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室
动态
一、检验科再次以极高评价通过
CAP 第三次现场评审
在医院的支持下，检验科于 2013 年 8 月通过了美国病理学

语和专家进行互动，圆满地完成了迎检任务。

家协会 (CAP) 认可，成为了全国唯一一家同时通过 ISO15189 和

下午 4:30，末次会议在三楼检验科召开，郄明蓉副院长、李

CAP 认可的专科医院实验室。按照 CAP 每两年一次的现场评审

春梅主任和检验科全体员工出席了本次会议。在会上，6 位专家纷

惯例，检验科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迎来了第三次现场评审。在本

纷对检验科的完美表现表示肯定，对科室科学的管理、充分的准备、

次活动中，来自 CAP 的 6 名评审专家（4 名美籍专家，1 名中国

从容的应对、周到的服务、温馨的氛围赞赏有加。Paul Bachner

台湾专家，1 名上海复旦华山医院专家）对检验科的实验室管理进

教授表示，他从事 CAP 相关工作 30 余年，第一次遇到那么轻

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指导。

松 顺 利 的 评 审； 他 认 为“It’s an outstanding lab! Everyone

9 月 11 日上午，CAP 现场指导首次会议在研究院 5 楼 3 会

writes something, just does something!”

议室召开，医院郄明蓉副院长、院办伍金林主任、医务部李春梅

这样的评价得益于检验科常态化、标准化的管理 : 全体员工长

主任、检验科江咏梅主任等出席了本次会议。郄明蓉副院长欢迎

期以来都按照 CAP 和 ISO15189 的要求进行作业，保证了日常

各位专家的到来；江咏梅主任向大家介绍了医院和实验室的概况，

工作的尽善尽美。同时，这样的好成绩也离不开医院和各兄弟部

并重点阐述了科室的管理体系、运行及自查情况。

门的大力支持，检验科感谢大家的鼎力协助，也为每一位华西二

随 后，CAP 现 场 评 审 组 的 组 长 Paul Bachner 教 授（ 前

院检验人点赞！

CAP 认可委员会主席）与郄明蓉副院长、伍金林主任进行了会晤；

相信在医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检验科一定能够更加

6 位专家从科室的实验室管理、仪器设备、人员设置、安全管理等

严格地要求自己，在不断提高医疗质量，造福患者的大道上继续

各个方面详细了解了实验室的运行情况；检验科的老师全程用英

前进。

图 1 第三次现场评审首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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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场评审组组长 Paul Bachner 教授在江咏梅主任和刘小娟书记陪同下开展管理评审

图 4 评审专家 Tian Yueru 教授在周伟、旷凌寒老师陪同下开展临床微生物学现场评审

图 3 评审专家 Greg Gagnon 教授在张鸽、岳新爱、代庆凯老师陪同下开展血液学现场评审

图 5 评审专家 Robert Dufour 教授在戴维、于凡老师陪同下开展临床化学现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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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评审专家 Tzong-Shi Chiueh 教授在陈剑老师陪同下开展输
血学现场评审

图 9 合影留念（二）（左起伍黎黎、崔亚利、刘小娟、Paul Bachner、江咏梅、郭思琪、李丰益）

图 7 评审专家 Yu-Wei (Tim) Cheng 教授在刘芳、彭磊文老师陪同
下开展分子诊断现场评审

图 10 Tian Yueru 教授与微生物组老师合影留念

图 8 合影留念（一）（左起刘小娟书记、Tian Yueru 教授、Tzong-Shi Chiueh 教授、Yu-Wei (Tim) Cheng 教授、江咏梅主任、Paul
Bachner 教授 , 郄明蓉副院长、Robert Dufour 教授、Greg Gagnon 教授、李春梅主任、李丰益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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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Robert Dufour、Greg Gagnon 教授与急诊组老师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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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Greg Gagnon 教授与血液组老师合影留念

图 13 Tian Yueru 教授与免疫组老师合影留念

6

科室动态

图 14 Robert Dufour 教授与生化组老师合影留念

图 15 第三次 CAP 现场评审末次会议，评审组组长 Paul Bachner 教授总结发言

2017 年 第 03 期

7

MEDICAL
LABORATORY BULLETIN

科室动态

二、检验科开展第三届“青年文明号”之岗位
能手三基三严知识竞赛
检验科重视对员工“三基三严”知识的培训，将夯实员工基础技能、基础知识
和基础理论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2017 年 7 月 6 日下午，检验科第三
届“青年文明号”之岗位能手三基三严知识竞赛在研究院二楼会议室拉开帷幕，检
验科全体员工参加了此次活动。党办李永莲主任、团委陈莉娟书记、教务部黄莉君
主任作为仲裁裁判受邀莅临会场指导工作。
活动分为专业组的“三基三严”知识竞赛和采血团队的技能大比拼两个环节。
与往年的比赛不同，在本次竞赛中，科室设计了中老年员工参赛环节，鼓励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员工参与到竞赛中；同时，在知识竞赛的题库中增加了党员应知应会相
关内容，帮助广大同志用理论武装自我、充实自我。
“三基三严”知识竞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及风险题，考核内容涵盖了医院文化、
科室文化、青年文明号、三基三严知识以及党员应知应会等各种范畴，各个专业组
派出精英团队，投入到紧张而和谐的比赛中，他们从容淡定、配合默契，经过几轮
激烈的比拼，最终由生化组代表队荣摘桂冠；采血团队技能考核以抢答和现场实际
演练方式进行。凭借精湛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采血本领，各采血团队充分展现了良
好的采血技术和精神风貌，最终第一队获得了第一名。
此次活动展现检验科这支“青年文明号”队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团队风貌，
也培养了科室全体员工高效协作、团结一致、永争第一、提高自我的业务素养，势
必会促进检验科更好地开展工作，服务临床、造福患者，为医院的发展做贡献！

图 16 江咏梅主任鼓励
选手们在“三基三严”
知识竞赛中取得好成绩

图 17 于凡、陈平老师主持了本次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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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选手们比赛竞争异常激烈、比分交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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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党办李永莲主任、团委陈莉娟书记、教务部黄莉君主任和江咏梅主任为“三基三严知识竞赛”选手们颁奖

图 19 “岗位技能大比拼”选手们在理论和操作上也不甘示弱

10

图 21 江咏梅主任、李丰益副主任、刘小娟书记为“岗位技能大比拼”选手们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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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祝贺检验科江咏梅主任被聘为四川护理职
业学院客座教授

四、检验科江咏梅教授团队受邀主持 AACC 官方
杂志《临床化学（中文版）》读书分享会

2017 年 6 月 20 日下午，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召开医学检验技

供稿 | 检验科党团支部

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家评审会。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
江咏梅主任、崔亚利老师、护理职业学院党委江涛书记、姚永萍

为推动中国临床检验学术发展，经 AACC 官方杂志《临床化学》(clinical

副院长、检验系况涛书记、检验系王贵年主任、及学院老师和学

chemistry)AACC 授权，《临床化学（中文版）》顺利创刊。2017 年 9

生代表出席了会议，护理职业学院江涛书记代表学院向江咏梅教

月 14 日，《临床化学（中文版）》读书分享会在成都召开。本刊编委、检

授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

验科江咏梅主任作为本次读书会的大会主席出席并主持了会议。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作为国内一流的妇产儿童疾病

检验科党支部刘小娟书记，组织委员崔亚利同志也受邀出席了本次会

检验、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中心，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同时通过

议，并分别以《肿瘤标志物的医学检验进展对分析前样本质量要求的影响》、

ISO15189 和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认可的专科医院实验室，

《癌症精准诊疗——ctDNA 液体活检》为题，向全场听众作了深入浅出的

和四川省临床检验诊断学重点学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医学

讲解。他们新颖的医学思路和奋发的科研态度感染了全场每一位听众，获

检验专业学科发展，并在华西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等院系参与

得了全场一致好评。

教学授课，江咏梅教授作为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一直
关注医学检验专业的教育改革方向和人才培养方式，受到省内外
多所大专院校认可，经常受邀参加多所院校的学术交流及评审活
动等。

图 22 江咏梅主任从护理职业学院党委江涛书记手中接过聘书

图 25 AACC 官方杂志《临床化学（中文版）》读书分享会现场

评审会上，职业学院检验系王贵年主任首先针对医学检验技

五、检验科团队受邀参加中国
妇儿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大会

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课程结构及主干课程设置
和教学计划等做了详细介绍，参会老师与学生代表积极参与了讨
论，江咏梅教授对相关内容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教学实施过程
中，教学思维、教学方式、学科发展前沿、技能培养重点等方面
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同时指出，应加强对大学生教育过程中

供稿 | 检验科党团支部

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团队精神、戒骄戒躁等方面的培养，另外，
针对医学检验大领域内的专业合作方式及资源共享提出很好思路。

2017 年 8 月 17 日 -19 日，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主

本次聘任是对我院检验科及江咏梅教授工作的高度认可，我

办的第一届中国妇儿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聚焦我国妇儿

们将在全国医学检验教育改革背景下，更有针对性的探索大学教

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的传统检测和研究前沿，邀请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和

育模式和内容，更好地应对行业现状和专业需求，强化专业人才

学者近 700 余人共同参会。

队伍培养，为促进全省医学检验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学科发展做
出贡献。

检验科江咏梅主任作为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长期以来鼓励和带领检验科全体老师开展妇儿健康诊断相关研究，在本次大会中，

