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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ＴＣ、ＬＤＬ－Ｃ 升高与 ＷＭＬ 严重程度相关 ꎬＨ 型

高血压以及 ＴＣ、ＬＤＬ－Ｃ 升高可增加 ＷＭＬ 严重程度ꎮ 在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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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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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需要关注这些危险因素并进行干预ꎬ减少疾病发生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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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排铅汤对儿童铅中毒的驱铅效果分析
饶晓林

张妍燕

【 摘要】

目的

麦静仪

张程

研究中药排铅汤对儿童铅中毒的驱铅效果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 ２００ 例铅中毒患儿作为研究对象ꎬ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１００

例ꎮ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ꎬ观察组在其基础上采用中药排铅汤ꎮ 将两组的临床效果、症候积分、生化指标、
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比较ꎮ 结果

观察组铅中毒患儿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患儿治疗后的症候积分以及血铅浓度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观
察组患儿治疗后的血钙、血锌、血色素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两组均未发生明显
不良反应ꎮ 结论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中药排铅汤能够促进铅中毒患儿临床症状及生化指标的改

善ꎬ驱铅效果显著且安全性高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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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ｏｄ ｌｅａ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Ｐ<０.０５) ꎻ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ꎬ ｂｌｏｏｄ ｚｉｎｃ ａｎ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Ｐ<０.０５) .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ｌｅａ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ｄ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ｌｅａｄ ｉ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ｓ ｈｉｇｈ.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ａｄ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ｌｅａｄ
铅是自然界常见且毒性剧烈的重金属 [１] ꎬ在同一环境及

滞后 [２] ꎬ因此尽早对儿童进行驱铅治疗十分重要ꎮ 临床治疗
儿童铅中毒的常用药物为钙促排灵、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液等ꎬ

铅不仅会损害多个组织器官功能ꎬ还会导致儿童的成长发育

存在不同程度的药物副作用ꎬ中医认为铅中毒是由肝肾不足、
脾气亏虚、饮食积滞、病邪入侵所致 [３] ꎬ因此ꎬ临床治疗应以
健脾解毒排铅ꎬ平肝宁心、化淤解毒、利湿除铅为主要原则ꎮ
本文将常规治疗、中药排铅汤的效果进行比较ꎬ以促进儿童铅

接触水平下ꎬ铅对于婴幼儿及儿童的危害性大于成人ꎮ 高血

作者单位:５１０６２０ 广东广州ꎬ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儿科
通信作者:饶晓林ꎬＥｍａｉｌ:ｘｉ３４２９０＠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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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 ６ ｇ、陈皮 ９ ｇ、甘 草 ５ ｇꎮ ( 辩 证 加 减 ) ꎮ 用 法: 每 日 １

中毒治疗效果的提高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和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

的铅中毒患儿 ２０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

剂ꎬ水煎取汁 ２００ ｍｌꎬ一 日 一 剂ꎬ 于 早 晚 分 两 次 服 用ꎬ 连 续
治疗 １ 个月ꎮ

３.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１) 观察两组铅中毒患儿的临床

和观察组两组ꎬ每组各 １００ 例ꎮ 诊断标准:中医诊断标准:满

效果ꎬ判定标准 [４] :①治愈:治疗 １ 个月后临床症状消失且血

食、腹胀腹痛、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临床表现ꎬ中医辨证为肝

后ꎬ患儿的临床症状明显改善ꎬ血铅浓度降低 ２０％ ~ ５０％ꎬ肝

足« 实用中医儿科学» 中的相关诊断要求ꎬ存在夜寐不安、厌
肾不足、脾气亏虚型ꎻ西医诊断标准:符合« 儿童高铅血症和
铅中毒预防指南» 中的相关诊断标准ꎬ血铅浓度超过 １００ μｇ /

Ｌꎬ铅中毒分级为Ⅰ ~ Ⅲ级ꎮ 纳入标准:(１)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
的患儿ꎻ(２) 患儿及其家属自愿参与本次研究ꎬ并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ꎻ(３) 临床资料完整且患儿家属愿意接受随访ꎮ 排除

铅降低超过 ５０％ꎬ肝肾功能恢复正常ꎻ②显效:在治疗 １ 个月
肾功能趋于正常ꎻ③有效:患儿的临床症状及肝肾功能在治疗
后稍有改善ꎬ血铅浓度下降 １０％ ~ ２０％ꎻ④无效:治疗 １ 个月
后ꎬ患儿的临床症状、肝肾功能均未得到改善ꎬ甚至有加重迹
象出现ꎮ 临床总有效率 ＝ ( 治愈＋显效＋有效) 例数 / 总例数×
１００％ꎮ (２) 在治疗前、治疗 １ 个月后对两组铅中毒患儿的主

