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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ＨＰＶ 早期筛查对宫颈癌的发现和预警具有重要价值和意
义ꎮ 本文通过对 ４５９ 例样本检测分析发现阴道微环境改变者
ＨＲ－ＨＰＶ 感染率明显高于阴道微环境正常者ꎬ表明阴道微环
境的改变可能增加了 ＨＲ － ＨＰＶ 的感染率ꎮ 而对福 州 地 区

５５２５ 例标本的 ＨＰＶ 的基因分型结果进行基因亚型的分布、
感染群体的年龄分布等方面的统计分析ꎬ旨在了解本地区的
ＨＰＶ 感染情况ꎬ丰富中国人群 ＨＰＶ 易感分型的数据ꎬ为针对

性疫苗的研发提供数据支持ꎬ从而有利于降低宫颈癌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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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脑白质病变与 Ｈ 型高血压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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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慢性脑白质病变与 Ｈ 型高血压的关系及慢性脑白质变形的相关危险因素ꎮ 方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 ５１３ 例脑白质病变患者的临床资
料ꎬ其中高血压伴同型半胱氨酸( Ｈｃｙ) 水平<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单纯高血压组( Ａ 组ꎬｎ ＝ １１３) ꎬ仅 Ｈｃｙ 水平≥１０
法

μｍｏｌ / Ｌ 为单纯高同型半胱氨酸组( Ｂ 组ꎬｎ ＝ １３４) ꎬ高血压伴 Ｈｃｙ 水平≥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 Ｈ 型高血压组( Ｃ 组ꎬ
ｎ ＝ ２６６) ꎮ 比较三组间脑白质患者严重程度分布ꎬ应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分析相关危险因素与脑白质
病变严重程度ꎮ 结果

在 Ｃ 组中重度脑白质病变患者的占比明显高于 Ａ、Ｂ 组ꎬ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１) ꎻ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ꎬＨ 型高血压、ＴＣ、ＬＤＬ－Ｃ 与脑白质变形的严重程度均呈正相
关( Ｈ 型高血压:ｒ ＝ ０.２１２ꎬＰ<０.０５ꎻＴＣ:ｒ ＝ ０.２６７ꎬＰ<０.０５ꎻＬＤＬ－Ｃ:ｒ ＝ ０.０.２５９ꎬＰ<０.０５ꎻ) ꎮ 结论 Ｈ 型高血压
以及 ＴＣ、ＬＤＬ－Ｃ 升高可增加 ＷＭＬ 严重程度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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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不断老龄化以及 ＭＲＩ 影像学技术在体检中

的不断普及ꎬ对于 ５０ 岁以上老年人群检出大脑小血管病的人
群不断增加 [１] ꎮ 脑白质病变( ｗｈｉ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ｌｅｓｉｏｎꎬＷＭＬ) 是脑小
血管病变的重要影像学表现ꎬ其主要是由于颅内小血管例如
穿支小动脉、毛细血管及小静脉发生病变导致脑白质缺血缺
氧ꎬ其病理学变化包括了髓鞘和轴突丢失以及胶质细胞轻度

增生ꎮ 研究指出 [２] ꎬＷＭＬ 会导致患者出现缺血性卒中、脑萎
缩的风险增加ꎬ导致 ＷＭＬ 的危险因素很多ꎬ如年龄、高血压、
高血脂等ꎬ其中高血压是 ＷＭＬ 中最能够被干预的因素ꎮ 本
研究对慢性脑白质病变与 Ｈ 型高血压及相关危险因素的关
系作了对比分析ꎬ现报道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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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
院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 的 ５１３ 例 脑 白 质 病 变 患 者ꎬ 其 中 男
２５７ 例ꎬ女 ２５６ 例ꎬ年龄 ４１－８３ 岁ꎬ平均(６６.２１±５.７９) 岁ꎮ 纳入
标准:符合«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 [３] 中的高血压诊断标
准ꎮ 排除标准:继发性高血压疾病ꎻ急性脑梗死、脑出血、混合
型卒中等患者ꎻ代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等病因所致的 ＷＭＬꎻ
近两周有服用他汀类、烟酸类等对脂质代谢造成影响的药物ꎮ
将 ５１３ 例患者分为三组:高血压伴 Ｈｃｙ 水平 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单
纯高血压组( Ａ 组ꎬｎ ＝ １１３) ꎬ仅 Ｈｃｙ 水平≥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单纯
高同型半胱氨酸组( Ｂ 组ꎬｎ ＝ １３４) ꎬ高血压伴 Ｈｃｙ 水平≥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 Ｈ 型高血压组( Ｃ 组ꎬｎ ＝ ２６６) ꎮ 其中 Ａ 组男 ５６ 例ꎬ
女 ５７ 例ꎬ年龄 ４１ ~ ８２ 岁ꎬ平均(６５.７３±６.３５) 岁ꎻＢ 组男 ６７ 例ꎬ
女 ６７ 例ꎬ年龄 ４０ ~ ８２ 岁ꎬ平均( ６４. ７２ ± ６. ２８) 岁ꎻＣ 组男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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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ꎬ女 １３２ 例ꎬ年龄 ４２ ~ ８４ 岁ꎬ平均(６４.７８±６.３１) 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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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研究方法:采集患者完整的临床一般资料ꎬ如年龄、性