图 23 江咏梅主任被聘为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客座教授聘书

由检验科党团支部牵头的科研团队为大会提供了两篇优秀稿件，并受邀参加了这场
学术盛典。
会 议 期 间，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
正 式 成 立， 检 验 科 党 支 部 书 记 刘 小 娟
老 师 被 聘 为 青 年 委 员， 其 撰 写 的 论 文
《The interplay of vitamin D levels,
vitamin D receptor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nd diets on serum
lipids profiles in Chinese Han
adolescents 》还被评为优秀论文进行
大会交流；另外，党支部组织委员崔亚
利老师的论文《1 例 2- 甲基 3- 羟基丁
酰辅酶 A 脱氢酶缺陷症患儿的临床诊断
及治疗》也被接收为大会壁报，进行了
图 24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家评审会现场

12

图 26 检验科党支部书记刘小娟老师撰写的论文
被评为优秀论文并进行大会交流

宣传交流。

图 27 检验科党支部组织委员崔亚利老
师的论文被接收为大会壁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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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输血管理委员会顺利召开 2017 年上半年
总结会
2017 年 6 月 28 日下午 4：30，我院 2017 年上半年输血管理委员会总结会在研究院 5 楼 3 会议室顺利召开。会议由郄明蓉副院长
主持，全体输血管理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科室动态

七、热烈祝贺我院被授予中国女性微生态诊治
中心单位
我院检验科长期以来积极协助临床开展生殖道感染的防治工
作，阴道微生态检测是其中一项较为重要的辅助手段。2010 年

会上，郄明蓉副院长对 2017 年上半年我院输血工作情况进行了整体总结，再次强调了输血安全的重要性，要求各相关部门齐心协力

检验科率先在四川省开展阴道微生态评价与实验室检查，有效协

保证用血安全及管理。血库陈剑老师对输血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上半年我院输血量明显降低，自体输血开展顺利，大大节约了大量用

助临床提高了女性生殖道感染的诊疗水平；今年 6 月初，中国微

血患者异体血的输注；另外医护人员越来越重视输血安全，输血指征把握良好。

生态专业委员会对我院检验科筛选的微生态涂片和检验报告进行

最后，大家就我院输血工作的流程优化情况进行了讨论，各委员积极献计献策，达成可行的共识。检验科主任江咏梅表示，临床输血
安全责任重大，血库将进一步加强和临床科室的联系，保证全院安全合理用血。

了复检和验证，复检符合率达到了 90%，这证明我院检验科阴
道微生态检查符合微生态共识的基本要求，也标志着我院具备了
作为阴道微生态检测地区中心的条件。
2017 年 6 月 24 日，中国女性微生态诊治推广项目全国巡
讲—成都站在成都九天国际酒店召开，会上我院被中国微生态专
业委员会授予了中国女性微生态诊治中心单位。检验科江咏梅主
任、妇科门诊部林卫副主任、生殖内分泌科刘宏伟教授及检验科
胡正强教授共同参加了授牌仪式。
在本次会议中，来自全省各地 100 多名妇产科、检验科医
生和技术人员参加了本次巡讲，对提高我院及本地区女性微生态

图 30 检验科江咏梅主任、妇科门诊部林卫副主任、生殖内分泌科刘宏

诊断和治疗水平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伟教授及检验科胡正强教授共同参加了授牌仪式

八、检验科旷凌寒老师在微生物学术领域获得佳绩
供稿 | 检验科党团支部
2017 年 7 月 14 日，中国临床微生物学会四川分会 2017 年学术年会在简
阳召开，来自全省各相关单位的 15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作为本

图 28 郄明蓉副院长对 2017 年上半年我院输血工作情况进行了整体总结

次会议仅有的 2 位优秀论文大会发言者之一，检验科微生物组组长、青年党员
旷凌寒老师受邀在现场进行了交流。旷凌寒老师以《新生儿李斯特菌病 18 例临
床特征分析》为题，对新生儿李斯特菌感染的研究背景、临床特征及结局进行了
讲解。她的分享深入浅出，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是检验科青年党员同志在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的又一荣誉，将激励科室全
体老师继续努力，为广大患者送去更佳优质的服务。
图 31 微生物组组长、青年党员旷凌寒老师受邀在中国
临床微生物学会四川分会进行现场交流

九、检验科开展“青年文明号开放周”示范活动
检验科作为四川省青年文明号创建单位，在多年的争先创优工作中得到了医院党委、团委的高度认可。同时，此项工作在开展中也深
化了科室青年员工对医疗行业内涵意义的理解，促进了大家在工作中争先创优的积极性，展示了科室青年卓越的时代风貌。继 2014 年检
验科获得成都市“青年文明号”后，科室又于 2016 年被团省委授予了四川省“青年文明号”的光荣称号。
7 月 3 日，为进一步展示青年风采，营造良好的医疗服务氛围，检验科以“青年建功十三五，青春献礼十九大”为主题，开展了 “青
年文明号开放周”示范活动。检验科采血窗口作为特色窗口，“亮身份、亮形象、亮承诺”，依托电子屏幕、宣传栏在公共场所及服务窗
口展示活动主题、亮明品牌标识、服务承诺及投诉渠道等，此项举措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同时，检验科加大志愿者服务力度，开展青
图 29 输血管理委员会秘书陈剑老师对 2017 年上半年输血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14

年文明号“知识竞赛”，彰显了科室青年人在医院的带领下追求卓越、乐于奉献、服务患者、恪尽职守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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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与
临床
一、检验科临床联系问题与回复

临床联系是检验科一项重要的常规工作，目的是通过听取临床
医生的意见建议，加强科室间的协作和理解，优化检验流程，提高
检验服务水平，协助临床科室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检验科每月都会
在科主任的带领下，与各专业组长一起来到各临床科室，及时听取
临床医生的意见和建议，并对临床医生所提问题予以及时反馈。现

图 32 检验科开展“青年文明号开放周”示范活动

十、呵护幼苗、关爱成长——检验科在六一儿
童节为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的问候

◆血液儿科：2017 年 6 月 16 日，医生要求为某
患者的 BCR-ABL 检测抽外周血（申请单和条码上
已备注“抽外周血”），但采血组老师未抽。医生建
议条码上的标本类型“骨髓”改为“骨髓和外周血”。

◆ 小儿心血管科：2017 年 7 月 26 日，小便常
规和大便常规的白细胞、红细胞检测中，有时出几个
/HP，有时出 1+ 或者 2+，是否有“+”号对应的计
数标准？

已告知采血组老师，遇到此类问题及时抽血，如患者陈述不清
楚，及时与医生沟通。

小便常规和大便常规半定量结果与定量结果的关系：“1+”
代表 10-15 个细胞 /HP，“2+”代表 16-30 个细胞 /HP，“3+”、
“4+”表示细胞计数较多，无法精确计数。

◆ 血液儿科：2017 年 6 月 16 日，骨髓检验取
报告时间建议改为 7 个工作日。

◆ 产 科：2017 年 6 月 20 日，75g 糖 耐 量 检 测
存在问题，常规孕妇检测时间为孕 24-28 周，特殊
患者如需提前检测，检验科能够提供那些便利？
检验科在 LIS 系统内增加了医嘱项。原有医嘱项为 75g 糖耐

2017 年的“六一”儿童节，检验科也不例外，

艳的气球、拉花把采血大厅内外装点一新之

◆血液儿科：2017 年 7 月 6 日申请的合血标本
包括：门诊 17 个，急诊儿科 3 个，血液住院 4 个，
PICU 2 个，新生儿 1 个，心血管 1 个，而血库的实
际合血量未能满足？

外，更在采血取号点为小朋友们开设了一个

1）已告知血液儿科门诊：医院目前能承受的门诊输血患者为

免费的礼物领取点，为前来采血的小朋友送

每日 10 位。在血液儿科登记时，如果每日超过 10 位，需等到第

去祝福；对于身在病房的小朋友，老师们还

二日输血。

早早为孩子们准备了节日的问候。
在今年的 6.1 送祝福活动中，科室的老
师们再次创新：样本采集组的老师除了用鲜

75g 糖耐量 1（空腹 1h/2h）（24-28 孕周）（到检验科人
工服务窗口预约）。

知“中性粒细胞 <0.5×109/L”；若分类计数无法测定，则危急值

希望临床医生互相沟通协商，并提供临床医疗组管床医生、主

◆ 血 液 儿 科：2017 年 7 月 7 日， 血 常 规
WBC<0.5×109/L 的临床危急值如何通知？

9

图 33 检验科在六一儿童节为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的问候

75g 糖耐量 5（空腹 1h/2h）（任意孕周）（到检验科人工服
务窗口预约）；

WBC<0.5×109/L 且中性粒细胞 <0.5×109/L 时，危急值通

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受到了来自检验科的温
暖。

量（空腹 1h/2h）
（到检验科人工服务窗口预约）；现将医嘱项改为：

◆ 妇科、产科：2017 年 7 月 29 日，关于合血
标本医嘱停止的问题，妇科 7 楼某患者，合血标本送
到血库，接收时发现医嘱已停。联系并通知停医嘱的
临床医生时，该医生并未转告开医嘱的临床医生，病
人仍被安排手术。而手术台上患者出血后医生来血库
取血时，发现未合血。

