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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丸治疗糖尿病肾阴虚证的临床探究
作者：李业永 工作单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摘要：目的：探究六味地黄丸医治糖尿病肾阴虚证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该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104 例糖尿病肾阴虚证患者纳入研究
对象范畴，结合患者个人医治意愿将一切患者划分为各组 52 例的对照组及调查
组;对照组患者实施惯例医治，调查组患者实施六味地黄丸医治，比照两组患者
的医治有效率及尿蛋白排泄量。成果比照医治成果发现，对照组医治有效率为
75.00%，与调查组 96.15%比较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比照医治成果
发现，对照组医治前后尿蛋白排泄量与调查组比较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糖尿病肾阴虚证实施六味地黄丸医治的效果显著，能明显提
高医治有效率消除临床症状，取得令人满意的医治效果，值得在临床医治范畴使
用推广 。
关键词：六味地黄丸;糖尿病肾阴虚证;临床效果

作为目前临床最为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糖尿病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
而糖尿病肾阴虚证是糖尿病的典型并发症[1-2]。由于大多数糖尿病患者机体长
期处于代谢紊乱状态，其肾脏组织极易出现病理性改变，造成阴虚燥热及气阴两
虚，长期以往形成淤血导致精气外泄，直至形成糖尿病腎阴虚证[3-4]。从中医
理论角度来看，糖尿病肾阴虚证以滋阴补肾为治疗理念。鉴于此，该文以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收治的 104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究六味地黄丸治疗
糖尿病肾阴虚证的临床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将该院内分泌科收治的 104 例糖尿病肾阴虚证患者纳入研究对象范畴，结合
患者个人治疗意愿将所有患者划分为各组 52 例的对照组及观察组。其中，对照
组 52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31：21（即男女例数分别为 31 例及 21 例），年龄最
高者 74 岁、年龄最低者 52 岁，平均年龄为（63.8±5.7）岁，平均病程为（5.3
±2.1）个月;观察组 52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32：20（即男女例数分别为 32 例
及 20 例），年龄最高者 73 岁、年龄最低者 51 岁、平均年龄为（63.7±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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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病程为（5.2±2.2）个月。结合上述资料发现，对比两组患者基本信息（例
如：性别及年龄等）不存在明显差异性，侧面说明两组患者具备纳入对比的研究
价值，并且要求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于实验前签署同意书，基本了解实验内容及
实验流程，该实验得到该地伦理协会审查及批准。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行常规治疗，即：控制日常膳食，以高蛋白及低糖低钠低脂饮
食为主，指导患者开展户外运动，3 次/d，50mg/次于餐前口服阿卡波糖（该药
物国药准字号为 H19990205），结合患者血糖指标适当调整用药剂量，递增至
0.1g/次。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实行六味地黄丸治疗，即：3 次/d，8 粒/次口
服六味地黄丸（该药物国药准字号为 Z41022128、九剂 200S 型浓缩丸）。
1.3 判定标准
血糖指标恢复正常且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为显效、血糖指标趋向正常且临床症
状有所改善为有效、血糖指标及临床症状均无任何变化为无效[5]。同时，分别
统计 2 组患者治疗前后尿蛋白排泄量指标波动幅度。
1.4 统计方法
该实验选择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收集及数据处理，将（%）视为计
数资料的表现形式且选择χ2 检验标准进行研究，将（x±s）视为计量资料的表
现形式且选择 t 检验标准进行研究，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
对比治疗结果发现，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75.00%与观察组 96.15%相比两组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尿蛋白排泄量对比
对照组治疗前尿蛋白排泄量为（155.2±13.1）mg/24h、治疗后尿蛋白排泄
量为（126.4±10.7）mg/24h;观察组治疗前尿蛋白排泄量为（154.8±13.2）
mg/24h、治疗后尿蛋白排泄量为（75.3±8.5）mg/24h。对比治疗结果发现，对
照组治疗前后尿蛋白排泄量与观察组相比，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糖尿病指胰岛素分泌缺陷或胰岛素抵抗产生以血糖过高为典型临床症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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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性疾病，其临床症状包括代谢紊乱、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及全身乏力，
以超过 45 岁中老年人为好发人群。受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及生活方式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的影响，我国糖尿病发生率呈逐年递增趋势。从中医理论角度来看，糖
尿病发病机制与素体阴虚间关系密切，大多数患者往往五脏柔弱，一旦劳欲过度、
情志失调、喜嗜肥甘及饮食不节则肾阴虚亏及肺胃燥热，以阴虚燥热为病理病机，
而长期以往阴损及阳造成阳虚寒凝，甚至导致淤血内样[5]。糖尿病肾阴虚证作
为糖尿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肾病早期气阴两虚且痰热郁疲结于肾脏脉络，
