觸鏡(Rigid gas permeability, RGP)、角膜基質環植

入術(Intrastromal corneal ring segments, ICRS)、角

膜膠原交聯(Corneal collagen cross-linking, CXL)。

(1)RGP：光學性能良好，矯正視力清晰，尤其對矯

正角膜散光效果尤佳。LASIK術後角膜膨隆的患者配戴

RGP能獲得較好的矯正視力，相對控制角膜的繼發前突，

減少角膜散光的發展。約90%早中期圓錐角膜病例可採用

非手術普通球面RGP鏡片進行矯正，並可有控制病情發

展[3]，但不能阻止疾病的進展。重度角膜擴張的患者可

佩戴與角膜形狀相符的角膜擴張專用鏡片[61,62]。

(2)ICRS：通過在旁中央區的角膜層間2/3深度植

入聚甲基丙酸甲酯製成的一對半環或一個圓環，使該

區角膜變平，從而達到控制角膜擴張發展的目的。與

矯正近視使用的基質環不同，矯正角膜擴張的基質環，

其下方環要厚於上方環，這是由於角膜下方曲率大上方

曲率。此法適用於等效球鏡度在-5�00D以內(散光度在 

-1�00D以內)；角膜曲率在40D-49D之間；術前中央角膜

厚度>470μm；有接受手術的主觀願望的病人[63]。此法手

術範圍避開視區，安全性高，具有可逆性[64]，且可提高

LASIK術後角膜擴張患者的視力[65-68]。角膜基質環植入術

短期治療效果好，但有報導術後12個月效果開始減退；

不能阻止角膜擴張的發展。長期療效及其安全性有待進

一步研究。

(3)CXL：是近年用於治療LASIK術後角膜擴張的新

方法，是目前唯一確認能夠阻止膨隆性角膜病變進展的

治療手段[69]。自2005年首次報導[70]以來經過十餘年的發

展，CXL已在眼科臨床上廣泛開展。其原理是利用紫外線

A(UVA-370nm)照射作為光敏劑的核黃素(Vitamin B2)，

產生單線態氧和自由基，誘導角膜膠原的氨基發生化

學交聯，從而增加角膜機械強度和抵抗角膜擴張的能

力，阻止和延緩角膜膨隆的進展，維持角膜生物力學穩

定[71]。多次大樣本長期隨訪的研究證明了手術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72-73]。Kohlhaas於2005年首次用CXL治療LASIK

術後角膜擴張[74]，術後大樣本隨訪研究證實術後角膜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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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研究(Real-world study, RWS)目的是獲得

更符合臨床實際的證據，使研究結果更容易轉化到臨床

實踐中。隨着其方法學理論的發展，RWS與隨機對照研究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已經成為循證醫學

的主要研究方法。。隨着生物醫學知識大數據時代的來

臨，RWS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不僅RWS的方法

學能檢驗指南推薦的可實踐性和促進診治策略優化，亦

因RWS可對長期健康轉歸有預測價值的經濟學模型提供有

效數據，例如地區基線疾病情況、人口信息、疾病自然

病史、干預實施後臨床轉歸等，是國內外的研究與臨床

實務的研究熱點。

一、何謂真實世界研究和真實世界證據

RW S源於藥物的流行病學範疇，屬非隨機、開放

性、無安慰劑對照的實用性臨床研究，是指在較大樣本

量(覆蓋具有代表性的更廣大受試人群)基礎上，根據患

者實際病情及意願非隨機選擇治療措施，同時開展長期

評價及隨訪，並注重有意義的結局干預措施，以進一步

評價干預措施的外部有效性和安全性。隨着生物醫學知

識大數據時代來臨，RWS涵蓋的範圍除治療性研究外，還

可用於診斷、預後、病因等方面，其目的旨在獲得更符

合臨床實際的證據，使研究結果更容易轉化到臨床實踐

中。目前國際上已經有多項大型觀察性隊列、登記性研

究和管理型數據庫，信息管理的大數據技術應用在RWS將

是未來大趨勢。

R W S的研究方法可以是觀察性、也可以是干

預性。干預性的R W S稱為臨床實效研究(O u t c o m e 

clinicalresearch, OCR)，OCR是評估各種干預措施

在真實臨床情況下治療效果、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

研究方法，是獲得證據級別較高RWE的研究方法。OCR

研究目的是真實世界中患者在干預措施下帶來的效果

(effectiveness)，效果的定義可以為患者、醫生或醫

療決策者所關注的醫療結果包括死亡率、治癒率、生活

質量、治療質量、治療評估、診治決策、評估預後、治

療時間、治療經費、干預措施實施情況評估等。當研

究目的為評估和比較不同醫療手段效果時則稱為療效

比較研究/比較效果研究(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research, CER)。CER是指在預防、診斷、治療和檢測臨