标准:(１) 存在其他慢性全身性疾病、异嗜症的患儿ꎻ( ２) 存在

要症候( 夜寐不安、厌食、腹胀腹痛、多动、注意力不集中) 评

血管疾病、造血系统疾病的患儿ꎻ(４) 近期使用过中药治疗的

值低ꎬ提示症状越轻ꎮ (３) 在治疗前、治疗 １ 个月后采集两组

严重感染、酸中毒、水电解质紊乱的患儿ꎻ( ３) 存在严重心脑
患儿ꎮ 对照组中男 ５７ 例ꎬ女 ４３ 例ꎻ年龄 ３ ~ １３ 岁ꎬ平均(７.５２±

１.８６) 岁ꎻ血铅 １００ ~ ４５０ μｇ / Ｌꎬ平均(１７０.２５±３０.５７) μｇ / Ｌꎮ 观

察组中男 ６０ 例ꎬ女 ４０ 例ꎻ年龄 ３ ~ １４ 岁ꎬ年龄(７.６２±１.９１) 岁ꎻ
血铅 １００ ~ ４５０ μｇ / Ｌꎬ平均(１７０.４９±３０.４８) μｇ / Ｌꎮ 组间基线资
料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２. 方法:对照组:常规治疗ꎮ 常 规 补 充 维 生 素ꎬ 饭 后 口

服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液 １０ ｍｌꎬ一日一次ꎬ同时摄入富含纤
维素的食物ꎬ连 续 治 疗 １ 个 月ꎮ 观 察 组: 常 规 治 疗 联 合 中
药排铅汤ꎮ 在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采用中药排铅汤ꎬ方中

包括党参 １２ ｇ、太子参 ９ ｇ、白术 ９ ｇ、茯苓 １５ ｇ、山药 １０ ｇ、
白扁豆 ９ ｇ、薏苡仁 １５ ｇ、枸杞 ９ ｇ、煅牡蛎 １５ ｇ、大枣 ２０ ｇ、

治愈

显效

２５(２５.００)

观察组( ｎ ＝ １００)

３７(３７.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

铅中毒患儿的空腹静脉血 ２ ｍｌꎬ采用微分电位溶出法对血铅、
血钙、血锌、血色素等生化指标进行测定ꎮ ( ４) 统计两组铅中
毒患儿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ꎮ

４.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 ｎ( ％) ]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ꎬＰ< ０.０５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临床效果比较:观察组铅中毒患儿的临床总有效

率为 ９６.００％ꎬ显著高于对照的 ８０％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两组的临床效果比较[ ｎ( ％) ]

表１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１００)

分进行记录ꎬ每项症候积分区间为 １ ~ ５ 分ꎬ得出总积分ꎬ以分

３１(３１.００)

有效

１８(１８.００)
１５(１５.００)

无效

２０(２０.００)
４(４.００)

总有效率

８０(８０.００)
９６(９６.００)

２.两组症候积分比较:两组铅中毒患儿治疗前的症候积

脑组织中ꎬ对铅具有较高的吸收率ꎬ进而会对儿童适应性、大

低于治疗前( Ｐ<０.０５) ꎬ观察组患儿治疗后的症候积分降低幅

因此会对儿童的肝肾功能、消化系统、血液系统、免疫系统等

分对比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ꎻ两组患儿治疗后的症候积分均
度大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１５.１８±１.６５

１２.３０±０.５８

Ｐ值

０.２６３
０.７９３

１０８.００８

ｔ值

１５.２４±１.５８

５.６０±０.２２

ｔ值

１６.４６７
６０.４３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两组生化指标比较:两组铅中毒患儿之间对比治疗前

与治疗前相比明显改善ꎬ但观察组患儿的改善幅度更大( Ｐ<
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两组铅中毒患儿在治疗期

间均无明显的不良反应发生ꎮ

儿童各器官及系统正处于发育阶段ꎬ玩具以及学

习用品中的含铅成分容易经消化道进入到体内

抑制儿童消化道对铅的吸收ꎬ高纤维素食物的摄入则能够促
进患儿体内铅的排出 [７] ꎮ 本次研究中联合中药排铅汤为铅
中毒患儿进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ꎬ观察组患儿的临床总
有效率较高ꎬ症候积分降低且无不良反应发生ꎬ血铅明显降
低ꎬ血锌、血钙、血色素等微量元素均明显增加ꎬ说明中药排铅