以水肿尿浊、两腿无力、腰膝酸软及眩晕耳鸣为临床症状。目前临床治疗糖尿病
肾阴虚证以滋阴补肾为治疗理念，立足于肾阴虚证的发病机制。六味地黄丸是中
成药物浓缩丸，其有效成分包括泽泻、茯苓、山药、牡丹皮、酒萸肉及熟地黄[6]。
其中，熟地黄由玄参科植物地黄根块炮制加工形成，包含磷酸、多种氨基酸、多
种糖类、维生素 A、甘露醇、核黄素及梓醇等有效成分，能滋阴补肾及填精益髓;
酒萸肉（又称肉枣、红枣皮及药枣），是山茱萸干燥成熟果肉，口味酸涩且性质
微温，具有固脱涩精的作用;牡丹皮是毛莨科植物牡丹的根皮，包含芍药甙、牡
丹酚原甙、牡丹酚甙及牡丹酚，能清热凉血及消瘀和血;山药性质平和且口味甘
甜无毒性，能归脾肾肺经，具有益气健脾及补气开达等作用。
综上所述，糖尿病肾阴虚证实行六味地黄丸治疗的效果显著，能明显提高治
疗有效率消除临床症状，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治疗领域使用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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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瓷贴面美学修复技术临床效果
作者：陈丽娟 工作单位：北京协和医院
摘要：目的：探究瓷贴面美学修正技能的临床使用作用。方法：50 例（135 颗牙
齿）进行瓷贴面美学修正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调查患者术后 1、6、12、24、
36 个月时的牙齿康复状况，评价瓷贴面美学修正技能的临床使用作用。成果 50
例（135 颗牙齿）患者复查时均未见牙齿敏感状况，未见牙龈炎、继发龋状况。
医治后 12 个月复查时有 3 颗瓷贴面修正体呈现开裂状况，属咬硬物所造成的;
医治后 24 个月复查时另有 2 颗瓷贴面修正体呈现开裂状况，患者有夜磨牙史;
医治后 36 个月复查时有 6 颗瓷贴面呈现边际着色状况，与患者长期吸烟有直接
关系。修正体色彩改变均在正常范围之内。结论：瓷贴面美学修正技能在牙齿修
正中的使用有着良好的作用，其对患者牙体安排的磨损及损伤较小，贴面硬度及
强度高，具有较高的临床使用价值，值得进行广泛的推行和使用。
关键词：瓷贴面;美学修复;超波热压

瓷贴面美学修复技术是前牙修复治疗中较常使用的治疗方式，能够有效改善
患者前牙轻度扭转、畸形牙、前牙缺损以及前牙变色等情况，瓷贴面在临床治疗
中主要是将修复体粘贴在患者前牙唇面中，对患者自身牙齿进行保护，能够有效
降低对患者自身牙齿造成的伤害[1]，本次研究选取本院 2013 年 7 月～2014 年 7
月收治的 50 例（135 颗牙齿）进行瓷贴面美学修复的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
探究瓷贴面美学修复技术的临床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本院 2013 年 7 月～2014 年 7 月收治的 50 例（135 颗牙齿）
进行瓷贴面美学修复的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其中包括四环素着色牙 29 颗，
前牙间隙 36 颗，切端缺损 49 颗，畸形牙 21 颗。患者年龄 14～53 岁，平均年龄
（35.36±6.03）岁。所有患者咬情况均正常，且牙周组织良好，均详细了解此
治疗方式，自愿选择且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牙体预备对患者牙齿情况进行拍照，制取分析模型，根据患者情况确
定患者牙体预备的方式及基本情况，按照牙齿贴面的预备情况，在患者唇面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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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沟，因此为标志进行唇面预备。在颈缘 0.2mm 部分预备前凹形沟，边缘需保
持平整光滑，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考虑是否需要排龈处理，牙齿邻面的预备需处理
至邻接区唇侧位置，制作凹形斜面，大小为 0.3mm，不可损伤患者修复牙齿邻接
区域，切端位置设计时以对接形和开窗形为主，以上各项工作完成后使用西码金
刚砂车针对整体预备体进行磨合处理，消除倒凹情况，如患者牙体较小，则无需
进行牙体预备。
1.2.2 确定贴面颜色及制作印模制取完成后，在自然光环境下，依照患者的
肤色、唇色、年龄、临牙颜色以及患者自身意愿确定瓷贴面的颜色，根据基本情
况及要求送至工厂制作瓷贴面。
1.2.3 试戴及固定修复体试戴过程中需要详细检查瓷贴面与患者牙齿的贴
合情况，佩戴后表面是否有高点，边缘结合是否緊密，是否有悬突情况出现，与
相邻牙齿的连接面是否合适。观察贴面颜色选择患者满意的粘结剂，使用牙齿相
同颜色的粘结剂进行粘结，粘结完成后需使用金刚砂车针对边缘进行抛光处理，
分开牙齿的脸面。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统计本次研究中 50 例（135 颗牙齿）患者修复完成
后 1、6、12、24、36 个月时的恢复情况，评价标准以美国公共健康协会的修正
标准为主，评价标准主要包含完整性、修复体颜色、边缘着色、边缘密合度、牙
龈以及继发龋 6 个方面，每个方面的评判标准分为 A、B、C 3 个级别，每个级别
有相对应的评价标准[2，3]。美国公共健康协会的修正标准见表 1。
2 结果
50 例（135 颗牙齿）患者复查时均未见牙齿敏感情况，未见牙龈炎、继发龋
情况。治疗后 12 个月复查时有 3 颗瓷贴面修复体出现断裂情况，属咬硬物所致;
治疗后 24 个月复查时另有 2 颗瓷贴面修复体出现断裂情况，患者有夜磨牙史;
治疗后 36 个月复查时有 6 颗瓷贴面出现边缘着色情况，与患者长期吸烟有直接
关系。修复体颜色变化均在正常范围之内。见表 2。
3 讨论
据相关医学研究显示，瓷贴面美学修复术中，5 年内瓷贴面的修复成功
率>90%，瓷贴面属于半透性、高强度的二硅酸锂玻璃基陶瓷，具有极强的抗弯曲
强度，全瓷材料与传统的金瓷冠相比光学性能更高，能够确保光线投射过全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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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体，能够将部分光线进行反射，同时能够达到投射效果，使修复体的外观更加
真实美观，但是这一特性与修复体的基本情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非所有的
修复体都能够达到这一效果，全瓷贴面修复材料的通透性是影响其外观的主要因
素，且厚度越厚，透光性越差，另外粘结剂的颜色及材料选择也会对瓷贴面的颜
色以及牢固性造成一定的影响，据相关医学研究显示，光固化树脂粘结剂的颜色
较为稳定，尤其在四环素牙等变色严重牙齿修复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
效提升对牙齿颜色的掩盖效果，因此，此类患者在牙齿修复中要谨慎选择瓷贴面
的修复方式。当患者实施瓷贴面修复术时牙体预备体位置在牙釉质内部且未接触
