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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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和干预后烧心、反酸、食管吞咽困难、胸骨后疼痛症状评分相比较( ｘ
±ｓꎬ分)

表２
组别

时期

联合用药组

干预前

烧心

２.６７±０.７２

干预前

１.４３±０.５９ ＃

干预后

反酸

食管吞咽困难

胸骨后疼痛

０.５２±０.１９ ＃∗
２.４５±０.３６

０.４７±０.１８ ＃∗
２.４８±０.３２

０.４２±０.１１ ＃∗
２.６４±０.７４

２.４５±０.３６

０.４８±０.１１ ＃∗
２.６７±０.７１

干预后
单药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３３

１.２８±０.３１ ＃

注:与干预前相比较ꎬ＃表示 Ｐ<０.０５ꎻ与单药组干预后相比较ꎬ∗表示 Ｐ<０.０５

时间延长ꎬ胃内黏液黏度降低ꎬ可导致胃肠道自我保护作用削
弱ꎬ机体自我防卫作用降低ꎬ胃肠道感染风险增加

[５￣６]

ꎮ 临床

研究显示ꎬ采用质子泵抑制剂联合促动力药物治疗胃食管反
流病ꎬ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ꎬ规避上述不良现象的发生ꎮ

[２]
[３]

莫沙必利为新型促动力药物之一ꎬ其为选择性受体激动药物ꎬ
可促进乙酰胆碱释放ꎬ减轻患者胃部堵塞感ꎬ缓解胃部不适ꎮ
莫沙必利可选择性作用于上消化道ꎬ对中枢神经元突触膜上
受体无亲和力ꎬ可改善因反流物刺激所致痉挛性疼痛和吞咽

[４]
[５]

困难症 状ꎬ 预 防 因 结 肠 运 动 亢 进 所 致 腹 痛 腹 泻 症 状 的 发
生 [７￣８] ꎮ

本研究中ꎬ单药组给予质子泵抑制剂治疗ꎬ联合用药组给

[６]

予莫沙必利联合质子泵抑制剂治疗ꎮ 结果显示ꎬ联合用药组
相比于单药组胃食管反流病治疗总有效率更高ꎬ干预后联合
用药组相比于单药组烧心、反酸、食管吞咽困难、胸骨后疼痛
症状评分改善更显著ꎬ说明莫沙必利联合质子泵抑制剂对胃
食管反流病的治疗价值高ꎬ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ꎬ效果确

[７]
[８]

切ꎬ值得推广ꎮ
[１]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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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０.３１

２.６７±０.３２

１.５７±０.１９ ＃

１.４２±０.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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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寿坤.质子泵抑制剂联合莫沙必利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

补肾活血汤治疗中老年激素性股骨头坏死
的临床效果分析
柳锦华

刘建卫

【 摘要】

目的

探索补肾活血汤用于治疗中老年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效果ꎮ 方法

在本院收治的

中老年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中随机选出 １０４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以抽签的方法进行分组ꎬ分入到治疗组和
对照组中ꎬ给予对照组患者西乐葆口服治疗ꎬ给予治疗组患者补肾活血汤口服治疗ꎬ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
ＶＡＳ 评分、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等指标ꎮ 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有效率 ８８.４６％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 ７３.０８％ꎬＰ<０.０５ꎻ治疗组患者治疗 ３ 个月后的 ＶＡＳ 评分更低ꎬ且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更高ꎬＰ<０.０５ꎻ两组患者的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差异不明显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对中老年激素性股骨头坏死采用中药补肾活血汤治疗效

果确切ꎬ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疼痛感ꎬ恢复髋关节功能ꎬ提高生活质量ꎬ值得推广应用ꎮ
【 关键词】