2）血液儿科负责门诊登记的医生也请告知患者以上事宜。

带上小礼物，亲自把祝福送至他们的手中，

16

2）检验科一直在寻求快速检测方法；但现在快速检测方法都
无 SFDA 注册证，我们会继续关注。

个工作日出骨髓检验报告。

温暖患者，为他们送去周到贴心的服务，在

1）目前百草枯浓度是送华西医院检测，报告时间需要 2-3 个
工作日。

将检验科与临床沟通收集问题汇总解答于下：

为满足临床需求，检验科增派骨髓技术人员，已经能够保证 5

检验科长期以来坚持用人文关怀的力量

◆ 普儿二：2017 年 6 月 20 日，建议加快百草
枯浓度检测报告发放速度。

通知“WBC<0.5×10 /L”。该情况已与临床医生进行了确认，按

管教授名单及联系电话、住院总联系电话给检验科血库，血库应告

照以上规定执行。

知全组工作人员及夜班老师。正常工作日合血标本问题应通知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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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夜班、节假日通知住院总。同时联系产科，产科同意按照
这个办法管理合血标本。

因患者临床情况复杂，在其它两家医院有过输血史，建议目前
我院出血型报告为“血型待定”。输血建议：输注 A 或 O 型红细胞，
AB 型血浆或血小板。6 月 28 日输去白红细胞 3U 后，Hb 由 30g/

◆ PICU：2017 年 6 月 28 日，PICU25 床患者
贡布 **，血型检测正定型：抗 -A(4+), 抗 -B（1+，
混合视野），反定型 A cell（-），B cell（4+）,O
cell（-）。患者自述外院输 200mL AB+ 全血，现
检查直抗（3+），网织 1.17%，Hb30g/L。原输血
方拒绝提供院外输血史，只提供了 1 份血常规上记录
血型为“AB”的报告。请检验科解释并解决此患者
的合血问题。

本，现有方法的条件下无法确认该标本为“阳性”或“阴性”，可能提示抗体存在，但是抗体浓度太低，低于检测限或在检测限附近，临床
医生需要根据临床综合判断或者在适当的时间告知患者重新采血复查。
除外表示定性的“存在”，
“+”号也作为单位被用于半定量的描述某些检测目标，如在小便分析的报告中，就使用了“+”来半定量的表示“多”

L 上升到 55g/L，已建议复查血常规。至 6 月 29 日，患者共输 A

这一概念，从“个”（如 5-10 个 /HP）到“1+”、“2+”、“3+”的结果的改变十分清晰的显示了被观察细胞的数量从“稀疏有数”到“数

型 RBC 1.5U×4=6U。

以百计”到“数不胜数”的相应变化。同样的，在体液蛋白定性实验报告中的“-”、“+”、“++”、“+++”也提示了蛋白浓度由无倒有，
由低到高，蛋白滴定的外观和密度感从“无色无质”到“像白纱”到“像白云”到“像白岩”的变化。在这些报告中，
“+”号的数目代表了“多”
“较

◆ PICU:2017 年 8 月 23 日，肛试纸、咽试纸是
否能开展耐药菌检测？

多”“很多”的量的改变。
总之，“+”号活跃在多种检验报告中，普遍代表了“存在”的意义，并且“+”号的数量代表着“存在”的多和少的量的变化。

可 以 开 展 MRSA\VRB 和 ESBL 耐 药 菌 的 定 植 筛 查， 但 需
提前通知我科微生物组老师做筛查准备。微生物组电话：028-

三、检验科走进临床科室（九）——产科

85501201。

7 月 7 日，检验科再次来到产科开展临床联系工作。
本次工作的主题是就血栓指标的临床应用与产科老师进

二、检验报告中“+”号的意义

行深入沟通。
沟通分为宣讲和提问两个环节。血液组组长张鸽老
供稿 | 张鸽

师首先就易栓症和抗凝脂综合症的相关指标和临床评分
系统进行了详细讲解。随后，产科的老师们重点就如何
判断相关指标的结果和如何选择开展相关指标的时机与

“+”有很多含义，既是运算符号，表示加法，与减法相对；

张鸽老师进行了充分的互动。

也是性质符号，代表“正”，与“负”相对；还是关系符号，代

图 38 血液组组长张鸽老师在产科宣讲

产科姚强副主任对本次临床联系工作表示满意，并

表“原数”与“相反数”相对。而在医学检验领域，“+”号的

鼓励双方科室加大联系，共同为患者创造更大福音。

意义与上述皆有不同。在检验科报告中，“+”号常用于描述定
性（如：有或无）或半定量（如：多，较多，很多）的检测结果。
在描述定性结果时，“+”可代表“存在”、“查见”、“检

四、检验科走进临床科室（十）——便民门诊

出”或“阳性”等概念，例如在微生物报告中，如果我们发现培
养出的细菌在耐药的筛选试验中对某类药物（如“头孢西丁”）

为保证为广大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便民服务，协助便民门诊高效工作，7 月 20 日，检验科急诊组组长于凡老师受邀来到便民门诊办公室，

存在耐药，那么检验报告中将会以“+”提示耐药“存在”，还

就如何下检验医嘱与现场的老师进行了深入沟通。

有在免疫自身抗体的检测中，如果某类抗体被查见，那么报告中
也会出现“+”代表该抗体确实“存在”。与之相反，“-”号

为了更好地配合临床开展诊疗工作，2016 年，检验科就专门编印了《如何下医嘱》的小手册，全面发放至临床各科室并进行了宣讲。

代表“不存在”、“未查见” 、“未检出”或“阴性”等概念。

本次沟通中，于凡老师再一次为大家认真解读了《如何下医嘱》的使用方法，并对一些难以检索的项目进行了重点讲解；随后，于凡老师对

在这里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在某些报告（如免疫的 ANCA 抗体

老师们提出的各项问题进行了积极而耐心的解答。他的讲解细致、亲切，受到全场老师一致好评。
根据便民门诊老师提出的问题，于凡老师在沟通会结束后，向科室进行了积极反馈。检验科马上进行了逐条梳理，并在第二天整理出

报告）中也会出现“±”这个符号，而这个符号既非代表“阳性”
也非代表“阴性”而是表达了“可疑阳性”的概念，指在现有标

图 35 小便常规报告中“+”的意义

18

图 34 脑脊液细胞学检查中“+”的意义

图 36 食物不耐受检查报告中“+”的意义

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不日之后将会同便民门诊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交流，充分满足临床需求，为广大患者送去更加便捷的服务。

图 39 急诊组组长于凡老师赴便民门诊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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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串联质谱技术在新生儿筛查中
的应用
供稿 | 陈平

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是一种简易、快速和廉价的血斑试验。
通过这种筛查可以及早发现孩子是否患有氨基酸、脂肪酸、有机酸代

检验
动态

实行计划生育的今天，更应努力降低此类疾病的危害。代表着世界临

前检查、孕前保健、遗传咨询，帮助准父母选择最佳的生育年龄及

至即便是孩子离去了，悲痛仍然不会停止。

时机，可以有效预防大约 50% 的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是被公认

大多数智力低下儿尚无有效的药物，故应对智商高低不同者分

的最为积极有效、安全经济的预防方法。但是，大多数疾病为隐性

别加以处理：智商在 50-70 者可训练做简单性技术工作或进弱智

遗传，无异常家族史，难以为健康育龄夫妇提供预防措施。二级预

学校；智商在 35-49 者只能自理生活；智商在 35 以下者；则只能

防：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及时发现宫内严重的出生缺陷儿并采取

由他人照顾和监护。

人工方法终止妊娠，以减少缺陷儿的出生。三级预防：进行新生儿

4.5 遗传代谢病给患儿家庭带来金钱的巨大损失

遗传代谢病筛查，主要对大分子病、小分子病筛查，对出生缺陷儿

国家每年对残障儿童的投入经费可达上百亿，统计表明，不进

及早发现和治疗，尽量改善其预后。

行新生儿筛查，治疗和护理患儿的费用将是全面筛查费用的 4.2 倍。
项目。“我国采用液相串联质谱判读技术进行新生儿筛查刚刚开始，

4.8 如何进行遗传代谢病检测？

相关部门统计，出生一个智障儿童，仅以其存活 40 年计，造成的

遗传代谢病的检测技术难度高，主要分为：染色体病、大分子

任重道远！”何健说。

经济损失可达 70 余万元。

谢缺陷导致的先天性遗传病，并进行及时的治疗，使其健康成长。遗
传代谢病近年逐渐成为导致新生儿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

作有之，变卖家产有之，而无论如何努力，但甚少有好的结局，甚

3 加大宣传，预防为主

病、小分子病，染色体病包括：Prader-Willi 综合征，Angelman

4.6 我国政府对遗传代谢病检测的态度？

综合征，Digeorge 综合征等，大分子病包括：法布里病、戈谢病、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前提条件，是我国的基本

庞贝氏病、MPS I

等，此类病发病率较高，需要采用生化方法进

前几年，由中国优生科学协会、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

国策。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得到了政府的重视，除了颁布了《中

行酶学活性检测，该方法难度较大，检测成本高，目前国内只有北

床检验技术发展最高水平的液相串联质谱判读（LC-MS/MS）技术

科大学检验医学研发中心共同发起的“生命绿洲行动”——遗传代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外，2000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还公布

京中科医学检验所、北京协和医院、上海新华医院等几家单位可以

可以做到用一滴血样，在几分钟内一次分析近百种代谢物，检测几十

谢病检测全国普及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优生科学协会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新

检测。小分子病包括：有机酸、氨基酸、脂肪酸代谢病，多采用液

种遗传代谢病，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省钱、最高效的筛查

秘书长夏雪红教授表示，此次活动的宗旨就是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生儿疾病筛查成为母婴保健技术的重要内容之一。2002 年卫生部、