床疾病或改善醫療服務等領域，比較不同方法的優劣，

其研究方法包括系統回顧分析(meta-analysis)、決策模

型、對現有臨床或管理數據庫的回顧性分析、前瞻性觀

察性研究(註冊登記研究)、實效性臨床試驗(pragmatic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pRCT)。CER能綜合性分

析不同干預手段在真實臨床情況的效果，也可以評估現

實與指南之間的差距和發現RCT顯示不到的現實問題，是

螺旋式循證醫學證據鏈的核心之一。

真實世界證據(Real-world evidence, RWE)是指研

究數據來自真實醫療環境，反映實際診療過程和真實條

件下患者的健康狀況。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國際藥物經濟學與結果研

究協會(ISPOR)，將RWE定義為除外傳統臨床試驗以外的

數據，故此RWE來源可以非常廣泛（詳細見表1）。RWE與

傳統臨床試驗所獲得科學證據的區別，不在於臨床設計

而在於獲取數據的環境，所以RWE的獲得並不等於不採用

干預性試驗或隨機化的試驗設計，其研究方法既可以為

干預性設計、隨機對照設計、甚至是觀察性方法設計，

因此獲得嚴謹設計下的RWE是目前研究熱點，利用真實世

界數據進行研究，利用大數據分析深入挖掘，揭示大數

據背後的創新契機，也是對治療措施再評價研究的新思

路，將會是全球未來科學研究新趨向。

二、真實世界研究的歷史背景

RWS的理念已經存在多年，正確認識及實施RWS、恰

當運用RWE等方面仍存在不少誤區。過去臨床研究主要

以RCT為主，RCT作為新藥物或新設備上線前研究，對研

究對象的選擇、治療措施的應用均有嚴格的限定，但其

表1�常見的真實世界數據

類型 數據來源

觀察性研究數據 患者調查研究(survey)

註冊登記研究(registry study)

干預性研究數據 實效性臨床試驗(pragmatic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pRCT)

非研究數據 醫院電子病歷(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醫療保險索償數據庫(claims data)

公共衛生調查(如糖尿病患者患病率調查)

公共健康監測(如藥物安全監測)

出生/死亡登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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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性存在一定局限性。近來RWS作為研究熱點對如何

應用RCT結果指導臨床實踐問題引起廣泛的思考，自從

1993年RWS的概念被提出後，RWS與RCT至今已經成為循

證醫學的主要研究方法。精心設計的RCT是任何干預措

施安全性和有效性評價的基礎，從而使具有臨床效力且

相對安全的治療措施及時面市；在新治療措施面市後，

嚴謹設計的RWS的進一步對RCT驗證及擴展補充，上述兩

者各具特色，互相獨立又互相補充的承啟關係，有機

結合成為一自下而上的螺旋式循證醫學證據鏈(RCT-指

南推薦-RW S-臨床實踐-提出新的問題-RC T)，獲得促

進指南的制定、臨床治療及診治決策的參考性證據。

2016年12月25日，美國國會公佈《21世紀治癒法案

(21st Century Cures Act)》的最終版本（以下簡稱法

案），該法案目的在於公佈一份推動美國生物醫學創新

研發、疾病治療及大健康領域發展的法案。法案中關於

利用「真實世界證據」取代傳統臨床試驗進行擴大適應

症的批準，牽動了醫療及科研界的強烈迴響，其中突出

的優點在於減少傳統臨床試驗的限制，有人擔憂將會降

低科學審評的嚴謹性，為此FDA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發文《真實世界證據—是甚麼樣的證據及這些證據能揭