补肾活血汤ꎻ

激素性股骨头坏死ꎻ

ＶＡＳꎻ

Ｈａｒｒｉｓꎻ

并发症

股骨头坏死是一个病理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ꎬ最早发生

在治疗中应采用补肾活血、消肿止痛药物ꎮ 我院对中老年激

于股骨头负重区域ꎮ 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是一种常见类型ꎬ其

素性股骨头坏死患者应用补肾活血汤治疗ꎬ取得满意效果ꎬ现

具有发展速度快特点

[１]

ꎬ会导致股骨头血运不良ꎬ出现关节

退变、股骨头塌陷等表现ꎬ中医学认为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属于

骨痹、骨蚀范畴ꎬ主要是因为外邪内蕴、创伤劳损造成的 [２] ꎬ
作者单位:５２７２００ 广东省罗定市中医院

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间来本院就诊

被确诊为激素性股骨头中老年患者中随机抽取出 １０４ 例作为
本次研究的对象ꎬ全部患者均符合«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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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３３

肾功能异常、合并心脑血管疾病、骨肿瘤、骨性关节炎、骨结核
的患者ꎻ排除由创伤、酒精非激素性因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患
者ꎻ排除认知功能障碍、有精神病史的患者ꎬ排除临床分期为
Ⅳ期的患者ꎮ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１０４ 例观察对象以抽签方式
进入到治疗组和对照组中ꎮ 治疗组中患者 ５２ 例ꎬ男 ３５ 例ꎬ女

１７ 例ꎬ年龄在 ５１ ~ ７２ 岁ꎬ平均( ６２.３±４.５) 岁ꎬ病程为 １ ~ ５ 年ꎬ
平均(２.６± ０.４) 年ꎮ 对照组中患者 ５２ 例ꎬ男 ３２ 例ꎬ女 ２０ 例ꎬ
年龄在 ５３ ~ ７４ 岁ꎬ平均(６３.４±４.６) 岁ꎬ病程为 １.３ ~ ５ 年ꎬ平均
(２.８±０.５) 年ꎮ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之间差异不明显ꎬＰ > ０.

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２.方法:给予对照组患者西乐葆口服治疗ꎬ每次 １００ ｍｇꎬ

每日 ２ 次ꎮ 治疗组患者给予中药补肾活血汤口服治疗ꎬ基本
方为:牛膝、川芎、当归各 ３０ ｇꎬ熟地、鳖甲、骨碎补各 ２０ ｇꎬ海

两组患者的 ＶＡＳ、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对比( ｘ
±ｓ)

表２

中的相关标准ꎬ且患者知情同意参加本次研究ꎮ 排除合并肝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５２

对照组
ｔ
Ｐ

５２

ＶＡＳ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６.８２±１.２３ ３.２５±０.５６
７.０５±１.３７ ４.８７±０.６７
０.９０１
０.３７０

１３.３７８
０.０００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７３.２±８.５

９３.２±４.５

０.７０６

７.７６０

７４.５±１０.２
０.４８２

８５.８±５.２
０.０００

３.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用药治疗期间ꎬ治疗组

患者出现 １ 例胃肠道反应ꎬ２ 例出血ꎬ发生率为 ５.７７％ꎬ对照组
患者中出现 ２ 例胃肠道反应ꎬ２ 例出血ꎬ发生率为 ７.６９％ꎬ组间
对比ꎬχ２ ＝ ０.１５３ꎬＰ ＝ ０.６９６>０.０５ꎮ
讨论