的各项生化指标差异不大( Ｐ>０.０５) ꎻ两组治疗后的生化指标

讨论

造成严重危害 [６] ꎮ

常规治疗中补充维生素及服用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液能够

两组症候积分比较( ｘ
±ｓꎬ分)

对照组( ｎ ＝ １００)
观察组( ｎ ＝ １００)

运动以及语言发育商产生不利影响ꎬ而儿童的排铅能力较差ꎬ

[５]

ꎬ并蓄积在

汤具有较高的排铅效果ꎬ能够改善临床症状及纠正微量元素
代谢紊乱情况ꎬ这是因为中药排铅汤中山药、白术、茯苓、白扁
豆、大枣、煅牡蛎、海参等富含钙、锌等元素及维生素和有机
酸ꎬ如甘草中含有甘草酸ꎬ茯苓中含有茯苓酸等ꎬ这些有机酸
可以与铅络合形成络合物ꎬ促进铅的排泄ꎮ 枸杞可拮抗铅ꎬ红
枣中铁元素丰富ꎬ可降低铅中毒引起的缺铁性贫血发生率ꎮ
诸药配伍可有效促进铅的排出ꎬ排铅机理与中草药含有多种
微量元素、必须氨基酸密切关联ꎬ汤剂中含有的碳酸钙和多种
氨基酸及少量的矿物质很易于和体内的铅竞争与组织细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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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ꎬ从而使铅从组织细胞内排除ꎬ同时改善患儿的脾胃功能ꎬ

总而言之ꎬ铅中毒患儿采用常规治疗联合中药排铅汤治

促进患儿机体免疫力的提高ꎮ

疗的效果确切ꎮ
表３

血铅( μｇ / Ｌ)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１００)
观察组( ｎ ＝ １００)
ｔ值

治疗前

治疗后

０.０５６

５４.７７１
０.００１

两组的生化指标比较( ｘ
±ｓ)

血钙( ｍｇ / Ｌ)

１７０.２５±３０.５７ １２０.４８±７.９６ ａ
１７０.４９±３０.４８ ７４.５３±２.６５ ｂ
０.９５６

Ｐ值

 ２０８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治疗前

治疗后

９１.７１±２.８０

９６.５８±３.０６ ｃ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９１.７３±２.８４ １０８.４７±３.５１ ｄ
０.０５０
２５.５３４

血锌( ｍｇ / Ｌ)

治疗前

０.９４±０.１２
０.９６±０.１０
１.２８０
０.２０２

血色素( ｇ / Ｌ)

治疗后

治疗前

８２.９５±１.９４

１.１１±０.１８ ｅ

８２.９９±２.０１

１.４５±０.３２ ｆ
９.２６０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１

０.８８６

注:同治疗前相比较ꎬａｔ ＝ １５.７５５ꎬｂｔ ＝ ３１.３６５ꎬｃｔ ＝ １１.７４１ꎬｄｔ ＝ ３７.０７６ꎬｅｔ ＝ ７.８５８ꎬｆｔ ＝ １４.６１５ꎬｇｔ ＝ １００.５６６ꎬｈｔ ＝ ９８.６１６ꎬ均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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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核苷酸样品制备方法的研究进展
毛强

赵春景

【摘要】

钱妍

邹品文

美国 ＦＤＡ 已批准上市多种寡核苷酸用于治疗不同类型的疾病ꎬ例如治疗儿童及成人脊髓

性肌肉萎缩症ꎮ 寡核苷酸及其代谢物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是药物开发和评估所必需的ꎬ良好的分析方法有
利于控制药品质量ꎮ 本文总结了寡核苷酸分析的第一步ꎬ即样品制备ꎬ特别是用于液相色谱、液相－质谱
联用ꎮ 需要特殊的样品制备技术需要在复杂的生物基质中确定反义寡核苷酸ꎮ 本文讨论了寡核苷酸样品
制备中所遇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ꎮ 本文主要总结了蛋白沉淀法、酶消化法、液－液萃取法、固相萃取法及
其他前瞻性技术ꎬ并突出了其与每种方法的应用相关的问题ꎮ 最后ꎬ总结了实际使用的技术以及指引未来
的研究方向ꎮ
【 关键词】

寡核苷酸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２４

液相色谱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蛋白沉淀法ꎻ

酶消化法ꎻ

液－液萃取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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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萃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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