到牙齿本质，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牙齿的敏感情况，同时能够提升粘结剂的强度，
能够有效提升牙齿修复效果[4-6]。
本次研究中，50 例（135 颗牙齿）患者复查时均未见牙齿敏感情况，未见牙
龈炎、继发龋情况。治疗后 12 个月复查时有 3 颗瓷贴面修复体出现断裂情况，
属咬硬物所致;治疗后 24 个月复查时另有 2 颗瓷贴面修复体出现断裂情况，患者
有夜磨牙史;治疗后 36 个月复查时有 6 颗瓷贴面出现边缘着色情况，与患者长期
吸烟有直接关系。修复体颜色变化均在正常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瓷贴面美学修复技术在前牙修复中的应用具有良好的效果，不仅
能够有效提升患者前牙修复质量，提升修复成功率还能够有效延长修复时间，降
低对患者自身牙体的伤害，提升患者的修复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值得进行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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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儿科临床用药安全护理风险管理
作者：段桂仙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摘要：目的：研究在儿科临床用药安全防备中采取护理危险管理的临床使用效果。
方法：选取 50 例发生不良用药事情的住院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
患儿均实施护理危险管理，总结护理后不良用药事情的诱发原因，提出合理的有
用处理对策。成果 50 例住院患儿的不良用药事情中，医嘱执行发生过错占比为
40.00%（20/50），查对不完善导致的过错占比为 22.00%（11/50），用药操作
导致的过错占比为 18.00%（9/50），护理素质要素导致的过错占比为 10.00%
（5/50），实习带教不严格导致的过错占比为 8.00%（4/50），未检出过期药品
导致的过错占比为 2.00%（1/50）。结论：儿科临床用药过程中护理安全隐患比
较多，需要临床医师将护理危险管理力度提高，显著改进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
专业水平以及责任意识，降低护理不安全用药事情发生率，保证儿科临床用药安
全。
关键词：儿科;临床用药安全;护理风险管理

将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参与诊治的 50 例住院患儿作为此次数据研
究分析目标，评估和报道分析护理风险管理应用对用药安全的影响。现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本院参与诊治的 50 例发生不
良用药事件的住院患儿，女 24 例，男 26 例;年龄最大 5.0 岁，最小 0.5 岁，平
均年龄（2.33±0.89）岁。50 例住院患儿及其家属均在充分阅读和了解本院制
定的有关同意书之后自愿签字认可，并且得到本院伦理委员会认可和批准。
1.2 方法
1.2.1 落实规章制度医院全面落实和贯彻相关规章制度，保证临床用药安
全，对医嘱进行重新优化核对，及时进行处理，落实医嘱制度，完善核对制度，
将护理人员工作责任制度全面明确，采取双人核对制度认真处理医嘱和特殊用药
情况，医嘱执行过程中及时和医护人员沟通发现的问题，一般医院医师不执行口
头医嘱，必要的时候需要确认 2 次及以上，在确定不存在错误之后执行医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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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护士责任意识，有效处理和解决儿科患儿的问题，降低患儿家属询问以及呼叫
按铃次数，降低护理人员日常护理的相关干扰因素。每日核对全区医嘱情况，以
便于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统一制定护士站的安全信息提示板，详细记录
特殊用药时间和用药情况，认真做好交接班核对制度，避免发生遗漏。
1.2.2 强化护理人员职业素质医院需要为护理人员建立正确的安全护理意
识和法制观念，确保用药安全，定期组织护理人员学习法律法规相关知识，采取
典型案例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提升护理人员自我约束力和责任感，将护理人员风
险意识和慎独精神显著提升。护理人员需要对患儿基本情况以及药物治疗计划进
行明确，将患儿家长健康指导工作切实做好，促使患儿家长全面了解药理作用以
及药品名称，将用药依从性显著提升，制定科学的口服药品发放制度，达到看服
到口的目的。培训科室人员药学知识，儿科存在比较复杂的用药情况，需要拓展
护理人员药学知识，了解常用药物的基本作用、注意事项以及药物不良反应，仔
细阅读新药以及一些特殊药品的相关说明书。
1.2.3 遵守临床儿科用药操作标准医院需要全面认真地贯彻和落实无菌操
作相关要求，液体遵守现配现用的原则，避免药物发生变质以及污染，液体配置
过程中应该对配伍禁忌进行明确，通过双头输液器输液过程中严禁同时开放一个
通道内的两组液体。对药物剂量进行准确计算，双人核算地西泮以及氨茶碱等特
殊用药情况，用药量<1ml 时，应该以
1ml 注射器进行正确抽吸;依据儿科患儿的药物性质、年龄、病情对输液顺
序进行合理安排，同时及时调整患儿的临床输液速度，对药物使用输液泵或者微
量泵滴速进行严格控制。认真勤巡视患儿病房，对用药中患儿病情变化情况进行
密切观察，检查是否存在液体渗漏现象，完成输注之后进行及时更换。在对患儿
药物过敏试验之前，需要对患儿是否存在过敏史进行严格检查，对于存在过敏史
患儿不可开展皮试处理。
1.2.4 强化儿科药品安全管理设置儿科专人管理药品，对药品质量进行定期
检查，每周进行 1 次清点，避免发生药品过期以及积压等现象，通过红色笔对 3
个月内要过期药品进行记录，详细标记失效日期，以便于提升医护人员的护理风
险管理力度。定位存放药品，装入装盒、统一设计标签，对药品基数进行合理制
定，并且遵守说明书的相关规范要求。严格遵守近期先用、先进先出的药物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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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使用急救药品之后应该及时进行补充。专柜专锁管理高危药品、毒药品、
麻药品。
1.2.5 强化病区的日常管理护士长应该对病区日常管理进行强化，维持安静
舒适的环境，合理应用静脉留置针，将护理人员焦躁情绪和工作强度减少;每日
将五查工作切实做好，并且对全病区护理质量进行随时检查，注重新进护理人员
的日常工作状态，合理搭配中班、节假日以及夜班护理人员，采取新老互補方式
进行处理，实时监管不同班次护理人员的用药情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强化实
习护理人员的管理。
1.3 观察指标观察分析患儿的不良用药事件分布情况。
2 结果
50 例住院患儿的不良用药事件中，医嘱执行发生错误占比为 40.00%