相串联质谱（LC-MS/MS）检测，难度底，检测费用相对低。

方法，世界发达国家都普遍采用这一技术进行新生儿的筛查。

减少出生缺陷，推动母婴保健和优生优育科学事业的发展。活动汇

中国残联人联合会《中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

集了全国在优生优育、遗传代谢病诊治方面的著名专家，成立了以

行动计划 (2002-2010)》，再次强调了推广新生儿疾病筛查的重

当然可以。遗传代谢病已经有 400 多种以上，其中有很多遗

卫生部老一辈领导钱信忠、林佳楣为名誉主任的全国指导委员会。

要性。卫生部多次组织全国新生儿疾病筛查专家编写和修改《新生

传代谢病医学是没有任何医疗办法的，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都非常

“生命绿洲行动”将利用大约 3 年的时间，通过举办论坛、专业培

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规范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

罕见，检测超过 200 种疾病，而且有明确的治疗和改善办法的，

1 应用现状

在我国每年 2000 多万的出生人口中，约有 40 万到 50 万的
儿童患有遗传代谢病。它给患儿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对遗传代谢病的患者而言，愈早发现，愈早治疗，对患儿愈好。
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原司长李长明教授认为，新生儿疾病

训、科普大课堂等形式在全国广泛宣传新生儿筛查理念，普及遗传
代谢病检测及诊疗知识，推广新一代遗传代谢病检测技术，树立“人
生第一次体检”的观念，增强育龄家庭的疾病预防意识。

4.9 检测出来后有办法治疗和干预吗？

4.7 为什么政府要用法律的形式去推行“新筛”？

因此这些疾病只要能做到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我们就完全有

第一，我国每年有大量的遗传代谢病孩子出生，为社会和家庭

机会继续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势必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人文的

4.10 检测流程是否科学规范？

筛查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的第三级预防措施，是婴

“遗传代谢病是可治疗、可控制的。”“生命绿洲行动”全国

儿迈入健康人生的第一道“安检”。国家《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遗传代谢诊疗专家杨艳玲研究员说，筛查出现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时就存在各种身体结构、智力或代谢方面的

婴儿在出生 24 小时后，由医院的护士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严格规

办法已明确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应逐步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并将其

阳性结果的儿童需要进一步确诊，遗传代谢病代谢异常的确诊主要

异常。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约为 1600 万到 2000 万之间，而其中

范地进行采足跟血；并由孩子的家长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检验中

列入母婴保健技术服务项目。李教授强调：“遗传代谢病是新生儿

依靠代谢物的测定和酶活性测定。总的治疗原则是减少代谢缺陷造

每年有 80 万至 120 万出生缺陷儿诞生，占全部出生人口的 4% 到

心；一周之后检测中心把结果直接邮寄到孩子父母手中（如果检测

疾病筛查中重点筛查的一大类疾病，进行更多病种、更高覆盖率的

成的毒性物质蓄积、补充正常需要物质、酶或进行基因医疗。大多

6%，其中遗传代谢病患儿达 40 万至 50 万。根据我国出生缺陷监

结果显示阳性，检测中心进行复检），如果复检仍然为阳性，检测

筛查对降低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质意义重大。”

数遗传代谢病以饮食治疗为主，部分疾患可通过维生素、辅酶等进

测和残疾儿童调查结果，全国累计有近 3000 万个家庭曾生育过出

中心会当天电话通知父母，并提供遗传代谢病诊疗专家绿色通道，

行治疗。通过对症治疗许多疾患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可以正常生活、

生缺陷和先天残疾儿。

在第一时间告知父母适合的专家医院，为孩子提供及时的治疗。

据了解，1981 年，上海市在我国首先开始了在新生儿中筛查
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和半乳糖血症。1989 年起，

学习和工作。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省市逐步开展了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
状腺功能低下常规筛查。1994 年，国家颁布了《母婴保健法》，
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新生儿作筛查在疾病预防中的地位。但从总体来

4 应用：遗传代谢病检测

遗传代谢病检测是指为新生儿遗传代谢病检查是一种简易、快

说，我国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还比较落后，全国每年出生 2100

速和廉价的血斑试验。通过这种筛查可以及早发现孩子是否患有先

万活产儿，仅有 50 多万接受这一筛查，覆盖率不到 3%。此外，

天性遗传病，并进行及时的治疗，使其健康成长。

筛查病种也少，遗传代谢病一般只查两项。很多患儿因未能及时诊

4.1 什么是遗传代谢病检测？

断和治疗，造成严重的智力残疾，严重影响了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

遗传代谢病检测指采用设备、医学试剂并采用特定的生化医学
检测方法对辅助确诊遗传代谢的测试。样本多采用静脉血或干血片，

2 新技术，可有效控制

在新生儿的疾病筛查方面，发达国家已走在我们前头。据中国

发展战略。我国是出生缺陷的大国，每 30 秒种就有一个缺陷儿出生，

第二，我国国民以及医务工作者对于遗传代谢病的知识了解

我们的检测流程是非常科学、规范而严谨的。简单的说：首先，

4.11 如果检测出来孩子的结果为阳性，
该怎么办？

太少，认识不足，必须用法律的形式加速普及的过程。我国是从

我们已与国内顶尖的遗传代谢病专家合作，推出绿色通道。孩

1981 年才开始提出新生儿筛查的概念，到了 94 年才立法推广。

子的父母在第一时间内将得到检测中心的电话通知，并向您推荐这

绝大多数家长还不了解遗传代谢病检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方面的国内最有经验的专家，确保孩子在第一时间能得到有效的医

世界卫生组织将出生缺陷的预防措施分为三级：一级预防：婚

疗和营养方面的指导。

二、抑制素 B 检测项目意义
供稿 | 李文胜

可检测大分子类遗传代谢病和小分子类遗传代谢病。

4.2 为什么要进行遗传代谢病检测？

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检验医学研发中心教授何健介绍，

因为先天的遗传代谢病直接关系到一个孩子后天能否健康成

目前国际上对新生儿疾病的筛查主要采用“液相串联质谱判读技

长的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患有先天的遗传代谢病，父母又不知道，

术”，一般在新生儿出生 24 小时后即由专业护士采新生儿的足跟

那么结果是十分可怕的，现实是极其残酷的。

1 背景介绍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疆维吾尔

近年来一系列的研究表明 INHB 对生殖系统具有内分泌、自分

自治区人民医院，南昌市男科医院等。

泌和旁分泌作用，生理状况下的 INHB 参与了人类配子发生、卵泡

血一二滴，几分钟后便可检测几十种遗传代谢病。有关资料显示，

4.3 遗传代谢病给孩子带来肉体的极大痛苦

发育、卵子成熟、胚胎发育等生殖过程的调节，此外，INHB 还参

美国 2007 年已有 88% 的地区采用液相串联质谱判读技术进行新

从同型胱氨酸尿症患儿的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到患儿的膝关节

与了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

生儿筛查；德国 1991 年至 2001 年间采用液相串联质谱技术对出

外翻，面部痴呆，眼部畸形。这种症状在遗传代谢病的病例中属于

子宫内膜异位症、男女性腺肿瘤等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目前，较

生人口的 98% 进行了筛查；澳大利亚自 2004 年起实现了全部采

比较轻的表现，严重的症状甚至会出现患儿本身的自残行为。

之 一，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为 32×103Da， 是 由 α- 亚 基 和 β- 亚 基

多的医疗机构开展了抑制素 B 检测的研究和临床应用，包括：首都

通过二硫键连接而成的异二聚体糖蛋白激素。β 亚基又有 βA 和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科医院，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华中科

βB 两种形式，与 α- 亚基分别形成抑制素 A（INH A，αβA）

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和抑制素 B（INH B，αβB）。

用液相串联质谱判读技术进行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日本、韩

4.4 遗传代谢病给家长带来精神的沉重折磨

国的新生儿筛查已经由家长自愿筛查变为依照国家立法必须进行的

由于确诊难，父母带着孩子常年奔走于各大医院之间，辞去工

20

2 抑制素 B 结构和生理基础
抑制素（Inhibin）是转化生长因子 β(TGF-β) 超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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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体内 INH A 主要由优势卵泡及黄体分泌，INH B 主要由

评估睾丸生精功能，是临床的一个难点。传统上常用的方法有：睾

中小窦状卵泡的颗粒细胞合成，在窦前卵泡期即开始分泌，自早卵

丸大小测量、睾丸活检、精液常规分析、FSH 测定等。但这些方

泡期起升高，直至围排卵期达高峰，黄体期逐渐降低，反映中小卵

法均为间接性的方法，有间接诊断价值，却都不能准确判定睾丸的

泡的功能 [1]。

生精功能状态 [14]。过去，临床上根据睾丸大小诊断睾丸生精功能，

男性抑制素 B 主要由睾丸支持细胞产生，是男性生精和生殖能

而当睾丸容积大于 12ml 时，则不能用睾丸大小的差异来评价其生

力的直接标记物；抑制素 B 在人体内参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

精功能；睾丸活检为有创伤性检查，有时患者难以接受，且睾丸各

负反馈调解机制，受促卵泡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部位生精状态不尽均衡，存在“局部性精子发生”的现象；精子计

