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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儿童呼吸道感染的血清微量元素水平检测分析
汤中州
【摘要】

目的

分析儿童呼吸道感染患者采用血清微量元素水平检测的意义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在本院就诊的呼吸道感染患儿 ４７ 例为观察组ꎬ另选取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４７ 名为对照
组ꎬ均行血清微量元素水平及免疫功能检测ꎬ比较两组血清微量元素水平及免疫功能指标ꎮ 结果

观察组

锌( Ｚｎ) 、铁( Ｆｅ) 、钙( Ｃａ)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镁( Ｍｇ) 及铜( Ｃｕ) 水平
与对照组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免疫球蛋白 Ｇ( ＩｇＧ) 、免疫球蛋白 Ｍ( ＩｇＭ) 及免疫球蛋
白 Ｍ( ＩｇＡ) 水平均较对照组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呼吸道感染患儿存在 Ｚｎ、Ｆｅ 和 Ｃａ 元

素缺乏及免疫功能低下情况ꎬ临床上可通过血清微量元素检测反映患儿呼吸道感染情况ꎬ有助于做好疾病
预防和诊治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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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７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４７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ｒｕｍ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Ｓｅｒｕｍ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ｚｉｎｃ ( Ｚｎ) ꎬ ｉｒｏｎ ( Ｆｅ) ꎬ ｃａｌｃｉｕｍ ( 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０. ０５) ꎻ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 Ｍｇ) ａｎｄ ｃｏｐｐｅｒ ( Ｃｕ)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０.０５) ꎻ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Ｇ ( ＩｇＧ) ꎬ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Ｍ
(ＩｇＭ)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Ａ ( Ｉｇ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Ｐ< 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ｚｉｎｃꎬ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ｒｕｍ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ꎻ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ꎻ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小儿呼吸道感染是一种常见的儿科疾病ꎬ主要表现为咳
嗽、喘鸣及呼吸困难等ꎬ且随着病情发展将大幅度降低患儿生
活质量ꎬ影响患儿生长发育ꎬ甚至危及患儿身心健康 [１] ꎮ 抗
炎、抗感染是目前治疗该病的常用方法ꎬ大部分患儿经治疗后
病情可明显好转ꎬ但在特定诱因下仍可发病ꎬ增加临床治疗的
困难程度ꎮ 目前尚未明确小儿呼吸道感染复发的机制ꎬ多认
为免疫力低下及小儿特殊生理结构等为呼吸道感染反复发生
的主要原因ꎮ 而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发现ꎬ血清微量元素缺乏
与小儿抵抗力低下有着密切关系ꎬ造成疾病反复发作ꎬ且病情
越重ꎬ微量元素越缺乏

[２]

ꎮ Ｚｎ、Ｆｅ、Ｃａ 等是机体重要的微量元

为观察组ꎬ另选取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４７ 名为对照组ꎮ 对照组
中男 ２７ 例ꎬ女 ２０ 例ꎻ年龄 ２ ~ １１ 岁ꎬ平均( ５.３２±１.９３) 岁ꎮ 观
察组中男 ２８ 名ꎬ女 １９ 名ꎻ２ ~ １２ 岁ꎬ平均( ５.３４± １.９５) 岁ꎮ 两
组性别及年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ꎬ具有可比

性ꎮ 入选者家长均知情并自行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纳入标准:
(１) 观察组患儿均符合« 实用儿科学» [４] 中呼吸道感染相关诊
断标准ꎬ且年发病次数不低于 ８ 次ꎻ( ２) 年龄 ２ ~ １２ 岁ꎻ( ３) 患
儿未处于发病状态ꎮ 排除标准 :(１) 佝偻病ꎻ( ２) 先天性心脏
病、先天性呼吸系统疾病及先天性免疫功能异常ꎻ( ３) 近期有
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等使用史ꎻ(４) 服用过影响微

素ꎬ在小儿生长发育、骨骼形成、造血、基因和蛋白合成中有着

量元素的药物ꎻ(５) 心脏、肺、呼吸道先天性畸形ꎮ

吸道感染患儿诊治中的意义ꎬ对本院呼吸道感染患儿及健康

察组患儿于入院后采集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５ ｍｌꎬ均保存在试

重要作用 [３] ꎮ 因此ꎬ本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血清微量元素在呼
体检儿童进行对照研究ꎬ且获得显著效果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本研究方案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ꎬ本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选择收治的 ４７ 例呼吸道感染患儿
作者单位:４６３０００ 河南驻马店ꎬ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通信作者:汤中州ꎬＥｍａｉｌ:ｋａｒｃｆ０＠ １６３.ｃｏｍ