糖皮质激素是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药物ꎬ

虽然疗效显著ꎬ但是也有一些不良反应ꎬ尤其对骨有不良影

马、龟板各 １５ ｇꎮ 对关节活动严重受限的患者加用木瓜和鸡

响ꎮ 激素引起的股骨头坏死被称为激素性股骨头坏死ꎮ 近些

者加用延胡索、没药、乳香ꎮ 将中药加入清水中煎煮ꎬ每日 １

上升ꎮ 目前ꎬ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ꎬ中

血藤ꎻ对湿热的患者加用苍术、薏米和黄柏ꎻ对疼痛剧烈的患

年来ꎬ糖皮质激素应用增多ꎬ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病率明显

剂ꎬ分早晚两次饭后 ３０ ｍｉｎ 服用ꎬ每次 ２５０ ｍｌꎮ 两组患者均连

医学认为其是肝肾亏虚为本、血瘀痰阻为标的本虚标 实 之

３.评价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 中医骨伤

导致肾阴虚以及阴虚火旺ꎬ长期使用激素的患者就会出现阳

续治疗 ３ 个月ꎮ

症 [３￣４] ꎮ 激素是纯阳药物ꎬ在使用后会出现阳亢而阴伤现象ꎬ

科» 中相关疗效标准进行评估:痊愈:患者行走无跛行ꎬ髋关

精无法滋润、濡养骨骼的现象ꎬ进而出现股骨头坏死 [５] ꎮ 针

显示股骨头区域无塌陷、坏死等现象ꎮ 好转:患者的临床症状

强筋骨等药物治疗 [６] ꎮ

节无疼痛ꎬ且下肢无短缩现象ꎬ功能完全恢复ꎬ经 Ｘ 线片检查
有明显好转ꎬ髋关节的活动功能有所改善ꎬ下肢短缩在 １ ｃｍ
以内ꎬＸ 线片检查显示股骨头存在变大或扁平现象ꎬ但是坏死

的骨组织有所改善ꎮ 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或出
现恶化ꎬＸ 线片检查显示无改善ꎮ 有效率 ＝ 痊愈率＋好转率ꎮ
４.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的 ＶＡＳ 评分( 于治疗前和治

疗后进行 ＶＡＳ 评分的评估ꎬ给患者 ０－ １０ 这 １１ 个数字ꎬ让患
者选一个最能表达自己疼痛程度的数字ꎬ０ 为无痛ꎬ１０ 为剧烈

对这一病理特点ꎬ中医学认为临床应以活血化瘀、补益肝肾、
在本研究中ꎬ本院对治疗组 ５２ 例患者采用补肾活血汤治

疗ꎬ该方以牛膝为君药ꎬ具有清筋骨、补肝肾、利尿、引血下行
功效ꎮ 以川芎、熟地、当归、骨碎补为臣药ꎬ川芎具有活血化
瘀、消肿止痛、祛风燥湿之功效ꎻ熟地具有滋阴补肾、补血滋润
功效ꎻ当归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功效 [７] ꎻ骨碎补具有强筋
骨、补肝肾功效ꎮ 以鳖甲、海马、龟板为佐药ꎬ其中的鳖甲具有
滋阴潜阳、软坚散结之功效ꎻ海马具有消肿止痛、舒筋通络、补

疼痛ꎬ无法耐受) 、髋关节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 于治疗前后评估患者

肝肾功效ꎻ龟板具有温补阳气、和里养阴功效ꎮ 诸药合用起到

好) 、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率ꎮ

据患者的辨证分型进行辨证加减ꎬ如:对于湿热的患者加用苍

的髋关节功能ꎬ总分为 １００ 分ꎬ得分越高的表明髋关节功能越

补肝肾、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强筋骨、舒经络之功效ꎮ 同时根

５.统计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检验本研究中的数据资
料ꎬ计数数据和计量数据分别采用 χ２ /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有统

术、薏米、黄柏ꎬ能起到消肿止痛、祛风燥湿、清利湿热的功效ꎻ

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见表 １ 可知ꎬ治疗组患者的

治疗有效率 ８８.４６％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７３.０８％ꎬＰ<０.０５ꎮ
表１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χ２

例数
５２
５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 ｎ( ％)

对于关节严重疼痛的患者加用鸡血藤、木瓜能起到清热凉血、
消肿散瘀功效ꎬ减轻患者的疼痛感ꎮ 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更高ꎬ且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高于对照组ꎬＶＡＳ 评分低于
对照组ꎬＰ<０.０５ꎻ与常规西药西乐葆治疗相比ꎬ中药补肾活血
汤治疗中老年激素性股骨头坏死效果确切ꎮ 周金良 [８] 等人
对早中期股骨头坏死患者采用补肾活血壮骨汤治疗效果显
著ꎬ提高患者的髋关节功能ꎬ预防股骨头的塌陷ꎮ 陈雷雷 [９]