FSH）调节，同时对垂体分泌 FSH 有负反馈调节作用 [2-4]。

数也较易受众多因素（标本的收集、温度、计数误差、禁欲时间、

检验
论著

供精者健康状态等）的干扰而有较大波动。血清 FSH 水平被认为

3 抑制素 B 与女性生殖

是判断睾丸生精功能的重要指标，然而 FSH 的分泌同时受促性腺

卵巢储备由卵巢内存留卵泡数目和质量决定。由于 ART 费用

激素释放激素（GnRH）、雌激素（E）、雄激素 (T) 等诸多因素

昂贵，若能先了解卵巢的储备功能，预测治疗效果和预后，将有助

的影响，而不是睾丸特异的能够直接反映生精小管生精功能的激素，

于治疗的选择。现有一系列指标用于评价卵巢储备功能：年龄、基

特异性不高。抑制素 B 是支持细胞（Sertoli cell）与生精细胞共同

础 FSH、基础 E2、FSH/LH 值、小窦状卵泡数目及克罗米酚刺激

合成的产物，与精子发生密切相关

实验等 , 通常用月经周期 d 3 FSH 水平或氯菧酚胺 (CC) 刺激试验
来判断。但 d 3 FSH 在周期间的变异大，不是一个很稳定的预测
[5]

Kumanoy 等

[16]

[15]

供稿 | 王泓

，是精子生成的最直接标志物。

研究结果显示，男性不育患者的抑制素 B 水

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而且与精子计数及睾丸体积大小呈正相关。
[4]

一、质谱技术用于检测遗传代谢病的研究
摘要：目的

分析四川地区遗传代谢病高危患儿的发病情

乏的一组疾病 [1]。这类疾病对患儿危害极大，不仅可引起肝肾损害，
还可引起神经系统损伤，甚至死亡，早期诊断对该病预后意义重大

在检测中发现，21 例唯支持细胞综合征患者中有 11

学华西第二医院就诊的 183 例遗传代谢病高危患儿的临床资料，

卵数多 , 周期取消率低，妊娠率高，因此认为 INH B 较 FSH 能更

例 FSH 值在正常范围内，而 INHB 水平均在 40ng/L 以下，这说

应用血串联质谱分析、尿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和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检

直接反映卵泡的储备，起到预测 ART 效果的功用。Dokras 等对

明了 INHB 在反映睾丸生精功能状态时，其敏感性优于 FSH。

测，并结合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进行分析。结果 大部分遗传代

指标。Seifer 等

发现 d 3 血清 INH B ≥ 45 pg/ml 者 IVF 中获

董志英等

体生化代谢紊乱，造成中间或旁路代谢产物蓄积或终末代谢产物缺

况及临床特征。方法 收集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10 月到四川大

[2-4]

。
遗传代谢病的诊断多依据临床表现结合实验室检查结果，目前，

20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进行研究，显示这些患者血清 INHB

4.2 鉴别诊断无精症

谢病高危患儿有典型的神经系统受损表现，较早出现抽搐、惊厥、

水平明显低于输卵管原因不孕者，同时 E2 水平下降，可获得卵子

梗 阻 性 无 精 症（Obstructive azoospermia，OA） 患 者，

临床常用检测技术包括荧光免疫技术、串联 / 气相质谱技术和分子

生长发育迟缓、营养不良等表现。实验室检查提示遗传代谢病患者

数量减少，认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卵泡颗粒细胞功能受损，卵泡

精子生成正常，由于生理或病理性排精障碍致无精排出，而血

诊断技术等 [5]。本文旨在回顾性分析串联质谱 / 气相色谱质谱技术

多出现顽固性低血糖、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高氨血症、高乳

补充不足或卵子成熟障碍，从而受精机会减少；提示血清 INHB 水

清 INHB 水 平 正 常 或 升 高； 非 梗 阻 性 无 精 症（Nonobstructive

检测的 183 例高危 IMD 患儿血、尿标本结果，以期为 IMD 的临

平可作为评价卵泡发育或预测卵子数量的一项指标 [6]。还有几位学

azoospermia，NOA）患者，原本无精子生成，血清 INHB 水平

酸血症等。183 例遗传代谢病高危患儿确诊 6 例，血串联质谱检测

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报告如下。

者通过对应用 GnRHa、SH 或 CC 等刺激后 INHB 水平的研究发现，

也极低 [11]；INHB 可从本质上区分 OA 和 NOA 的生殖功能。

4.3 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效果预判

INHB 与卵巢反应高度相关，可把 INHB 作为监测卵巢储备的一项
指标

[7, 8]

。同时，抑制素 B 在卵巢颗粒细胞癌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

复发随诊等

[9]

方面也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王鸿祥

[17]

等对 92 例静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的男性手术后的随

访发现，以抑制素 B 水平 94pg/mL 分界，术前高抑制素 B 水平组

3 例，分别为苯丙酮尿症 2 例，枫糖尿病 1 例，尿气相色谱质谱检
测 3 例，分别为肉碱棕榈酰转移酶缺乏Ⅰ型 1 例，甲基丙二酸血症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 例，2- 甲基 -3- 羟基丁酰辅酶 A 脱氢酶缺陷症 1 例。此 6 例患

选取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就诊的高危 IMD183 例患者为

者经饮食调整及对症治疗后，各项指标在监测中，无患儿死亡。结

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本资料，其中男 95 例，女 88 例，年龄 2 天 -10
岁，表现有不明原因的新生儿惊厥、抽蓄、营养不良、发育落后、

3.1 提示卵泡发育情况

较低抑制素 B 组术后精子浓度明显提高。说明精索静脉曲张手术前

论 遗传代谢病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对高度怀疑患有遗传代谢病的

女性抑制素 B<45pg/mL 提示卵巢储备功能下降。

InhB 水平的高低，与术后精液参数是否能得到明显改善有一定关

婴幼儿应尽早进行血串联质谱、尿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和基因检测，

生长迟缓、顽固性低血糖、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高氨血症、

新的数据表明，直径在 10-12 mm 的卵泡抑制素 B 分泌达高

系，术前 InhB 可作为精索静脉曲张手术疗效判定的预测指标。

并尽早进行干预和治疗。

肌张力增高、脑损伤等的患儿为研究对象，排除因休克等生命体征

峰，浓度比血液循环中高出一千倍。这种高浓度的抑制素 B 也发挥

4.4 诊断隐睾、性早熟

旁分泌作用，刺激卵泡膜细胞产生雄激素和 LH。高浓度抑制素促

Byrd 等 [12] 对各年龄段男性血清 INHB 水平测定后发现，3 岁

进细胞内促性腺激素的降解，抑制素 B 分泌进入循环后进一步促进

之前和青春期的睾丸可分泌大量的 INHB，而隐睾症患者 INHB 水

FSH 从其他卵泡中撤退，促进优势卵泡的形成，提示血清 INHB

平很低，性早熟儿童又高于同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该规

水平可作为评价卵泡发育的一项指标。

律可用于小儿隐睾与儿童性早熟的诊断。Irkilata 等 [13] 在对 27 例

3.2 预测 IVF 卵巢反应性

隐睾患者进行腹股沟睾丸固定术前后随访发现，成功进行睾丸固定

控制性超排卵各个时期的 INHB 水平均能反映卵巢的储备功

术后 6 个月血清基础 INHB 水平较术前明显升高。提示 INHB 水平

能，卵泡早期和卵泡中期即促排卵 7-8 天后 INHB 水平都与获卵

可作为一个重要的睾丸固定术后随访指标，并用以评价手术成功与

数呈明显正相关性。

否。

3.3 预测 PCOS 排卵情况

4.5 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应用

抑制素 B 与促排时间及促排剂量呈负相关；E2 及 FSH 与促

抑制素 B 评估男性在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排时间及剂量均无显著相关性。对于 PCOS 患者，检测血清抑制

Technology，ART）中的生育能力，尤其是在行卵泡浆内单精子

素 B 有利于早期更准确地判断颗粒细胞受损情况，并为患者促排预

注 射（Intracytoplasm a sperm injection, ICSI） 治 疗 时 如 何 成

期及方案制定提供更多有利的信息。

功地预测精子获得率及有效率，以保证女性促排卵后及时提供精
子和尽可能减少睾丸精子抽吸术（Testicular sperm extaction,

4 抑制素 B 与男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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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INHB 是判断男性生精功能状态最好而又可靠的指标。

不稳干扰检测结果的患者。

1.2 方法

Study of 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s Tested by the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Gas Chromatography
Technology

1.2.1 样品采集及处理：干血斑标本采集按卫生部《新生儿
疾病筛查技术规范 (2010 年版 )》要求进行。采集患儿末梢血滴
于专用滤纸片（S&S 903）上自然晾干，制成干血斑，从滤纸
干血片上取直径为 4 mm 的血斑，放置于 96 孔微孔板（Perkin
Elmer, USA）内，每板设空白和高 / 低浓度质控（Perkin Elmer,

WANG Hong, WANG Xia, LI Ying-ying, DAI Wei, JIANG Dong-mei,

USA）；加入含氨基酸和酰基肉碱内标（Perkin Elmer, USA）

ZHANG Xiao-dong, CUI Ya-li.

的萃取液（Perkin Elmer, USA）100ul，薄膜封板置恒温振荡器

Sichuan Univ, West China Univ Hosp 2, Dept Lab Med, Chengdu 610041,

（Perkin Elmer, USA）中 45℃震荡 45 分，转移 80 ul 萃取液到

Sichuan, Peoples R China.