２.方法:采集对照组儿童体检当日空腹肘静脉血 ５ ｍｌꎬ观

管中静置 ３０ ｍｉｎꎬ离心处理(４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１０ ｍｉｎ 后ꎬ取上层血
清ꎮ (１) 微量元素水平检测:采用博晖石墨炉元素分析仪和
ＲＨ ５５００ 原子吸收光谱仪ꎬ 经原子吸收法对血清 微 量 元 素
( Ｃａ、Ｆｅ、Ｃｕ、Ｚｎ、Ｍｇ) 水平进行测定ꎬ试剂盒由 ＢＯＨＵＩ 创新光
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ꎬ并根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具体操
作ꎮ (２) 免疫因子检测:采用 ＢＮⅡ全自动蛋白分析仪ꎬ经免
疫散色比浊法测定 ＩｇＡ、ＩｇＧ、ＩｇＭ 水平ꎬ试剂盒由西门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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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ꎬ根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具体操作ꎮ

３.评价指标:( １) 血清微量元素水平:统计两组锌( Ｚｉｎｃꎬ

Ｚｎ) 、铁( ＩｒｏｎꎬＦｅ) 、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ꎬＣａ) 、镁(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ꎬＭｇ) 及铜
( ＣｏｐｐｅｒꎬＣｕ) 水平ꎻ( ２) 免疫功能指标:记录两组免疫球蛋白

Ｇ(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ＧꎬＩｇＧ) 、免疫球蛋白 Ｍ(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Ｍꎬ
ＩｇＭ) 及免疫球蛋白 Ａ(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ＡꎬＩｇＡ) 水平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表１
Ｍｇ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４７)
观察组( ｎ ＝ ４７)

Ｚｎ

ｔ值

Ｐ值

讨论

Ｚｎ、Ｆｅ、Ｃａ 水平均较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观察组
Ｍｇ、Ｃｕ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
表 １ꎮ

Ｃｕ

Ｆｅ

Ｃａ

２５.２１±３.８１

９.６８±０.６７

１.７３±０.２８

０.４０４

２４.５９４

０.１０４

３０.１１１

１６.４３８

６４.８３±７.８５

０.６８７

两组免疫功能指标比较( ｘ
±ｓꎬｇ / Ｌ)
ＩｇＧ

２５.１３±３.６２

０.０００

及 ＩｇＡ 水平均较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观察组( ｎ ＝ ４７)

二、结果

１.两组血清微量元素水平比较:与对照组相比ꎬ观察组

两组血清微量元素水平比较( ｘ
±ｓꎬｍｍｏｌ / Ｌ)

２.两组免疫功能指标比较:相较于对照组ꎬ观察组 ＩｇＧ、ＩｇＭ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４７)

示ꎬ组间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１１２.３５±１０.６７

Ｐ值

表２

析ꎬ血清微量元素水平及免疫功能指标等计量资料( ｘ
±ｓ) 表

１.８３±０.４７
１.７９±０.４９

ｔ值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ＩｇＭ

ＩｇＡ

０.９１７

５.２３±０.７６

０.８３±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功能降低 [ ９] ꎮ

ＩｇＧ 是一种可通过胎盘的免疫球蛋白ꎬ具有调节吞噬细

胞、中和内外毒素的功能ꎻＩｇＭ 是一种特异性免疫系统ꎬ在新
生儿出生后可形成ꎻＩｇＡ 主要在机体肠道黏膜、呼吸道及口腔

１２.３５±３.３４

２.０８±０.５９

２.４３±０.３９

等分布ꎬ具有调节吞噬功能及抑制病原体增殖的作用ꎬ当有感

８.７０５

２.０７２

９.８１７

呼吸道感染发生与免疫功能低下有着密切的关系ꎬ而微量元

７.３２±２.１３

１.８３±０.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

１.６７±０.３６

染发生时ꎬ可大量消耗 ＩｇＡꎬ降低免疫功能ꎮ 有关研究指出ꎬ

０.０００

素水平降低将明显影响机体免疫功能 [１０] ꎮ 正如本研究中ꎬ观

小儿呼吸道感染是一种好发于 ２ ~ ６ 岁儿童的常

见儿科疾病ꎬ以反复出现喷嚏、咳嗽及发热等为主要临床表

现ꎬ病程迁延难愈ꎬ严重将产生心脏病、贫血及哮喘等ꎬ对患儿
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ꎮ 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呼吸道感染反复
发作的主要机制ꎬ但一般认为免疫功能缺陷、感染因素及遗传
等与其发生有着密切关系ꎬ特别是免疫力低下

[５]

ꎮ 随着研究

不断深入发现ꎬ微量元素缺乏也可降低儿童免疫力ꎬ并产生多
种疾病ꎬ增加呼吸道感染发生几率ꎮ

察组 ＩｇＧ、ＩｇＭ 及 ＩｇＡ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ꎬ表明呼吸道感染的
发生与机体免疫功能降低具有密切关系ꎮ Ｚｎ 是机体必需的
微量元素ꎬ缺 Ｚｎ 可抑制外周淋巴细胞分裂及再生ꎬ造成淋巴
细胞总数减少ꎬ进而对细胞免疫功能造成影响ꎬ增加呼吸道感
染发生风险ꎮ 同时一旦机体缺锌还将加速胸腺细胞凋亡ꎬ降
低免疫力ꎬ损伤呼吸黏膜上皮细胞ꎬ进而引发肺炎ꎬ而肺炎的
发生将降低患儿食欲ꎬ引起胃肠功能紊乱ꎬ降低机体 Ｚｎ 的摄
入量ꎬ形成恶性循环 [１１] ꎮ Ｆｅ 含量的高低将直接对血红蛋白
的生成造成影响ꎬ一旦 Ｆｅ 含量减少将减少血红蛋白含量ꎬ引