因素

别、吸烟饮酒史、高血压、糖尿病病史等ꎮ 生化指标测定:采集

年龄

患者清晨肘静脉血进行 Ｈｃｙ、甘油三酯( ＴＧ) 、总胆固醇( ＴＣ) 、

性别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

Ｈ 型高血压

定ꎮ ＷＨＬ 影像学诊断:脑白质出现异常信号ꎬ边界不清的双

吸烟

透露 ＭＲＴ１ 加权像可见脑室旁或深部脑白质等信号或者低信

ＴＣ

糖尿病

Ｃ) 、载脂蛋白 Ａ１( Ａｐｏ－Ａ１) 、载脂蛋白 Ｂ( Ａｐｏ－Ｂ) 水平的测

饮酒

侧基本对称大小可不等的斑点状、斑片状甚至出现融合病变ꎬ

ＴＧ

号病灶ꎬＴ２ 加权像可见脑室旁或深部脑白质高信号病灶ꎮ

ＷＨＬ 分级标准:按照 Ｆａｚｅｋａｓ 标准将 ＷＭＬ 进行分级 [４] :

质融合呈片状ꎻ重度:侧脑室旁白质不规则病变延伸到深部白
质和( 或) 深部大面积融合的脑白质病变ꎮ

０.２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１

ＨＤＬ－Ｃ

０.０１５

讨论

Ｐ值

０.０５４

Ａｐｏ－Ａ１
ＬＤＬ－Ｃ

小片状病变ꎻ中度:侧脑室角呈光滑晕圈和( 或) 早期深部白

ｒ值

０.０７３

０.２６７
－０.０２２

Ａｐｏ－Ｂ

轻度:侧脑室角帽状、铅笔样薄层病变和( 或) 深部脑白质点、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

０.０１６
０.２５９

０.４８２
０.４３８
０.４７３
０.４６２
０.４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９
０.３６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００

慢性脑白质病变是一组具体病因尚不明确的中枢

３.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神经系统脱髓鞘性疾病ꎬ主要表现为精神状态的改变ꎬ可有注

示ꎬ检验标准设置为 ０.０５ꎬ应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ꎬ分析危

僵和昏迷等严重后遗症ꎮ 目前已有研究证明与它的明确相关

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采用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以[ ｎ( ％) ] 表

意力、记忆力和情感状态等障碍ꎮ 严重的病例可产生痴呆、木

险因素与 ＷＭＬ 程度的相关性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ꎮ

性的危险因素仅有年龄和高血压ꎬ其他如动脉硬化斑块、糖尿

二、结果

１.三组不同程度脑白质病变患者分布比较:在 Ｃ 组中重

度脑白质病变患者的占比明显高于 Ａ、Ｂ 组ꎬ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 ꎬ说明 Ｈ 型高血压组更容易出现重度脑
白质病变ꎮ 见表 １ꎮ
组别
Ａ 组( ｎ ＝ １１３)
Ｂ 组( ｎ ＝ １３４)
Ｃ 组( ｎ ＝ ２６６)

轻度

中度

５８(５１.３３)

３７(３２.７４)

８７(３２.７１)

８９(３３.４６)

６７(５０.００)

注:与 Ｃ 组比较ꎬ∗Ｐ<０.０１

４５(３３.５８)

１８(１５.９３) ∗
２２(１６.４２) ∗
９０(３３.８３)

ＬＤＬ－Ｃ 指标显著高于 Ａ、Ｂ 组ꎬ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因素
糖尿病( ｎ)
饮酒( ｎ)

Ａ 组( ｎ ＝ １１３) Ｂ 组( ｎ ＝ １３４) Ｃ 组( ｎ ＝ ２６６)
１３

１６

３１

２９

３５

６６

２８

３３

６７

１.５８±０.６９

１.４６±０.１１

Ａｐｏ－Ａ１( ｇ / Ｌ)

１.２７±０.０９

１.２４±０.６７

３.６５±１.２８ ａｂ
１.２１±０.５５

１.１４±０.０７

１.１３±０.４９

Ａｐｏ－Ｂ( ｇ / Ｌ)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 / Ｌ)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 / Ｌ)