（20/50），查对不完善导致的错误占比为 22.00%（11/50），用药操作导致的
错误占比为 18.00%（9/30），护理素质因素导致的错误占比为 10.00%（5/50），
实习带教不严格导致的错误占比为 8.00%（4/50），未检出过期药品导致的错误
占比为 2.00%（1/50）。见表 1。

3 讨论

药物治疗是临床治疗儿科疾病的关键方式，世界各大医疗机构都全面关注临
床合理用药情况，不合理使用药物不但可能产生较大经济费用，也十分容易诱发
人身安全相关问题，影响患儿生存质量[1-3]。科室合理用药是临床药学的基本
核心内容，儿童因存在不完善和不健全的自身机能发育情况，促使存在较高的敏
感性，所以，临床上儿科的用药合理性十分显著[4-7]。临床护理各个环节中都
可能产生护理风险，其中用药安全比较常见，在护理各方面都展现安全用药的重
要性，如果临床用药发生安全问题，会威胁患儿生存健康和生存质量[8-11]。本
次数据显示，50 例住院患儿的不良用药事件中，医嘱执行发生错误占比为 40.00%
（20/50），查对不完善导致的错误占比为 22.00%（11/50），用药操作导致的
错误占比为 18.00%（9/50），护理素质因素导致的错误占比为 10.00%（5/50），
实习带教不严格导致的错误占比为 8.00%（4/50），未检出过期药品导致的错误
占比为 2.00%（1/50）。综上所述，将护理风险管理应用在儿科临床用药安全过
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降低儿科不良用药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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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临床应用
作者：姚峰平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摘要：目的：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临床使用效果。方法：109 例行腹腔
镜胆囊切除术患者，根据自愿准则分为调查组（50 例）与对照组（59 例）。调
查组选择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对照组选择传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
疗。比较两组临床指标、术后痛苦及镇痛用药状况、手术满意度、并发症发生状
况。结果调查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住院时刻及术后排气时刻短于对照组，
但手术时刻长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含义（P<0.05）。调查组术后痛苦评
分（1.10±0.78）分显着低于对照组的（2.49±1.24）分，术后痛苦时刻（1.65
±0.47）d 显着短于对照组的（2.39±0.82）d，差异均具有统计学含义（P<0.05）;
调查组镇痛用药率 8.00%显着低于对照组的 23.73%，差异具有统计学含义
（P<0.05）。调查组外观满意度评分（4.96±0.35）分、机能满意度评分（4.89
±0.12）分均显着高于对照组的（3.89±0.31）、（3.16±0.35）分，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含义（P<0.05）。调查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6.00%（3/50），显着低于对
照组的 22.03%（13/59），差异具有统计学含义（P<0.05）。结论：经脐单孔腹
腔镜胆囊切除术可有用改进临床指标，减轻患者痛苦，下降并发症发生率，有用
进步患者的术后满意度，是安全可靠的手术办法。
关键词：经脐单孔;三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治疗胆囊良性疾病的金标准[1]。随着微创外科的不断
发展，小创伤甚至是无痕手术已经成为外科医师的目标，因此腹腔镜的操作方式
在逐渐发生转变[2]。本科在掌握三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基础上，于 2014 年逐
步开展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为探讨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临床疗
效，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来本院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者 109
例，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就诊的 109 例行腹腔镜胆囊切
除术患者，根据自愿原则分为观察组（50 例）与对照组（59 例）。观察组患者
中，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年龄（37.0±12.9）岁;病程 2 个

13 / 25

月～16 年。对照组患者中，男 37 例，女 22 例;年龄 19～71 岁，平均年龄（36.0
±12.2）岁;病程 4 个月～15 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选择传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术前准备和麻醉后，采用
Veress 气腹针穿刺造气腹，采用三孔法于脐旁 1.0cm、上腹 0.5cm 及剑突下 1.0cm
处切开，置入腹腔镜器械后游离胆囊三角，夹闭胆囊管、胆囊动脉后切断，取出
胆囊后送病检，缝合切口，术后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3]。
1.2.2 观察组选择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术前准备、麻醉方式与
对照组相同，于脐内上缘做 2.2～2.4cm 弧形切口，逐层切开入腹，置入单孔三
通道装置，三通道分别放置 5mm 腹腔镜、直操作器及弯操作器，分离钳分离胆囊
系膜前后层，夹闭胆囊动脉，离断胆囊管，剥离胆囊并切除，取出胆囊后送病检，
缝合切口，术后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①记录两组临床指标，包括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
住院时间、术后排气时间;②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术后疼痛情况[4]，
分值越低痛觉越轻，并记录术后疼痛时间，同时统计镇痛用药情况;③患者手术
满意度评价参照 Brow 手术整体满意度评分量表进行评价[5]，包括外观满意度和
机能满意度评分，分值越高满意度越好;④记录术后并发症类型及例数，包括出
血、损伤、感染、胆漏、脐疝。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观察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住院时间及术后排气