在生命活动中微量元素起到转换物质和能量交流的作

起贫血ꎬ对机体免疫功能造成影响ꎮ Ｃａ 在维持神经兴奋性和

体重要的微量元素ꎬ在儿童生长、发育、创伤修复及组织形成

及代谢异常ꎮ 因此ꎬＺｎ、Ｆｅ 及 Ｃａ 元素的缺乏将明显影响机体

用ꎬ是构成多种蛋白必须物质ꎮ 其中 Ｃａ、Ｆｅ、Ｃｕ、Ｚｎ、Ｍｇ 是机
等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６￣７] ꎮ 本研究结果中ꎬ观察组 Ｚｎ、
Ｆｅ、Ｃａ 水平低于对照组ꎬ而 Ｍｇ、Ｃｕ 水平比较未见明显差异ꎬ
表明 Ｚｎ、Ｆｅ、Ｃａ 水平在呼吸道感染中有着重要作用ꎬ而 Ｍｇ、Ｃｕ
与呼吸道感染发生无明显关系ꎮ 呼吸道感染是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下的结果ꎬ其发作时机体处于应激状态ꎬ将明显增加分解
代谢能力ꎬＺｎ 等微量元素的消耗增加ꎬ同时在抗生素等相关

药物的影响下ꎬ患儿将无法摄取充足的 Ｚｎ、Ｆｅ 等微量元素ꎬ引
起相关微量元素缺乏情况ꎮ 在细胞分裂、核酸和蛋白质合成

过程中 Ｚｎ 有着重要作用ꎬ且对百种酶活化及脂肪的代谢功能
造成影响ꎬ一旦 Ｚｎ 摄取量不足将产减少机体细胞抗体ꎬ影响
体液免疫功能ꎻ而 Ｆｅ 为血红蛋白的重要组成成分ꎬ且在生物
呼吸功能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８] ꎮ Ｃａ 是小儿发育中的重要微
量元素ꎬ亦是牙齿和骨骼的主要成分ꎬ在骨骼肌收缩、心电
生理反应及蛋白质合成等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ꎬ同时也是
细胞行使正常 功 能 的 重 要 物 质ꎮ 而 当 机 体 中 钙 含 量 不 足
将对蛋白质合成和细胞组织功能造成影响ꎬ促使机体免疫

冲动传导中有着重要作用ꎬＣａ 元素缺乏将造成患儿骨骼发育
免疫力ꎬ故临床中应及时补充 Ｆｅ、Ｚｎ、Ｃａ 等微量元素ꎬ改善患
儿免疫功能ꎬ有效防治呼吸道感染 [１２] ꎮ

综上所述ꎬ呼吸道感染患儿存在微量元素缺乏及免疫功

能低下情况ꎬ故间断不同 Ｚｎ、Ｆｅ、Ｃａ 等微量元素可改善患儿免
疫功能ꎬ降低疾病复发几率ꎮ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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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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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联合静脉自控镇痛在妇科腹腔镜手术中
的临床应用
李丹

康宇

【 摘要】
效果ꎮ 方法

陶岩
目的

鄂爽

王洪生

陈琦

朱成玉

观察穴位埋线在妇科腹腔镜手术术后镇痛及预防镇痛药物舒芬太尼副作用方面的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在本院进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妇科患者 ６０ 例作为研究对

象ꎬＡＳＡ 分级Ⅰ ~ Ⅱ级ꎬ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埋线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０ 例ꎮ 埋线组于麻醉后开皮前

３０ ｍｉｎ 取双侧足三里、内关、三阴交、血海穴进行埋线处理ꎬ对照组只扎针不置入线体ꎮ 术毕连接静脉镇痛

泵ꎬ记录两组患者术后 ４、８、１２、２４、４８ ｈ 的疼痛 ＶＡＳ 评分ꎬ术后 ４８ ｈ 内追加镇痛药物患者例数ꎬ恶心呕吐、
皮肤瘙痒、尿潴留的发生情况及术后肛门排气时间ꎮ 结果

埋线组术后各时间点的 ＶＡＳ 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 Ｐ<０.０５) ꎬ４８ ｈ 内镇痛药追加例数埋线组(１ 例) 明显少于对照组( ８ 例) ( Ｐ<０.０５) ꎬ术后恶心呕吐发
生例数埋线组(２ 例) 明显少于对照组(９ 例) ( Ｐ<０.０５) ꎬ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埋线组( ３４.６± ９.７) ｈ 明显短于
对照组(４２.５±８.８) ｈ(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前穴位埋线双侧足三里、内关、三阴交和血

海穴可明显增强舒芬太尼的镇痛效果ꎬ降低恶心呕吐的发生ꎬ缩短术后肛门排气时间ꎮ
【 关键词】

穴位埋线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１

妇科腹腔镜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术后镇痛ꎻ

恶心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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