４.１５±１.１７
０.８３±０.５３
１.１９±０.０５
２.２５±０.８９

４.３８±１.３８
０.８８±０.２７
２.３９±０.９２

注:与 Ａ 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ꎬ与 Ｂ 组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１.４２±０.３７
１.１３±０.５７

１.９８±０.８８

ａｂ

３.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分析相关危险因素与脑白质病变

严重程度:进一步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ꎬＨ 型高
血压、ＴＣ、ＬＤＬ－Ｃ 与脑白质变形的严重程度均呈正相关( Ｈ 型
高血压:ｒ ＝ ０.２１２ꎬＰ<０.０５ꎻＴＣ:ｒ ＝ ０.２６７ꎬＰ<０.０５ꎻＬＤＬ－Ｃ:ｒ ＝ ０.

０.２５９ꎬ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３ꎮ

通过研究结果发现ꎬＨ 型高血压以及 ＴＣ、ＬＤＬ－Ｃ 升高可

高ꎬ同时既往有研究显示 [６] ꎬ高血压患者的 ＭＲＩ 中弥散张量
成像( ＤＴＩ) 发现大脑微结构出现明显的破坏ꎬ高血压也是临
床医师最关注的指标ꎬ高血压合并有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称作
Ｈ 型高血压ꎬ其对患者的心血管损害相对于单纯高血压更加
明显ꎮ 现在已知ꎬＨｃｙ 的水平升高属于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
危险因素ꎬ且高 Ｈｃｙ 可导致患者认知功能障碍ꎬＨｃｙ 属于一类
含硫氨基酸ꎬ在体内能够以多种形式分布ꎬ正常人血浆中的浓

度为 ５ ~ １５ μｍｏｌ / Ｌꎮ 在临床上把 Ｈｃｙ>１０ μｍｏｌ / Ｌ 称作高 Ｈｃｙ
内皮 [７] ꎬ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还可影响参与 Ｈｃｙ 代谢的酶ꎬ使
其分泌量减少ꎬ导致 Ｈｃｙ 含量升高ꎬ该过程周而复始ꎬ血管内
皮细胞损伤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ꎬ增加泡沫细胞形成等

ＴＧ( ｍｍｏｌ / Ｌ)
ＴＣ( ｍｍｏｌ / Ｌ)

变发生ꎮ

血症ꎬＨｃｙ 可能通过氧自由基介导的氧化应激反应损伤血管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吸烟( ｎ)

危险因素ꎬ在临床中予积极干预可延缓病变进展以及预防病

高血压人群的 ＷＭＬ 发病率相对于非高血压人群的发病率更

重度

２.三组患者的一般血清学检测结果比较:Ｃ 组中 ＴＣ 及

表２

尚不明确ꎮ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进一步探讨慢性脑白质病变的

增加 ＷＭＬ 例数以及严重程度ꎮ 在 ５０ 岁以上人群中ꎬ合并有

三组不同程度脑白质病变患者分布比较 ｎ( ％)

表１

病、Ｈｃｙ、血清胱抑素 Ｃ、偏头痛等相关性也有报道 [５] ꎬ但结论

机制促进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ꎬ使脑大动脉狭窄ꎬ小动脉

闭塞影响到了处于灌流边缘的脑白质区的血供发生 ＷＭＬꎬ本
次研究表明 Ｈ 型高血压患者出现重度 ＷＭＬ 的风险显著增
加 [８] ꎬ所以在临床上需要加强对此类患者的血压控制ꎮ

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Ｈ 型高血压对慢性脑白质病变

的影响ꎬ进一步探讨慢性脑白质病变与性别、年龄、吸烟、饮
酒、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血清胱抑素 Ｃ、Ｈｃｙ 等因素的
相关性ꎮ 经统计学分析得出 Ｈ 型高血压是脑白质病变的危

险因素ꎬ另脑白质病变与年龄、吸烟、饮酒、糖尿病、高脂血症、
血清胱抑素 Ｃ 等指标相关ꎬ与性别无关ꎮ ＴＣ、ＬＤＬ－Ｃ 可以导
致脑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ꎬ导致脑动脉狭窄使脑供血不
足ꎬ进而引起脑白质局灶性或者弥漫性血流量下降导致低灌
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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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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其进展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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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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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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铅中毒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９５.２

中药ꎻ

排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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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ｌｅａｄ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ｌｅａｄ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ＲＡＯ Ｘｉａｏ － ｌ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５１０６２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ｌｅａ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ｄ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００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ｄ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 １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ｎｄｏ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ｃｏｒｅꎬ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ｄ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Ｐ< ０.０５) ꎻ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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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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