时间短于对照组，但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 两组术后疼痛及镇痛用药情况比较观察组术后疼痛评分（1.10±0.78）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49±1.24）分，术后疼痛时间（1.65±0.47）d 明显短
于对照组的（2.39±0.82）d，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镇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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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率 8.0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3.7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手术满意度比较观察组外观满意度评分（4.96±0.35）分、机能满
意度评分（4.89±0.12）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89±0.31）、（3.16±0.35）
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6.00%（3/50），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 22.03%（13/5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3 讨论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经历了四孔法、三孔法、两孔法至单孔法的发展历程，这
是外科医生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不断追求微创和美容效果的过程[6]。自
2007 年 Podolsky 等实施第 1 例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以来，国内实施该术
式的报道逐年增加，本科亦在掌握三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基础上于 2014 年开
展该术式的临床研究。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本研究显示：在临床指标方面，观察组的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P<0.05），
证明单孔术式具有创伤小的优势;观察组住院时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短于对照
组（P<0.05），证明切口越少，造成的腹壁和脏器的损伤越少，创伤恢复越快，
出院时间越早;观察组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P<0.05），与郭建飞[7]的研究不
一致，究其原因可能与术者操作熟练度、术者与助手配合度以及胆囊病变的严重
程度的差异性有关。在术后疼痛及镇痛用药方面，观察组术后疼痛评分（1.10
±0.78）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49±1.24）分，术后疼痛时间（1.65±0.47）
d 明显短于对照组的（2.39±0.82）d，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镇痛用药率 8.0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3.7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证明了单孔术式减少了表皮神经和腹壁神经的损伤几率，疼痛发生率和时效都会
相应的降低;在手术满意度方面，因单孔术式创伤小、恢复快，无论在美学角度
还是技能恢复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这在调查问卷中也得到了验证;在并发症方
面，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6.00%（3/5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2.03%（13/59），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熟练掌握腹腔镜操作技术的基础上行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
术是安全可靠的手术方法，经脐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可有效改善临床指标，减
轻患者痛苦，降低并發症发生率，有效提高患者的术后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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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临床一线医生心理压力现状分析及措施
作者：李知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摘要：针对临床一线医师心思压力巨大、业务焦虑和职业倦怠问题杰出的现状，
心思干预、缓解压力的首要对策是：展开心思治疗，解决心思问题;建立心思支
撑体系，减轻心思负担;加强交流理解，缓解舆论压力;坚持人文关怀，营造全心
育人环境。
关键词：临床一线;医生;心理压力;现状;对策

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医疗服务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疾病越发复
杂，患者就医的心理期望不断增强，临床一线医生承受巨大压力，心理健康问题
也与日俱增。正视临床一线医生的心理压力问题，分析其原因及影响因素，有效
干预临床一线医生的心理危机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准确掌握当前
临床一线医生在工作中面临的压力，笔者结合自身专业，采用心理测试、个别访
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临床一线医生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通过综合分析
和研究，对临床一线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了深入了解。
一、临床一线医生工作中的心理压力现状
1、工作的特殊性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很大
（1）超负荷劳动强度使得临床一线医生长期身心疲劳，心理负担过重。随
