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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附注射液对中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疗效
王玉巧

陆国玉

【 摘要】

目的

分析参附注射液对中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其对患者血清中 ＢＮＰ、

ＣＲＰ 及左心室射血分数水平的影响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本院收治的 ７６ 例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８ 例ꎮ 对照组患者根据指南给予标
准治疗ꎬ实验组患者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再额外增加参附注射液ꎮ 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及治疗前后患者
血清中脑钠肽( ＢＮＰ) 、超敏 Ｃ 反应蛋白( ＣＲＰ) 水平变化情况组以及左心室射血分数变化情况ꎮ 结果

治

疗前两组患者血清中的 ＢＮＰ 和 ＣＲＰ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治疗后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Ｐ
<０.０５) ꎬ且实验组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实验组中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治疗前两组左心室射血分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ꎻ治疗后ꎬ
两组左心室射血分数明显提高ꎬ且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结论

在中

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给予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参附注射液ꎬ能够改善治疗效果ꎬ保护心肌功能ꎬ值得临床
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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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ｅｎｆｕ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ｏｌｄ－ａｇ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ＡＮＧ Ｙｕ－ｑｉａ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Ｂｅｎｇｂ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Ｂｅｎｇｂｕꎬ Ａｎｈｕｉꎬ ２３３００３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ｅｎｆｕ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ｏｌｄ－ａｇ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ＮＰ ａｎｄ ＣＲＰ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７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ｔｈｏｓｅ ｗｅｒ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 ３８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ｈｅｎｆｕ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ｂｒａｉｎ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 ( ＢＮＰ ) ꎬ
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ＣＲＰ)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ＬＶＥＦ) 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ＢＮＰ ａｎｄ ＣＲ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０.０５) ꎬ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ＢＮＰ ａｎｄ ＣＲＰ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 ０. ０５ ) .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０.
０５)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ＶＥ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０.０５) ꎬ ａｎｄ ｉ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Ｖ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Ｐ < ０. ０５ )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ｈｅｎｆｕ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ｍａ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ｏｌｄ－ａｇ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ｅｎｆｕ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ꎻ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ꎻ ＢＮＰꎻ ＣＲＰꎻ ＬＶＥＦ
欧 洲 心 脏 病 学 会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ꎬ ＥＳＣ)
２０１６ 年急慢性心力衰竭诊治指南将心力衰竭定义为一种综
合征ꎬ即由于心脏的结构或功能异常而出现典型的症状( 如
呼吸困难) 和体征( 如颈静脉压升高、肺部啰音以及心尖搏动
移位等) [１] ꎮ 慢性心力衰竭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终末期阶
段ꎬ即人体在疾病状态下引起的心肌收缩力降低ꎬ进而导致心
脏不能够泵出足够的血液ꎬ无法满足自身需求ꎻ或者需要加大
充盈压才能泵出机体需要的量ꎬ但心输出量不能满足机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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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００３ 蚌埠ꎬ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 陆国玉)
通信作者:陆国玉ꎬＥｍａｉｌ:ｊｓｓｈｒ２０００＠ １２６.ｃｏｍ