痊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

等人的研究指出:对兔激素性股骨头坏死采用活血祛瘀法干

２３

１５

１４

７３.０８

生长因子蛋白表达水平、ＲＡＮＫ、ＲＡＮＫＬ 等的水平来促进骨组

３２

１４

Ｐ

６

８８.４６
３.９６２
０.０４７

２.两组患者的 ＶＡＳ 评分和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对比:见表 ２ 可知ꎬ

在治疗前ꎬ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 ＶＡＳ 和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相比差异
不明显ꎬＰ>０.０５ꎻ而在治疗 ３ 个月后ꎬ治疗组患者的 ＶＡＳ 评分
明显更低ꎬ且 Ｈａｒｒｉｓ 评分更高ꎬＰ<０.０５ꎮ

预有助于促进骨组织的修复ꎬ能通过调节骨保护素、血管内皮
织的修复ꎮ 阳小明 [１０] 的研究指出:对肾虚血瘀型股骨头坏死
患者采用中医补肾活血法治疗效果确切ꎬ有助于减轻患者的
疼痛感ꎬ改善骨头功能ꎬ提高生活质量ꎮ
综上所述ꎬ在中老年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临床治疗中ꎬ中
医药价值确切ꎬ补肾活血方治疗效果确切ꎬ有助于减轻患者的
疼痛感ꎬ提高髋关节功能ꎬ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生
活质量ꎬ值得在临床治疗中推广应用ꎮ 临床医师还应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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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病机制ꎬ深入中医药的研究ꎬ充分发
挥中医药价值ꎬ为患者带来福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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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 ＣＴ 血管造影在急性肺栓塞中的临床应用
陈羽
【摘要】

目的

评价肺动脉 ＣＴ 血管造影( ＣＴＡ) 对急性肺动脉栓塞的临床应用价值ꎮ 方法

回顾性

分析 ６８ 例经肺动脉 ＣＴＡ 确诊为肺栓塞患者ꎬ分析其影像学征象ꎬ并将原始数据导入工作站进行 ＭＰＲ、
ＭＩＰ 及 ＶＲＴ 等 ＣＴ 后处理ꎬ从不同角度及方位显示肺栓塞的最佳位置ꎮ 结果

６８ 例患者肺栓塞 ＣＴＡ 的直

接征象为不同程度的肺动脉主干或分支充盈缺损ꎬ表现为中心型、偏心型、附壁血栓或完全阻塞型ꎬ本研究
共发现栓子 ４６２ 个ꎬ其中肺动脉主干 ２０ 个、左肺动脉主干 ６２ 个、右肺动脉主干 ７３ 个、肺叶及段支气管动
脉 ３０７ 个ꎻ栓塞间接征象表现为肺动脉高压、肺纹理稀疏、胸水、肺梗塞等ꎮ 结论

肺动脉 ＣＴＡ 技术具有

快速、无创、准确等优势ꎬ在肺动脉栓塞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价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ꎮ
【 关键词】

肺动脉ꎻ

血管造影术ꎻ

肺栓塞ꎻ

体层摄影术ꎻ

肺动脉造影术

肺栓塞(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ꎬＰＥ) 是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

忌证ꎮ 患者仰卧 位ꎬ 采 用 西 门 子 ( ＳＯＭＡＴＯＭ Ｅｍｏｔｉｏｎ) １６ 层

肺栓塞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ꎬ且发病急、病情重ꎬ若治疗不及

１１０ ｋＶꎬ管电流调制( ＣＡＲＥ Ｄｏｓｅ ４Ｄ) 技术ꎬ准直器宽度 １６ ｍｍ
×１.２ ｍｍꎬ扫描螺距 １.５ꎬ球管旋转时间 ０.６ ｓꎬ屏气扫描ꎮ 应用