示甚麼？(Real-World Evidence—What Is It and What 

Can It Tell Us?)》，呼應法案的同時並且向業界回應

FDA對真實世界證據的考量。FDA審批RWE時堅持遵循嚴

格的科學審批標準和基礎，通過科學的研究方法，對獲

得的數據進行合理的組織和解讀並形成有效的結論。據

此FDA認為RWE需要從數據的獲得方法和研究設計方法兩

個維度進行考察。為提高科學研究發展經濟效益、創新

性，RWS在21世紀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三、真實世界研究的特點

真實世界研究不僅可以減少傳統研究的限制，而

且還可以反映真實世界中治療藥物的臨床療效，為臨床

選擇使用新藥及新型設備提供客觀的對比依據。通過真

實世界數據證據，充分了解指南與實踐的差距，為指南

的制定與規範提供參考，而且還能平衡臨床療效和成本

效益。

1�還原真實世界：RWS強調「還原真實世界」，原

屬於觀察性臨床研究，相對RCT研究，RWS研究對象的人

及排除標準較寬鬆、涉及較少的倫理問題、研究對象更

為廣泛、研究可行性好的優點。但RWS並不是單純地記

錄臨床實際情況，也不是不進行嚴謹的研究設計，因

為一旦到數據庫建立的時候，就會發現大量數據缺失

及臨床干預因素失控。合格的RWS應該遵從科學的研究

方法，強調還原臨床實際情況的同時，需要設計及控制

數據獲得的方法，有效收集研究相關重要信息及觀察指

標，同時需要制定良好的研究計劃，編制病例報表是需

包含可能引起偏倚因素的測量和記錄，並在數據分析階

段採用分層、多因素分析以及傾向性評分等統計方法來

控制和校正。RWS的診治措施的選擇取決於患者病情、

醫生和患者意願，其結果外部真實性良好，能體現臨床

效果。主要由於RWS的具有開放、非盲特點，當研究中

應用主觀結局評價指標時，不可避免會受到評價者的主

觀因素影響，所以研究干預措施效果應選擇客觀指標進

行干預措施評價，避免偏倚，有目標收集研究的關鍵指

標，才能提高研究質量，為指導臨床實踐提供更可靠的

循證醫學證據。

2�以患者為中心：RWS是以「患者為中心」的結局

研究，研究的實施地點以及干預條件為真實的臨床實踐

環境；受試者的選擇一般不加特別的限制條件，干預措

施也如臨床實際，並可由患者和醫師進行交流而改變干

預方法。真實世界研究與RCT有很大的區別，RCT需要詳

細設定的患者入組排除標準，且限制患者的年齡和疾病

病種，多數病人病情不復雜，對合併用藥也要嚴格限

制，而RWS關注的是藥品上市後患者真實的用藥情況，對

臨床用藥不干預觀察和記錄，也如實反映患者接受干預

措施後的各個終點事件，評判患者及醫生所關注的臨床

結局和事件的現實發生情況。

3�以大數據為中心：RWS是以「大數據為中心」，

在病例收集和建立數據庫的基礎上進行整體分析和評

價，發現藥物的慢性和潛伏的反應和罕見的不良事件，

在驗證一般療效的同時發現藥物新的適應症。阿司匹

林作為一種解熱鎮痛藥物發展成冠心病二級預防的關

鍵藥物、預防結腸癌等新的適應症也是得益於大數據

分析。RWS與臨床試驗電子數據採集系統/數據管理系統

(electronic data capture system, EDC)有機結合，

通過數據挖掘能為真實世界數據提供更深入的提示，讓

醫療科技發展提供新的創意及深層次分析。自美國通

過《21世紀治癒法案》法案後，RWE的日益受到重視，

而高質量的RWE往往通過高質量的EDC中獲得，目前已

有對應的法案及國際標準如CDISC ODM(Clinical Data 

Interchange Standards Consortium)認證來監督數據的

標準化和質量。實際上我國里程碑式的跨越來源於真實

世界的數據（2015中國癌症統計數據登上世界殿堂級學

術期刊CA，影響因子144�8），2004年發起的中國慢性病

前瞻性研究(KSCDC)和中國房顫註冊研究也是真實世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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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要範例。