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护工作由单一的看病治疗转为为病人提供生理、心理、社
会的全面服务，这就需要医护人员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调查显示，80%
以上的临床一线医生在工作中存在疲劳感和倦怠感，存在较大的职业压力。
（2）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使得临床一线医生长期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状态，
心理压力较大.医院治疗量大，看病过程中，稍有疏忽就会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
同时，临床一线医生每天接触各种病源以及病菌，其自身感染的机率也大大增加，
调查显示，有 85%的临床一线医生对自己工作存在“又喜欢又害怕”的心理，在
工作中存在焦虑感和紧张感。
（3）环境的特殊性所带来的压力.医疗工作是一项具有较大挑战性的职业，
即要面对各种病人痛苦折磨和死亡的残酷现实，又要面对各种各样病人和病人家
属交往的考验，极易导致心理负荷的加重和身体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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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业务能力要求日益增加带来的焦虑。一个医生从见习医师到住院医师
再到主治医师以及之后的不断晋升职称，除了要有精湛的专业技术外，还需要经
历许多的业务考试、相关部门的检查考核以及自身科研成果，这种心理压力使他
们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
2、社会舆论压力大，医患关系紧张
由于部分群众缺乏与医生间的沟通理解，对医生产生误解，进而产生对医生
谩骂甚至殴打等暴力行为，医生常常沦为患者暴力的受害者和医疗纠纷的被告，
严重影响了医生的正常执业环境，调查显示，90%以上的临床一线医生担心在行
医过程中与患者及其家属发生纠纷，有 50%的医生担忧自身权利受到危害。
3、在高强度、超负荷、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下，易产生职业倦怠压力
临床一线医生工作长期处在同一领域，对于相同的信息每天都要大量的接
收，重复的工作环境，重复的工作程序，难免会产生错觉以及心理上疲劳，同时
追求政治进步、保障家庭婚姻、子女上学就业等多方面问题难以平衡，部分医生
表现出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产生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导致职业倦怠的发生，在
工作中容易产生失望、郁闷等不良情绪。
二、提升临床一线医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对策
1、开展心理治疗，解决心理问题
（1）采用“望”、“闻”、“问”、“切”及时发现心理问题。“望”就
是察言观色，人的心理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如一个人最近突然變得沉默寡言
或脾气暴躁了，多数表明此人近期存在一定心理问题，需及时心理疏导;“闻”
就是通过他人评价来进行判断。听听同事、患者对医生的评价，听听外界有没有
该医生的负面消息投诉等，进而了解医生变化;“问”就是通过问卷、访谈等方
法进行调查，人的心理压力不会空穴来风，总是先有外因再改变内因的，要根据
看到和听到的异常表现，有目的性地去了解医生最近的状况;“切”就是切入问
题，针对了解到的问题，甄别是属于思想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思想问题要通过思
想政治工作解决，否则就要启动心理治疗来解决。
（2）运用“合理情绪疗法”有效干预心理问题。所谓心理治疗，首先以和
来访者即检查员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为基础，经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来访者开
展帮助，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促进他们人格健康发展。合理情绪疗法就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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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之一。该疗法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利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创立的心理治疗理论及方法[1]。它的基本理论是 ABC 理论，认为诱发性事件 A
只是引起情绪及行为反应 C 的间接原因，人们对诱发性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
解释 B 才是引起人的情绪及行为反应 C 的直接原因[2]。对临床一线医生在工作
中因压力过大而产生心理问题，采用合理情绪疗法，具体咨询、矫正过程具体如
下：
①心理诊断阶段。首先与出现心理问题的临床一线医生沟通交流，关心关注
理解他们，同她们建立良好信任的咨询关系，在此基础上，倾听他们的叙述，全
面深入系统的收集他们的资料，找出他们当前的心理问题，以及不合理的思维方
式及信念。向其指出他们存在不合理的信念，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不合理信念对他
们情绪心理所造成的影响。
②证明阶段。向出现心理问题的临床一线医生讲解合理情绪疗法的基本理
论，让其认识到之所以存在情绪困扰，与他们自身存在的不合理信念有关，要想
解决问题，就要消除不合理信念。
③辩论阶段。让出现心理问题的临床一线医生同他们自身不合理的信念开展
辩论，辩论过程中逐渐认清不合理信念，继而放弃不合理信念，继而认知发生变
化。
④重建阶段。与出现心理问题的临床一线医生一起巩固谈话过程中他们所领
悟到的认知改变，放弃原来的不合理信念，重建新的行为反应模式，学会用积极
合理的信念去解决问题。
2、建立心理支持体系，减轻心理负担
开通 24 小时心理咨询电话、心理咨询交流网，全方位无间隔的进行心理咨
询工作;定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预防、发现和校正医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定期举
办心理交流会，促使医生掌握一些必要的心理知识，强化他们自身的心理防御系
统;定期组织医生进行心理检查，对其心理状态进行有效监控;制作“心理帮助
卡”，将医生常遇心理问题种类以及解决方法写入卡中，帮助他们及时度过心理
难关;把心理行为训练作为日常业务培训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放松训练、压
力训练、应激训练等团体心理训练，提高临床一线医生心理调节能力;教授家属