阻塞肺动脉及分支ꎬ引起肺循环障碍的一种临床病理综合征ꎮ
时或治疗不当ꎬ可进展为肺梗死甚至死亡ꎬ因此早期诊断及治

疗是降低肺栓塞病死率的关键ꎮ 近些年ꎬ由于多排螺旋 ＣＴ
的飞速发展ꎬ图像分辨率不断提高ꎬ可以准确的显示肺动脉主
干、段及亚段栓子的数量及分布情况ꎬ且利用 ＣＴ 后处理技术
为临床提供更加立体、直观及准确的客观依据ꎮ 本研究回顾

ＣＴ 进行扫描ꎬ头先进ꎮ 扫描范围自肺底至肺尖ꎬ扫描参数:
高压注射器以 ４.０ ~ ４.５ ｍｌ / ｓ 流率在肘前静脉注射 ３２０ ｍｇＩ / ｍｌ
非离子型对比剂碘佛醇注射液 ７０ ~ ８０ ｍｌꎮ 应用对比剂示踪

法( Ｂｏｌｕｓ－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在肺动脉主干层面选择感兴趣区监测 ＣＴ
值ꎬ触发阈值 １００ ＨＵꎮ (２) 图像后处理:按照层厚及层间距 １.

性分析 ６８ 例肺栓塞患者的 ＣＴ 血管造影( ＣＴＡ) 图像ꎬ评估多

５ ｍｍ 重建图像ꎬ并将数据传至工作站ꎬ利用 ＣＴＡ 后处理技

临床价值ꎮ

成像( ＶＲＴ) ꎬ 从 不 同 角 度 及 方 位 显 示 栓 子 的 分 布 及 位 置ꎮ

层螺旋 ＣＴ 的 ＣＴＡ 技术对肺动脉栓塞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的
一、对象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选择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在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放射科接受肺动脉 ＣＴＡ 诊断的

６８ 例肺栓塞患者ꎬ其中男 ３０ 例ꎬ女 ３８ 例ꎬ年龄 ２５ ~ ８３ 岁ꎬ平
均 ６２.３８ 岁ꎮ 纳入标准:突发不明原因心慌、气促、胸痛、 晕
厥、咯血等表现ꎻ动脉血气分析呈不同程度的低氧血症ꎻ血浆
Ｄ－二聚体水平升高ꎮ

２.方法:(１) 检查方法:对患者进行呼吸训练ꎬ排除碘剂禁

作者单位:３５０００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放射科
通信作者:陈羽ꎬＥｍａｉｌ:５２６５０５３６３＠ ｑｑ.ｃｏｍ

术ꎬ多平面重建( ＭＰＲ) 、最大密度投影( ＭＩＰ) 、容积再现三维
(３) 图像分析:采用双盲法ꎬ由两名放射科医师对肺栓塞的原
始图像及后处理图像进行分析ꎬ记录肺栓塞的直接征象:栓子
的大小、位置、数量ꎻ间接征象:是否存在肺动脉高压、肺纹理
稀疏、胸水、肺梗塞灶及管腔狭窄程度ꎮ
二、结果

见图 １ꎮ 本研究共发现栓子 ４６２ 个ꎬ其中直接征象显示ꎬ

肺动脉主干 ２０ 个、左肺动脉主干 ６２ 个、右肺动脉主干 ７３ 个、
肺叶及段支气管动脉 ３０７ 个ꎻ肺部 ＣＴＡ 均可见栓子ꎬ表现为
中心型、偏心型、附壁血栓或完全阻塞型充盈缺损ꎮ 间接征象
显示ꎬ肺梗死 ３ 例、胸腔积液 ６ 例、肺动脉高压 ５ 例、肺纹理稀
疏 １５ 例ꎮ 对其中 １５ 例患者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ＤＳＡ) 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