要的一种临床综合征 [２] ꎬ其 ５ 年生存率和恶性肿瘤相似ꎮ 目
前临床根据指南采用强心、利尿、扩血管等常规治疗ꎬ但疗效
不理想ꎮ 参附注射液的主要成分有红参和附子等ꎬ具有回阳
救逆、益气温阳等作用ꎬ在心力衰竭及心肌损害中可发挥明显
的作用 [３] ꎮ 本文主要通过观察参附注射液对中老年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血清中 ＢＮＰ、ＣＲＰ 及射血分数水
平变化情况ꎬ为临床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提供一定的依据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在本院明确
诊治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７６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采用随机数表
法将患者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８ 例ꎮ 实验组中
男 ２０ 例ꎬ女 １８ 例ꎬ年龄 ４２ ~ ９７ 岁ꎬ平均( ７３.８９± １０.６７) 岁ꎻ对
照组中男 １６ 例ꎬ女 ２２ 例ꎬ年龄 ４３ ~ ９２ 岁ꎬ平均(７５.１３±１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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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ꎮ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包括年龄、性别组成) 比较ꎬ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排除标准:年龄 ３０ 岁
以下ꎬ感染导致的心力衰竭者ꎻ孕妇及哺乳期妇女ꎻ急性心肌
梗死者ꎻ急性肾功能不全者ꎻ有药物过敏史者ꎻ合并有恶性肿
瘤者ꎮ 所 有 入 选 患 者 参 考 纽 约 心 脏 协 会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ＮＹＨＡ) 心功能标准分级为Ⅱ ~ Ⅳ级ꎬ左室射血分
数低于 ５５％ꎬ全部签订书面知情同意书ꎬ并能配合治疗ꎮ 本
实验通过本校医学伦理委员批准ꎮ
２.方法:对照组根据指南采用常规治疗ꎬ包括低钠饮食、
利尿、扩血管、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β 受体阻滞剂等ꎮ
观察组在上述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再将参附注射液( 四川雅安
三九药业有限公司)８０ ｍｌ 添加到 ５％ 糖盐水 ２５０ ｍｌ 静滴( 如
有糖尿病ꎬ添加胰岛素) ꎬ１ 次 / 日ꎬ连续治疗 １４ 天ꎮ
３.相关指标检测:血清中脑自然肽氨基前体蛋白 ( ＮＴ －
ｐｒｏＢＮＰ) 和超敏 Ｃ 反应蛋白( ＣＲＰ) 等水平的检测均根据试剂
盒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ꎮ
４.观察指标:(１) 疗效评定ꎮ 显效:指心功能改善Ⅱ级或
心功能恢复到Ⅰ级ꎻ有效:指心功能改善Ⅰ级ꎻ无效:指心功能
无变化甚至恶化ꎮ (２) 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 ＢＮＰ 和
ＣＲＰ 的 水 平 变 化 情 况ꎮ ( ３ ) 观 察 两 组 左 心 室 射 血 分 数
( ＬＶＥＦ) 的变化情况ꎮ
５.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两组患者血清中的 ＢＮＰ 和 ＣＲＰ 等的水平等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疗效结果等
计数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组间差异比较进行卡方( χ２ ) 检验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血清中 ＢＮＰ 和 ＣＲＰ 的水平变化比
较:两组患者血清中 ＢＮＰ 和 ＣＲＰ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且观察组患者改善程度明显好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ＢＮＰ 和 ＣＲＰ 的水平变化比较( ｘ
±ｓ)

组别

时间

观察组( ｎ ＝ ３８)

治疗前

对照组( ｎ ＝ ３８)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ＢＮＰ

ＣＲＰ

４１７.５±７５.１

５４.３±１９.５

２４１.４±８０.２ ∗＃

３１.６±１６.２ ∗＃

１３３.０±８２.７ ∗
４１５.５±１００.９

２２.９±１０.２ ∗
５３.７±２０.８

注:两组组内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ꎬ∗Ｐ < ０.０５ꎻ两组间治疗后比

较ꎬ＃Ｐ<０.０５

２.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显效 ３２ 例( ８４.２％) ꎬ有效 ５

例(１３.２％) ꎬ无效 １ 例( ２.６％) ꎬ总有效率为 ９７.４％ꎻ对照组显
效 ２６ 例( ６８.４％) ꎬ有效 ６ 例( １５.８％) ꎬ无效 ６ 例( １５.８％) ꎬ总
有效率为 ８４.２％ꎬ观察组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ꎬ两组之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组别

观察组( ｎ ＝ ３８)
对照组( ｎ ＝ ３８)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ｎ( ％)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２６

６

６

３２(８４.２)

３２

５

１

３７(９７.４)

３.两组心功能比较:两组患者的 ＬＶＥＦ 均较治疗前明显

增加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ꎻ进一步分析发现观察组
患者 ＬＶＥＦ 水平明显较对照患者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水平比较( ｘ
±ｓ)

组别

治疗前

观察组( ｎ ＝ ３８)
对照组( ｎ ＝ ３８)