一些简单实用的心理减压技巧、减压环境设置等，使其能更好的支持和帮助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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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家庭环境，减轻心理压力，促使临床一线医生更好的工作。
3、加强沟通理解，缓解舆论压力
积极做好医院公关工作，加强与公众、媒体的沟通，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提高患者的认识和理解，对于部分群众虚假、恶意投诉，第一时间核查、澄清，
切实维护医生的合法权利，让医生能安心工作;严格执行各类规章制度，减少医
疗差错，杜绝医疗事故，进而减少不安全感带来的压力;增强医生自我防范意识
以及对不安全因素的防范能力，加强处突演练，以便出现危机事件时医生能迅速
反应、医院能及时响应。
4、坚持人文关怀，营造拴心育人环境
加大对临床一线医生人文关怀力度，切实解决其后顾之忧，最大限度调动其
工作积极性。一是深入了解临床一线医生思想、情绪以及家庭状况，重点掌握其
工作、生活、家庭方面的困难需求;二是从实际出发，竭尽全力解决临床一线医
生实际困难，如子女入托、上学、就业，家属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消除他们
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安心工作，缓解因家庭实际困难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三是
加强沟通交流，畅通情感宣泄渠道，不定期的开展聚会交流，为临床一线医生搭
建一个能诉说困难苦恼，缓解精神压力的平台，医生与患者之间、医生与家属之
间、家属与家属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进行情感交流，有效缓
和夫妻、亲子、同事、医患之间关系;四是建立并完善岗位激励机制，在职务晋
升、立功授奖、休假补休方面向临床一线医生倾斜，努力提高其福利待遇，做到
工作上关心、物质上重奖，营造拴心育人的内部环境，不断激发医生队伍活力和
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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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肝脓肿临床特点和治疗的探讨
作者：张慧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摘要：目的：探究细菌性肝脓肿（PLA）的临床特征、病原学分布及医治等状况，
为临床诊断与医治提供根据。方法：回顾性剖析安徽医科大学榜首隶属医院 2015
年 3 月～2018 年 6 月住院医治的 132 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的临床特征、病原学
分布及医治等状况。结果 132 例 PLA 均匀年纪（52.70±18.20）岁，以发热
（83.33%）、右上腹痛（50.76%）为首要临床表现。完成脓液和血培育并检出细
菌 92 例，其中肺炎克雷伯杆菌 50 例（54.35%），大肠埃希菌 31 例（33.70%），
金黄色葡萄球菌 9 例（9.78%），粪肠球菌 2 例（2.17%）。PLA 根底疾病中以胆
道疾病（胆结石胆囊炎、胆管炎等）居多，达 100 例（75.76%）;肾脏疾病（肾
囊肿、肾功能反常等）90 例（68.18%），糖尿病 87 例（65.91%），高血压 72
例（54.55%），冠心病 27 例（20.45%），恶性肿瘤 22 例（16.67%）。患者入院
后均予单纯或联合抗菌药物抗感染医治，其中有 72 例（54.55%）例 PLA 患者单
独进行抗菌药物医治，均匀住院时间（37.63±6.08）d;35 例（26.52%）患者抗
菌药物医治根底上，一起在 CT 或超声引导下行经皮穿刺引流，均匀住院时间
（25.83±5.57）d;抗菌药物医治根底上外科手术医治 25 例（18.94%），均匀住
院时间（20.44±4.39）d，三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含义（F=27.8，
P<0.05）。结论：PLA 高发于年纪较大的患者，致病菌首要为肺炎克雷伯杆菌和
大肠埃希菌，采用抗菌药物结合穿刺引流能缩短住院时间，疗效较好。
关键词：细菌性肝脓肿;伴发症;病原体

细菌性肝脓肿（pyogenicliverabscess，PLA）是指化脓性细菌等病原体感
染在肝脏内部形成脓肿，脓肿通常会导致周围组织出现炎症反应，从而造成腹部
疼痛和肿胀，严重者可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而致命。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
菌性肝脓肿可以造成致命性损伤，死亡率可达到 6%～11.3%[1]。临床上该病的
致病原因可分为胆源性、血源性和隐源性。近年来原因不明的隐源性肝脓肿病例
呈上升趋势，病原菌分布亦有不同[2]。随着临床诊断技术以及治疗手段的提高，
病死率大幅下降。关于安徽地区的 PLA 研究报道近年来出现的次数较少，本研究
对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 3 年收治的 PLA 病例的临床特征、病原学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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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为安徽地区 PLA 临床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 3 月～2018 年 6 月收
治的 132 例 PLA 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有细菌性肝脓肿相关表现，如寒
战高热、肝区疼痛、乏力纳差等全身症状;②存在符合细菌性肝脓肿的体征，如
有肝区压痛或叩击痛阳性等;③相关辅助检查符合细菌性肝脓肿的表现，如血常
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血清转氨酶升高，血培养或脓液培养出
致病菌，经肝脏 B 超、肝脏 CT、肝脏等检查符合肝脓肿表现。有相关临床表現、
体征或符合影像学表现的病例作为研究对象。排除标准：①未明确诊断细菌性肝
脓肿的病例;②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结核性肝脓肿、真菌学肝脓肿等其他非细
菌性肝脓肿病例。
1.2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以及主要的临床表现、血培养或（和）脓液培
养的病原学结果、各种实验室检查结果、合并症、治疗方式、住院时间及治疗效