四、真實世界研究與隨機對照研究的差別

RWS與RCT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在臨床實踐及

研究中正確把握各自的差別很有意義（見表2，圖1）。

五、總結真實世界研究的優勢、侷限性和主要解決

的科學問題

RWS的優勢：(1)RWS對研究對象採用相對較少的排

除標準，使納入人群有較好代表性，研究結果外部真實

性相對較好；(2)RWS研究樣本量通常較大，有利於解決

罕見疾病和事件所帶來的問題，也可能更好處理治療效

應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差異；(3)RWS採集數據能利用大數

據技術來設計，可以實現多個研究目標，研究效率提

高；(4)RWS相比RCT，減少人為干預、容易為研究對象接

受，更具成本-效益和易於通過倫理審查；(5)RWS提供

RCT無法提供的證據：包括真實環境下干預措施的療效、

長期用藥安全性、依從性、疾病負擔等證據，是RCT的重

要補充。

RWS的侷限：由於RWS以患者為中心，需要大量的研

究樣本、多中心參與，收集數據難度高，工作量龐大，

數據異質性強，較容易產生偏倚及混雜因素。設計嚴謹

RWS的研究方法有賴於出色的、專業的研究團隊合作。

而數據採集若獲大數據分析協助，大數據則能充分掌握

RWS研究背景，提出有創新性的研究設想和完善的研究

設計，並可提供可利用的多源數據和強大的統計分析，

保證了數據的多元性、重要性和時效性。對於數據的分

析可以採用一體化的數據管理模式，避免原始數據的錯

誤，提高數據處理效率和準確性。定制臨床研究雲平

臺，加強研究者項目管理水平，通過各方合作提高科研

效率，實現數據的實時化、標準化和格式化。

RWS主要解決的問題：RWS是整合各方面證據改善臨

床決策的方法，未來將結合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產

生極有價值的可能性，並彌補經典的循證醫學時代RCT很

多不足，設計嚴謹的研究方法和數據採集可獲得很高的

證據級別，未來將成為醫學的核心證據來源。RWS主要解

決的科學問題見表3。

表2�RWS與RCT的差異

項目 RWS RCT

研究性質 效果研究，外部有效性強 效力研究，內部有效性強

研究時間 長 短

研究對象 無特殊要求 一般排除特殊人群，年齡段受限

設計方案 觀察性、分析性研究為主 試驗性

納入/排除標準 較寬鬆 嚴格

樣本量 大樣本量 有限

患者病情 複雜 單純

隨機分組 不採用 必須

用藥情況 複雜，根據患者病情及意願 限制合併用藥，條件嚴格

干預情況 不干預，會觀察及記錄 按設計嚴格干預

盲法、安慰劑 不使用 使用

測量指標 有廣泛臨床意義的指標 特定表徵或臨床事件為評價目標

混雜因素 對已知混雜因素進行調整 對已知、未知或未觀察到的混雜
因素進行調整

偏倚 觀察者偏倚 選擇性偏倚

制約及限制 成本；數據管理 研究結果外推性

倫理學考慮 較容易滿足 多方面倫理學問題，較難滿足

隨機化對照研究模式 真實世界的研究模式

患病人群 患病人群

納入/排除標準 治療的適應症

隨機化分組 干預措施分組

治療組 對照組 暴露組 對照組

研究方案治療及隨訪 專科門診治療及隨訪

分析結果 分析結果

圖1�隨機化對照研究模式和真實世界研究模式的研究方法差異

表3�真實世界研究主要解決的科學問題

科學問題 類別

評估患者健康、疾病情況及診療情況 描述特定疾病負擔

描述疾病流行病學特徵與分佈

調查特定疾病的診療模式

了解現有診療措施依從性及其相關因素

評估患者療效及結局 評價干預措施在真實世界環境下的實際療效

評價干預措施的安全性

比較多種干預措施療效及安全性

比較不同人群(亞組)的療效差異

評估患者預後及預測 評估患者預後和相關預後因素

建立患者治療結局和疾病風險預測

支持醫療政策制定 評估醫療質量

評價干預措施與實際臨床指南要求差異

制定臨床指南

制定基礎藥物目錄

醫療保險賠付和藥品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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