３９.０±３.７

Ｐ值

０.１８５

ｔ值

ＬＶＥＦ

４０.０±２.８
１.３３９

注:两组组内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ꎬ∗Ｐ<０.０５

治疗后

５４.０±４.６ ∗
４７.０±４.０ ∗
７.１０７
<０.００１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一组由各种不同原因引起的心肌
收缩力降低而导致心脏供血不足的临床症候群ꎬ具体有心功
能降低ꎬ运动能力降低ꎬ肺、体循环瘀血ꎬ以及心律失常、休克
和猝死等ꎬ是大多数心脏疾病的最终结局ꎬ且是心血管疾病患
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４] ꎮ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ꎬ慢性心力衰竭患
者体内存在持续的神经内分泌因子、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的
激活和活化ꎬ这些因子的慢性长期激活会损伤心肌细胞ꎬ引起
心肌结构发生改变ꎬ心功能降低ꎮ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各种针对
修复心肌损伤、延缓心室重塑的方法和技术层出不穷ꎬ但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的总体治愈率和生存时间并没有明显提高ꎮ 因
此ꎬ迫切需要寻找有效的慢性心力衰竭治疗方案ꎮ
参附注射液是由中国著名的古方“ 参附汤” 而来ꎬ主要是
红参、黑附片通过现代工艺加工提取ꎬ其有效成分包括红参中
的人参皂苷和黑附片中的乌头类生物碱ꎮ 人参皂苷有类似非
洋地黄的正性肌力功能ꎬ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强心肌收缩力、
降低心率和心脏前后负荷、增加心搏出量而不增加心肌耗氧
量ꎻ人参皂苷还可以清除氧自由基ꎬ因此可以防护心肌缺血及
损伤 [５] ꎮ 乌头类生物碱是 β 受体激动剂ꎬ可以通过提升心肌
细胞内环磷酸腺苷水平而增强心肌收缩力 [６] ꎻ另外ꎬ乌头碱
能够扩张血管而减轻心脏后负荷 [７] ꎮ
心衰引起心排血量下降ꎬ会激活肾上腺系统和肾素血管
紧张素系统ꎬ导致心衰进一步加重ꎬ在此过程中ꎬ会引起一些
酶及其它物质同时发生变化ꎮ ＢＮＰ 可以通过松弛血管平滑
肌和拮抗 Ａｎｇ Ⅱ的作用而扩张血管ꎻＢＮＰ 还可以抑制肾素和
醛固酮的分泌ꎬ从而引起肾小球滤过率增加以及抑制钠的重
吸收ꎮ ＢＮＰ 仅在失代偿期的心衰患者血 清 中 表 达 增 加ꎬ 因
此ꎬＢＮＰ 可以作为评判心衰治疗效果的指征ꎮ 本研究中发现
ＢＮＰ 在治疗后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ꎬＬＶＥＦ 水平治疗后均
显著升高ꎬ且合并参附注射液组明显优于对照组ꎮ 证明联合
使用参附注射液能够明显改善患者心脏功能ꎬ同时降低 ＢＮＰ
水平ꎬ获得更好的临床效果ꎮ
超敏 Ｃ 反应蛋白( ＣＲＰ) 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蛋白ꎬ主要
受 ＩＬ－６ 诱导ꎬ其水平与炎症反应的范围及程度呈正相关关
系ꎮ ＣＲＰ 可通过与脂蛋白结合而激活补体系统ꎬ释放大量氧
自由基和炎症介质ꎬ损伤心血管内膜ꎬ造成心肌细胞供血减
少ꎬ且还可以通过诱导单核细胞表达激活凝血系统ꎬ进一步损
伤心肌ꎬ引起心功能降低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治疗后 ＣＲＰ 水
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ꎬ常规治疗合并参附注射液比单纯常规
治疗效果更好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表明联合使用参附注射
液能够明显抑制炎症反应ꎬ改善心衰患者的心功能ꎬ提高疗效ꎮ
综上所述ꎬ在中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合并使用参附注
射液ꎬ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ꎬ能够降低患者的 ＢＮＰ 和 ＣＲＰ 水
平ꎬ同时提高 ＬＶＥＦ 水平ꎬ改善患者的心脏功能ꎬ有一定的临
床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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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上黏膜环切术联合外剥内扎术治疗重度环状
混合痔临床疗效观察
马忠杰
【 摘要】

目的

探究痔上黏膜环切术联合外剥内扎术治疗重度环状混合痔临床疗效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本院收治的 ６８ 例重度环状混合痔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依据治疗方案不同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４ 例ꎮ 对照组行外剥内扎术ꎬ实验组行痔上黏膜环切术联合外剥内扎术ꎮ
统计对比两组临床相关指标、手术治疗总有效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ꎮ 结果

两组手术时间及术后出血

量相比ꎬ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术后疼痛时间及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短( Ｐ<０.０５) ꎻ实验组手术总有
效率(９４.１２％) 较对照组(７３.５３％) 高ꎬ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１１.７６％) 较对照组(３２.３５％) 低(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对重度环状混合痔联合采用痔上黏膜环切术、外剥内扎术治疗ꎬ可进一步提高手术疗效ꎬ且可有效减少

术后并发症发生ꎬ促进患者术后恢复ꎬ在临床治疗中值得推广应用ꎮ
【 关键词】

重度环状混合痔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７

痔上黏膜环切术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外剥内扎术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２０