耐热微孔板（Perkin Elmer, USA）内，用铝锡箔覆盖微孔板后置
于自动进样器（Waters, USA）进行 MS/MS 检测。酰基肉碱采

Key words:

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s,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TESE）时睾丸穿刺的创伤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10]。

4.1 评估男性生精功能
产生精子是睾丸最重要的两大功能之一，然而如何能更准确地

关键词：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技术，气相色谱质谱技术

用母离子扫描 m/z 85(27eV)，氨基酸采用中性丢失的方式扫描 m/
z 102(12eV)。
采集患儿新鲜尿液 10ml 至无菌尿试管（泰州市华瑞医疗器械

遗传代谢病（Inherited metabolic diseases, IMD）是指由

有限公司，中国），于 3000 g 离心 10min 去蛋白质和杂质后取上

于基因突变引起酶缺陷、细胞膜功能异常或受体缺陷，从而导致机

清测定尿肌酐值（SIEMENS ADVIA-2400）。根据肌酐值取相
2017 年 第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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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 0. 2 mg 肌酐的尿液量进行实验，然后加入尿素酶（1U/μl，Sigma, USA）20μl 在 37℃的电热恒温箱（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脂肪酸氧化障碍

USA）中反应 30 min，以除去尿素，然后加入乙酸乙酯溶解的内标液和根据肌酐值计算得到的纯水量，总体积为 2ml，再依次加入 500 μl
5% 的盐酸羟胺溶液（Sigma, USA）和 400 μl 的 2. 5 mol /L 的氢氧化钠溶液（高效液相色谱级纯度）混匀室温放置 1h 以肟化酮酸，

6 先天性食管裂孔疝
21 天
			

加入 350 μl 6 mol /L 的盐酸溶液（高效液相色谱级纯度）以终止反应和除去过量的氢氧化钠，加入 6ml 乙酸乙酯（质谱级纯度，Fisher,

7

婴儿肝炎综合症

2 月 17 天

C0 ↓ 6.94

／		

C16 ↓ 0.36

／		

C0 ↑↑ 119.54

ALT,AST,ALP, LDH,TBIL ↑		

肉碱吸收障碍
肉碱棕榈酰转移酶缺乏Ⅰ型

USA）混匀后 3000 g 离心 5min，吸取有机相至另一试管中，重复一次，合并萃取后的有机相，加入无水硫酸钠（Sigma, USA）除去残
留的水分，离心后把上清液转移出来，在 60℃恒温条件下氮气吹干（Perkin Elmer, USA），加入 100μl BSTFA+10%TMCS 硅烷化试

有机酸异常

剂（Sigma, USA），在 80℃时恒温衍生 30 min，冷却之后取样进行 GC/MS 检测。
1.2.2 仪器及试剂：患儿干血斑标本检测用进样器为美国 Waters 2659 自动进样器，串联质谱仪为 Waters Quattro Premier，采用超

8 新生儿惊厥
4天
			

C3 ↑ 13.63

PH ↓ , CA ↓ \

甲基丙二酸及

提示甲基丙

C3/C2 ↑ 0.79

GLU ↓ ,KET ↑

甲基枸橼酸增高

二酸血症可

C5 OH ↑ 0.89

PH ↓ , KET ↑

高效液相质谱 - 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技术，多反应监测 (MRM) 扫描模式同时结合产物离子确证扫描。试剂使用美国 Perkin Elmer 非衍生
化筛查试剂盒，试剂盒原装高 / 低值质控品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尿液标本检测为日本岛律 GC/MS-QP2010 ultra 分析仪，试剂：内标、

			

无水硫酸钠，尿素酶和衍生化试剂 BSTFA+10%TMCS[N-O- 双（三甲硅基）三氟乙酰胺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正构烷烃（C8-C40，偶数）

9

遗传代谢性疾病待诊

3岁4天

C5：1 ↑ 0.25
AMON ↑
					

混合标准品采用德国 Dr.Ehrenstorfer；氢氧化钠和 36% 盐酸购自中国广州化学试剂厂。

3- 羟基丁酸、

2- 甲基 -3-

2- 甲基 -3- 羟基丁酸、

羟基丁酰辅酶

3- 羟基异戊酸↑

A 脱氢酶缺陷症

1.2.3 结果分析：应用质谱仪的 NeoBase 及 GCMS solution 数据处理软件，即可获得标本中代谢物的绝对浓度或代谢物与内标或几
种关联代谢物之间离子峰丰度之比。质谱仪获得的检测数据应结合患儿临床症状及其他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注：↑代表检测结果高于参考范围上限；↓代表检测结果低于参考范围下限。
CA：血钙；ALT：谷丙转氨酶；AST：谷草转氨酶；LDH：乳酸脱氢酶；ALP：碱性磷酸酶；TBIL：总胆红素；GLU：血糖；PH：PH

2. 结果

值，代表酸碱度；AMON：血氨；KET：酮体。

2.1 氨基酸代谢异常患儿检测结果：轻度甲硫氨酸升高 2 例，均为新生儿期发病，患者出现新生儿抽搐，低钙血症，难治性肺
炎及肝功能受损，血串联质谱检测发现甲硫氨酸增高。苯丙酮尿症 2 例，2 例苯丙酮尿症患者串联质谱检测结果均提示 PHE 及 PHE/TYR
显著增高，2 岁患儿已出现毛发稀疏，身材矮小，语言及智力发育滞后等典型表现，1 月患儿仅表现为毛发稀疏，喂养不好，尚未出现神经

3. 讨论

系统表现；亮氨酸显著增高 1 例，该患儿新生儿期即出现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及低血糖，血氨高于参考值范围，尿液常规显示酮体阳性，

遗传代谢病病种繁多，目前已发现 3000 余种，涉及氨基酸、

断阳性后即调整喂养方式，预后仍在追踪。另 1 例患儿 2 岁 8 月，

后者经尿液气相质谱检测诊断为枫糖尿病，经 BCKDHB 基因外显子检测，发现患者携带一个突变 c.2T>C(p.MIT) 和一个变异 c.410C>T(p.

有机酸、脂肪酸等多种物质代谢异常，尽管单一病种患病率较低，

临床表现以常见便秘，睡眠欠佳，溃疡性口腔炎，语言及行动发育

A137V)。结果见表 1。

但总体发病率较高 [6,7]。不进行干预的话，70% 以上遗传代谢病可

迟缓就诊，1 岁 7 月才能独走，不能独自上下楼梯。诊断阳性后更

2.2 酰基肉碱异常患儿检测结果：共有 2 例脂肪酸代谢异常，1 例初步诊断为先天性食管裂孔疝，该患者新生儿期发病，出现

导致肝脏肿大或肝功能不全、肾损伤、黄疸、皮肤异常、耳聋等症

换乏苯丙氨酸的特殊奶粉治疗，治疗效果尚在追踪。该患儿虽无抽

低血糖及惊厥，喂养困难，串联质谱检测显示 C0 明显降低，提示肉碱吸收障碍，给予患儿葡萄糖静脉输液后症状稍有缓解，1 例婴儿肝炎

状，80% 以上遗传代谢病可造成神经系统损害，可导致包括脑瘫、

蓄、癫痫等神经系统症状，但已有明显的行动迟缓、智能发育落后

综合症患者，入院时肝酶增高，出现肉眼可见黄疸，串联质谱检测显示 C0 明显升高，疑为肉碱棕榈酰转移酶缺乏Ⅰ型，结果见表 1。

2.3 有机酸代谢异常患儿检测结果：有机酸代谢异常患儿 2 例，1 例患儿出现新生儿惊厥，实验室检查发现患儿存在低钙血症，
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低血糖症及尿液酮体增高，串联质谱检测显示，C3 及 C3/C2 增高，尿液气相质谱检测提示甲基丙二酸及甲基枸

，

症状，如在新生儿期及时进行 PKU 筛查，极早诊断及治疗，或可

但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大部分患儿仍可以像正常儿童一样

防止上述症状发生。自 60 年代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以来，

生活，对这类疾病的预后意义重大 [11]。

随着工作的逐步推广，临床医生对该类疾病的认识逐步提高，尤其

智力低下等在内的一系列严重并发症，甚至引起昏迷或死亡

橼酸增高，提示甲基丙二酸血症，1 例 3 岁 + 患儿，表现行动迟缓，反应差，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血氨增高，尿酮体增高，怀疑遗传代谢病，

[8-10]

近年来随着生化分析技术的发展，酶学检测、气相质谱、高效

串联质谱结果显示 C5OH 及 C5：1 结果均增高，尿液气相质谱结果显示 3- 羟基丁酸、2- 甲基 -3- 羟基丁酸、3- 羟基异戊酸增高，提示 2-

液相质谱、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和串联质谱等方法广泛用于各种体

甲基 -3- 羟基丁酰辅酶 A 脱氢酶缺陷症，结果见表 3。

液内的酶类和氨基酸、有机酸、糖和酰基肉碱等代谢成分的分析，
使得人们对遗传代谢病的认识不断加深，诊断率明显上升 [12-14]。

病例

入院诊断

年龄

MS/MS 结果

其它异常结果

GC-MS 结果

疑似疾病

早产儿，极低体重

27 天

Met ↑ 48.86

CA ↓		

轻度甲硫氨酸增高

2

腹胀待诊，肺炎

26 天

Met ↑ 48.86

LDH ↑ ,ALP ↑		

轻度甲硫氨酸增高

3

苯丙酮尿症待诊

2岁8月

PHE ↑↑ 1412.33

			
4

苯丙酮尿症待诊

1 月 13 天

			

／		

PHR/TYR ↑↑ 25.			
PHE ↑↑ 1001.7

／

		

2- 羟基异戊酸、

					