果等临床资料。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对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数资料用（x±s）表示，两组以上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采用？字 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132 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中，男性 92 例（69.70%），女性 40
例（30.30%），年龄 27～87 岁，平均年龄（52.70±18.20）岁，其中≥65 年龄
段占比 62.12%（82/132），住院时间的平均天数（31.25±9.18）d。
2.2 临床症状 PLA 患者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高热、寒战 110 例（83.33%），
发热 1 周以上的患者 72 例（54.55%）;右上腹疼痛 67 例（50.76%），右下腹疼
痛 30 例（22.73%），肝区叩痛 115 例（87.12%），黄疸 37 例（28.03%）。
2.3 实验室检查 入院时，132 例患者的胆红素平均水平为（25.80±2.60）
μmol/L，白蛋白平均水平为（26.33±4.34）g/L，中性粒细胞计数为（13.64
±5.21）×109/L，超敏反应蛋白（122.43±67.91）mg/L，降钙素原（10.50±
27.63）ng/ml，谷草转氨酶（172.83±68.69）U/L，谷氨酰基转移酶（175.47
±61.72）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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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合并其他疾病 PLA 伴发症中以胆道疾病（胆结石胆囊炎、胆管炎等）居
多，达 100 例（75.76%）;肾脏疾病（肾囊肿、肾功能异常等）90 例（68.18%），
糖尿病 87 例（65.91%），高血压 72 例（54.55%），冠心病 27 例（20.45%），
恶性肿瘤例 22（16.67%）。
2.5 病原体检测 对 132 例患者进行血培养，对穿刺引流患者的脓液予以细菌
培养，培养结果阳性 92 例，阳性率 69.70%，此次培养的常见病原体有肺炎克雷
伯杆菌 50 例（54.35%），大肠埃希菌 31 例（33.70%），而金黄色葡萄球菌 9
例（9.78%），粪肠球菌 2 例（2.17%）。
2.6 影像学检查 95 例（71.97%）患者进行了腹部 CT 检查，明确诊断单发脓
肿 72 例（75.79%），多发脓肿 23 例（24.21%）。有 37 例（28.03%）患者进行
了腹部超声检查，诊断单发脓肿 20 例（54.05%），多发脓肿 17 例（45.95%）。
肝脓肿直径约为 2.6～18cm，平均（6.34±3.78）cm，另有 3 例患者进一步行 MRI
检查。
2.7 感染途径 其中胆源性 PLA 所占比例 70 例（53.03%）最高，血源性 PLA
患者 35 例（26.52%），隐源性 PLA 患者 20 例（15.15%），医源性 PLA 患者 7
例（5.30%）。
2.8 治疗与预后 患者入院后均予单纯或联合抗菌药物抗感染治疗，其中有
72 例（54.55%）PLA 患者单独进行抗菌药物治疗，平均住院时间（37.63±6.08）
d;35 例（26.52%）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基础上，同时在 CT 或超声引导下行经皮穿
刺引流，平均住院时间（25.83±5.57）d;抗菌药物治疗基础上外科手术治疗 25
例（18.94%），平均住院时间（20.44±4.39）d，三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F=27.80，P<0.05）。132 例 PLA 患者经治疗后，治愈 78 例，52 例患
者病情明显好转后，转诊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接受单纯患者或联合抗菌药物组
中 2 例患者死亡，抗菌联合穿刺引流组及抗菌联合外科手术组无患者死亡，三组
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 2=1.69，P=0.43）。
3 讨论
PLA 近年来在急诊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疾病，本研究显示 PLA 患者的平均
发病年龄为（52.70±18.20）岁，这一结果与 PLA 发病年龄呈上升趋势相一致[3]。
资料显示，糖尿病患者细菌性肝脓肿发生几率为非糖尿病患者的 3.6 倍[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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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PLA 患者中合并伴发症以糖尿病较为常见（65.91%），与张慧等研究相似。
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加重有关。PLA 是
继发性感染性疾病，其感染来源于多个途径，主要是通过细菌直接或间接感染肝
脏而形成脓肿。报道指出，PLA 患者发生胆道疾病的频率也逐渐增加。研究显示
[1，7]，肺炎克雷伯杆菌在亚洲地区已成为 PLA 的主要致病菌，包括韩国以及台
湾地区。而美国等地链球菌则被认为是主要致病菌。本研究以肺炎克雷伯杆菌
（54.35%）与大肠埃希菌（33.70%）為常见菌，提示在安徽地区肺炎克雷伯杆菌
与大肠埃希菌是造成 PLA 的主要致病菌。
影像学技术对 PLA 的诊断和治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超声、CT 和
MRI。超声检查的简便性以及无创伤性优点，使超声在肝脓肿诊断应用上最为广
泛，可对脓肿部位进行定位和定性检查，并能够辅助经皮穿刺引流。在本次研究
中，经超声确诊的 PLA 有 37 例。CT 和 MRI 技术的引入，让 PLA 的敏感性高于超
声检查，因此，对肝脓肿进行诊断与治疗时，要结合多方位的影像学检查。
针对 PLA 的治疗，主要有抗菌药物治疗、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引流及置管引流
和外科手术三种。抗菌药物一般初始方案可选择应用能覆盖 G+和 G-细菌的大剂
量广谱抗生素，并加用抗厌氧菌。在药物临床经验提示在抗菌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联合超声引导下行经皮穿刺引流治疗是目前较为合适的方法。但在实际操作时，
应根据患者的生理状况、合并并发症及脓肿数量与大小来选择合适的方法。对于
下列情况如：①非手术引流无效者;②脓肿壁较厚，需优先处理原发性疾病;③脓
肿较大已经穿破胸腔或腹腔等，需要进行手术切开引流治疗。经内科治疗无明显
效果或需要手术处理胆道疾病时，应考虑外科手术治疗。本组资料显示，虽然上
述三种治疗方法在患者好转及治愈率上无差异，但抗菌药物基础上辅助经皮穿刺
引流治疗等，可以缩短住院时间，使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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