混合痔是指齿状线上下均存在痔疮ꎬ且表面被直肠粘膜、
肛肠皮肤覆盖ꎬ而环状混合痔则是指混合痔环绕直肠钢管一
周ꎬ该病为疾病发展的最终阶段ꎬ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ꎬ为
临床治疗难点之一ꎮ 目前ꎬ临床治疗重度环状混合痔多以外
科手术为主ꎬ外剥内扎术为其传统术式ꎬ虽对肛门功能保护较
好ꎬ但无法有效保证治疗彻底性及肛肠功能ꎬ治疗具有一定局
限性ꎮ 近年来ꎬ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ꎬ痔上黏膜环切术凭
借其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疼痛轻等优势广泛应用于直肠
脱垂及复杂性内痔治疗中ꎮ 研究表明ꎬ痔上黏膜环切术、外剥

内扎术联合治疗重度环状混合痔ꎬ效果更为显著 [１] ꎮ 本研究
选取重度环状混合痔患者 ６８ 例ꎬ探究痔上黏膜环切术联合外
剥内扎术治疗重度环状混合痔临床疗效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本院收治的

６８ 例重度环状混合痔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依据治疗方案不同

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４ 例ꎮ 实验组中女 １４ 例ꎬ
男 ２０ 例ꎬ年龄 ４７ ~ ７０ 岁ꎬ平均( ５８. ４５ ± ５. ６２) 岁ꎻ病程 ２ ~ １１

本研究符合« 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 相关要求 [２] ꎬ并经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ꎮ 纳入标准:( １) 均符合« 痔临床
诊治指南» 中Ⅲ ~ Ⅳ度环状痔相关诊断标准 [３] ꎬ并经临床症
状、肛管直肠指诊、肛门物理检查及肛门镜检查确诊ꎻ( ２) 无
手术及麻醉禁忌症ꎻ( ３) 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自愿签署承
诺书ꎮ 排除标准:(１) 既往痔注射治疗、肛肠手术史者ꎻ( ２) 伴
有肛门失禁、肛瘘、肛裂、肛门脓肿等其他肛肠疾病者ꎻ( ３) 伴
有免疫系统或血液系统疾病者ꎻ(４) 伴有严重心、肝、肺、肾等
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者ꎻ( ５) 伴有恶性肿瘤者ꎻ( ６) 伴有严重认
知功能障碍或精神障碍性疾病ꎬ无法配合本研究随访者ꎮ

２.方法:对照组行外剥内扎术ꎬ截石体位ꎬ局部麻醉后扩

肛ꎬ痔核暴露、外翻ꎬ痔体采用组织钳提出ꎬ直剪刀“ Ｖ” 字形剪
开皮肤ꎬ切口呈ꎬ向齿状线上缘剥离痔体ꎬ同时对相邻内痔黏
膜作纵向切开处理ꎬ以弯钳钳夹、结扎ꎻ实验组行痔上黏膜环
切术联合外剥内扎术ꎬ具体如下:硬膜外麻醉ꎬ取截石体位ꎬ保
持痔原位脱出同时ꎬ肛缘钳夹 Ａｌｌｉｓ 钳ꎬ拉开肛门ꎬ肛管扩张器
置入并固定ꎬ内芯取出后ꎬ置入肛镜缝扎器ꎬ于齿状线上 ２.５ ~

年ꎬ平均(６.４５±２.１４) 年ꎮ 对照组中女 １５ 例ꎬ男 １９ 例ꎬ年龄 ４７

４.０ ｃｍ 位置参照痔脱垂程度旋转肛镜缝扎器ꎬ作荷包缝合ꎬ并

４５) 年ꎮ 两组病程、年龄及性别等资料均衡可比( Ｐ>０.０５) ꎮ

荷包线上方ꎬ并对荷包线作收紧、打结、固定处理ꎻ对准齿状线

作者单位:４６７４００ 河南平顶山ꎬ宝丰县人民医院肛肠外科

除约 ２. ５ ｃｍ 宽的直肠黏膜并吻合ꎬ注意检查切除黏膜完整

~ ７１ 岁ꎬ平均( ５９.０２± ５.９８) 岁ꎻ病程 ２ ~ １２ 年ꎬ平均( ７. ０２ ± ２.

确保缝合线均潜行至直肠黏膜下层ꎻ圆形痔吻合器头端伸入
上直肠黏膜ꎬ将吻合器旋紧ꎬ压迫塑性 ３０ ｓ 后击发吻合器ꎬ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