2- 酮 - 异戊酸、

新生儿惊厥

23 天

Leu ↑↑ 1312.59

GLU ↓ PH ↓

2- 羟基 - 异葵酸、

					

2- 酮 -3- 甲基戊酸、

					

2- 酮 - 异己酸↑↑

24

PKU

PHR/TYR ↑ 3.85			

					

5

PKU

枫糖尿病

枫糖尿症（Maple Syrup Urine Diseas, MSUD）是常染色
体隐性遗传性疾病，首先由 Menkes 等发现，至少报道有 10 种类
型 [23]。各类型普遍都存在支链氨基酸降解酶的缺乏，并早期出现

酶缺失，导致新生儿无法正常利用体内的氨基酸，从而造成氨基酸

智能发育迟滞和其他神经症状 [24]。周兆群等报导 1 例 MUSD 患儿

及中间代谢产物堆积，进而对神经系统产生损伤的一大类疾病 [15-

临床表现有纳差、呕吐、呼吸浅促、循环障碍、肌张力低下、意识

16]

障碍、高氨血症、低血糖，严重代谢性酸中毒等。临床治疗以葡萄

。国内发病率约 1：11000，常见的氨基酸代谢性疾病约有 10

1

避免或减轻智能发育障碍等神经系统后遗症 [22]。

氨基酸代谢性疾病主要指在氨基酸代谢途径中，相应的酶或辅

表 3 串联质谱 / 气相质谱检测遗传代谢病可疑阳性患儿检测结果

氨基酸代谢异常

鉴别诊断意识逐步增强，使患儿能尽早得到明确诊断、正确治疗，

糖静脉滴注、用醋酸灌肠及口服乳果糖降低血氨，纠正酸碱失衡、

余种 [17]。
苯丙酮尿症（Phenylketonuria, PKU）作为发病率较高的氨

限制蛋白质摄入以及给予机械通气等其他对症治疗，采用 Vit B 治

基酸代谢性疾病，是由于苯丙氨酸代谢途径中酶缺陷所致的较为常

疗后未见效，患儿病情继续恶化而死亡 [25]。本研究中诊断的 1 例

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按照酶缺陷不同可分为苯丙氨酸羟化酶

MUSD 患儿生后 16h 即出现呕吐，为咖啡色样胃内容物，伴反应

。患者通常在 3-6 个

稍差，不伴发热、呛奶及腹泻，初步诊断为新生儿咽下综合征，予

月时出现症状，表现为智能发育落后，部分患儿随年龄增长发生癫

以洗胃、禁食，保暖、补液等支持治疗后，患儿现呕吐缓解。6 天

痫 [19]。王昕等研究报导 4 例 PKU 患者癫痫发作出现于婴儿期 -10

后患儿喉间痰响伴鼻阻，伴气促、发热，腹泻，后又出现抽搐，表

岁，临床表现不典型，均不伴本症常见的鼠尿味，但皮肤、毛发色

现为角弓反张、四肢强直、双手握拳等症状。血气分析结果显示患

（PAH）和 PAH 辅酶 BH4 缺乏两种类型

[18]

泽浅，癫痫发作为部分性或继发性全面性发作、痉挛发作

[20-21]

。

儿存在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酸中毒，结合其入院后出现反复抽

本研究中诊断的 2 例 PKU 患儿，1 例患儿年龄为 1 月 13 天，

搐，角弓反张，四肢强直等症状诊断为新生儿惊厥。之后 2 天又出

主要表现为喂养困难，患儿毛发稀少，尚未出现神经系统反应，诊

现面唇发绀、四肢青紫，呼吸浅慢，血氧饱和度降至 65%，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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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抢救治疗，予苯巴比妥、力月西、

断患儿表现有明显的抽搐行为，检测结果显示有明显的代谢性酸中

水合氯醛联合抗惊厥后，仍有频繁抽搐，头颅磁共振显示为婴儿型

毒，低血糖症，酮尿症，但未出现典型的高氨血症及肝脾肿大等症

海绵变性性脑病，视频脑电图：额、中央、枕、中颞区尖波多次发放，

状，具体纠正措施仍在追踪。研究报道，轻症、晚发性或所谓“良性”

考虑是否存在遗传代谢疾病。采集患儿足跟血，经串联质谱检测结

病例甲基丙二酸水平较低，而摄入丙酸和甲基丙二酸前体蛋白或氨

果显示：亮氨酸 3068.4umol/l，缬氨酸 472.09umol/l，提示枫糖

基酸会增加甲基丙二酸积聚，甚或引发酮症或酸中毒 [35]。

尿症；尿液气相质谱检测结果显示： 2- 羟基异戊酸、2- 酮 - 异

2- 甲基 3- 羟基丁酰辅酶 A 脱氢酶缺陷症是近年来新发现的

二、精准医疗在妇科肿瘤诊断中的应用
供稿 | 彭磊文 刘芳 刘婷
目前为止，在妇产科领域开展了很多关于疾病机制的分子生

目前已有多个 PARP 抑制剂进入临床试验。PARP 抑制剂除了可

物学研究和遗传学研究，其中以恶性肿瘤的机制研究最为多见，

以作为放化疗的增敏剂外，单独使用也能选择性杀伤 DNA 修复缺

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精准医疗的重点和首要目标。继

陷的肿瘤细胞，如 BRCA1 和 BRCA2 缺陷的卵巢癌细胞。因此，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之后，

PARP 抑制剂在卵巢癌的精准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前景。

戊酸、2- 羟基 - 异葵酸、2- 酮 -3- 甲基戊酸、2- 酮 - 异己酸增高，

一种罕见的异亮氨酸代谢障碍性疾病，其临床表现主要累及神经

诊断枫糖尿症。对患儿加用维生素 B1、B6 治疗，控制支链氨基酸

系统，包括从一个静止性脑病到神经退行性改变 [2]。自 2000 年

摄入对症处理，并加用左已拉西坦抗惊厥治疗 [26]；予呼吸机辅助

Zschocke 等首次发现报告此病以来，该病例在各地陆续被报道 [36]，

通气，给予凝血酶、凝血酶原复合物、新鲜冰冻血浆、去白红悬等

舒剑波等于 2013 年对国内首例患者及家系基因突变进行了分析

对症支持治疗；先后予邦达、美平抗感染、光疗、保心、金双歧、

[37]

胃酶合剂、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左已拉西坦控制惊厥；特殊配方

本文确诊 1 例患儿，年龄为 3 岁，出生情况良好，生长发育、运动

奶粉喂养 [27]。经上述治疗后患儿病情明显好转，1 月后出院。患儿

发育、语言发育、智力发育均正常，起病初期为呕吐、腹泻，3 天

出院后分别于 2 月、4 月、7 月来我院门诊复诊均无异常临床表现。

后患儿不明原因出现精神差、神萎，伴气促，以后症状加重，气促

从上述诊治过程分析，枫糖尿症患儿早期呕吐、腹泻、气促、发热

明显，精神萎靡，实验室检查有酸中毒，在外院诊断为脑炎、酸中

分析基因组检测的分子分型，明确个体恶性肿瘤的遗传学背

30 年来第一个有效的卵巢癌新的标志物”。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等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很容易误诊为新生儿败血症、新生儿惊厥、

毒进行治疗，但患儿病情未好转继而出现嗜睡、意识障碍，气促进

景，比如耐药基因的表达情况，以预测化疗敏感药物，指导下一

以特定的妇科肿瘤相关基因和标记物为靶标的精准治疗将极大的影

新生儿腹泻等常见病，待出现反复抽蓄、酸中毒、呼吸系统症状时，

一步加重，转入我院后多次查血气分析提示代谢性酸中毒，且难以

步的精准治疗，形成了新型医疗 -“TIDEST 模式”，既：找靶

响妇科肿瘤未来的诊断和治疗，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这种影响必
将更加深刻、更加深远。

病情急剧加重甚至危及生命

[28]

。所以，对于新生儿出现的反复呕吐、

。因该病较少见，且其临床表现复杂，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容易误诊。

2016 奥巴马在美国推行“精准医疗计划”（Precision Medicine

从血清学诊断来讲，人附睾分泌蛋白 4（human epididymis

Initiative），通过研究一系列个性化的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潜力分子，

proten 4，HE4）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卵巢癌标志物。大量研究发

将基因组数据与临床数据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医生和患者迅速地了

现 HE4 在上皮性卵巢癌的诊断、鉴别诊断、疗效监测、复发预警

解和利用这些数据。随后，“精准医疗”这一新概念受到全球医学

和预后评估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尤其联合 CA125 可以

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提高卵巢癌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被认为是继 CA125 之后“近

纠正，血氨明显增高，胸片显示双肺炎症，再进行两次连续性肾脏

点（Targeted）、 整 合（Integrated）、 以 数 据 为 基 础（Data-

腹泻，在对症治疗后仍不能纠正，如伴有代谢性酸中毒、抽蓄等症

替代治疗（CRRT）后，患儿代谢性酸中毒纠正，意识好转，气促

based）、循证为基础（Evidencebased）、系统医学（Systems

自从精准医疗的概念被提出后，一直被医学界广泛关注。尤

状时，应尽早进行遗传谢性疾病检测，避免造成大脑、神经系统及

缓解，但患儿仍存在意识模糊，吞咽功能差，不能竖颈，四肢肌力

Medicine）和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癌症精准医

其在肿瘤领域，从预防性筛查，到诊断性检测，再到精准治疗方

其它系统的进一步损伤 [24,28]。

及肌张力低。本病例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血串联质谱 3- 羟基异

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 BRCA 基因是精准医疗在临床应

案个体化治疗，精准医疗涉及到医学领域的方方面面。2017 年

用最广的例子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研究者首次在多个乳腺

美国 NCCN 诊疗指南明确提出检测 BRCA、PALB2、PTEN、

癌和卵巢癌家族中发现 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具有遗传易

RAD51D、RAD51C 等基因突变对家族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患

感性。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乳腺癌和卵巢癌

者治疗方案选择和预后评估有着重要价值。

有机酸代谢性疾病主要指蛋白质、脂肪或糖代谢在体内产生羧

戊酸肉碱（C5 OH）、异戊烯酰肉碱（C5:1）升高，送检尿液气

基酸及有机酸，由于相应的酶或辅酶缺失，新生儿无法正常代谢体

相质谱检查尿有机酸明显升高，3- 羟基丁酸、2- 甲基 -3- 羟基

内产生的羧基酸及有机酸，从而导致代谢性酸中毒，进而对新生儿

丁酸、3- 羟基异戊酸增高，甲基巴豆酰甘氨酸轻度增高，无 2- 甲

机体或神经系统产生损伤的一大类疾病 [29]。此类疾病约 10 余种，

基乙酰乙酸的异常排出，符合 2- 甲基 3- 羟基丁酰辅酶 A 脱氢酶

临床表现个体差异较大，临床表现复杂，症状均为非特异性，一些

缺陷症典型的尿代谢谱表现。从此病例诊疗过程分析病人很容易被

患者会出现呕吐、代谢性酸中毒、低血糖、昏迷等症状，可能在各

误诊为脑炎、肺炎等小儿常见病，而被忽略为遗传代谢性疾病 [37]。

个年龄段发病，如不能及时诊断、合理治疗，死亡率和神经系统致

另外，本病例在早期生长发育阶段均无异常表现，发病中有高血氨

残率较高 [30]。

和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

脂肪是人体内重要的能量来源之一，由于线粒体脂肪酸 β- 氧

我国每年有大量的遗传代谢病患儿出生，为社会和家庭带来了

中有相当数量的 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好莱坞影星安吉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院妇科肿瘤诊疗水平，在院领导和妇科临床

丽娜·朱莉相继进行预防性乳腺切除和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后，

科室的大力支持下，临床检验科正在积极搭建妇科肿瘤二代测序精

公众对于 BRCA1 和 BRCA2 突变格外关注。最近的基于一项德

准平台。至 2017 年 11 月，申报了 BRCA1 和 BRCA2 基因测序

裔犹太以色列人群的研究项目，从普通人群中发现确定 BRCA1 和

检测等新项目，已通过医院新项目伦理答辩，现进入仪器招标阶段。

BRCA2 突变携带者，他们认为无论是否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

我们相信通过全院积极努力，妇科肿瘤精准平台将在近期推向临床，

化（FAO）障碍，导致新生儿不能正常利用脂肪，在葡萄糖储备不

巨大的负担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也是出生缺陷（指婴儿出

史，都具有很高的风险，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显著地降低了卵

与我院现有的优良妇科肿瘤诊治资源结合，有力推动我院妇科肿瘤

足的情况下不能为脑组织提供能量，从而造成新生儿脑损伤的一大

生时就存在各种身体结构、智力或代谢方面的异常）的大国，每年

巢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队列研究显示，60 岁之前，BRCA1 突

诊疗和临床检验检测水平。目前，精准医疗在妇科疾病中的诊断应

类疾病，统称为脂肪酸氧化代谢性疾病。此类疾病常见 10 余种，

有 80 万至 120 万出生缺陷儿诞生，占全部出生人口的 4％到 6％，

变携带者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为 60%（±7%），BRCA2 突

用还不甚广泛，未来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更多的妇科

临床表现无特异性，表现多样化，主要表现为肝脏、心肌和肌肉功

其中遗传代谢病患儿达 40 万 -50 万（无文献支撑，若不行请考虑

变携带者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为 33%（±9%）；80 岁之前，

疾病诊断的基因靶点和生物标志物将被发现，临床检验科也将与临

能异常，出现低血糖、昏迷等症状 [31]。该类疾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

删除）。这不仅给孩子肉体带来极大的痛苦，也给家长带来沉重的

BRCA1 突变携带者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为 83%（±7%），

床科室共同携手，不断推进二代测序等精准医疗技术在临床的开展，

缺乏特异性症状和体征，易与窒息、感染、中毒等获得性疾病混淆，

精神折磨，更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故对遗传代谢病患儿的

BRCA2 突变携带者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为 76%（±13%）。

这将对我院临床疾病的个体化诊疗和预后评估产生深远的意义。

并随年龄、性别不同而有差异，全身各器官均可受累，且常在早期

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是挽救生命、避免或减少严重并发症及神经系

同时约有 56% 的携带者没有鉴定出他们有相关肿瘤高发的家族史。

侵犯神经系统，预后较差，故其诊断需结合病史、家族史、临床表

统损伤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开展系谱分析、遗传咨询或产前诊断所

现、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检测、组织学和影像学检查等综合分析 [32]。

必需。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筛查技术具有高灵敏性、高特异性、高

甲基丙二酸血症也称甲基丙二酸尿症，属于常染色体隐形遗传

选择性及快速检测等优点，可以通过一滴血同时检测 30 多种遗传

病，临床主要表现早期起病，严重的间歇性酮酸中毒，血和尿中甲

[38-39]

代谢性疾病，可以作为更优质更有效的筛查方法。

基丙二酸增多，常伴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33]。由于甲基丙二酰辅酶
A 变位酶（维生素 B12 无反应型）或辅酶腺苷钴铵缺乏（维生素
B12 反应型），使 L- 甲基丙二酸不能转变为琥珀酸而在血中蓄积
所致。常见嗜睡、生长发育不良、反复发作性呕吐、脱水、呼吸窘
迫和肌张力低下。部分有智能落后、肝大和昏迷 [34-35]。本研究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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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家族史乳腺癌、卵巢癌的患者也推荐进行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变筛查，以寻求靶向治疗的可能。当 BRCA 基因
发生突变时，聚腺苷酸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转移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主要参与 DNA 修复和转录调控，
在细胞存活和死亡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也是肿瘤发展和炎症发生过
程中的主要转录因子。抑制其活性能够增强放疗和 DNA 损伤类化
疗药物的效果。新近的研究提示，阿斯利康（AstraZeneca）公司
开发的 PARP 抑制剂 olaparib 可能对 BRCA 突变的卵巢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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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风采
二、我不曾见过你，只见过你的名字

一、检验科服务之星—李丹
供稿 | 郭婵娟

李丹是检验科样本处理组一名普通的采血技术人员。2014 年

供稿 | 竺婷婷

我不曾见过你
只见过你的名字
那时
夜色已笼罩着整个大地
喧闹的人群
却还不曾离去
看着你的名字
我明白
你来了
可你怎么就来了呢

7 月进入本科室工作。自参加工作以来，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在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乐观积极地面
对，不畏艰繁，锐意进取。工作之余她更是有效地利用每分每秒，
刻苦钻研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竭尽所能地减轻
病患的疼痛，无私奉献，从不计较得失，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本院的病人以妇女儿童为主，就医人群比较特殊，并且每天的
病人流动量很大，急重症患者也很多。检验科 24 小时为急诊采血
提供服务。一天，检验科样本处理组接到一个急诊妇产科打来的电
话通知：120 救护车正在往我们医院转送一位大出血的病人，一路
上出血不止病情很危急，到本院后需立即手术，检验科采血人员需
马上到妇产科诊断室等候采集该病人的血液标本作术前准备，为临

我不曾见过你
只见过你的血液
透过清冷的灯光
模糊的玻璃
我仿佛听到
你母亲哽咽的悲鸣
混杂着你紧咬唇角的啜泣

床提供检测依据。那天正好是李丹老师负责急诊标本的采集。在接
到通知后，她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认真填写好记录，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急诊妇产科诊断室待命。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载有病人的救护
车终于到达了急诊妇产科诊断室门前。病人很快被推进妇产科诊断
室抢救，在岗医生及时地为患者诊治，处理。在他们下好检测医嘱
后，李丹立即冲上前去，为患者采血。由于病人出血量太大，血压
很低，四肢冰凉，血管不充盈很不好找。她沉着冷静、认真仔细地
为患者查找血管，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娴熟的技术一次性穿刺
成功获得了足够检测的血液标本，在场的所有医护工作人员都赞叹
她的采血技术一流精湛。而后她亲自将患者标本以绿色通道的方式

图 40-1 常常在微笑中工作的李丹老师

送回检验科、分送到各专业组，并在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返回给临床医生。最终，在医护人
员的全力救治下，该患者得到成功救治。
这次的抢救一例仅仅是李丹工作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在我们样本处理组的每个岗位上，
无论是门诊窗口、病房采血、还是标本确认分送、人工服务台等地方，只要是她在岗的时候
都是一片片赞扬声，都是她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身影。她是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学习的楷模，
也是我们检验科为患者无私奉献的最好代表，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诠释着“白衣天使的”至高
含义。 “微笑服务”是她工作的理念，为每一位患者送上最温馨的采血过程是她的宗旨，我
们的耳边也总是有关于她的感人事迹。她团结同事，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热心；遵守医院

我将刻着你名字的血液
握在我温暖的手里
小心的放进我的仪器
我想以这样的方式
守护着你
隔着薄薄的报告单
和几个楼层的距离
我似乎能看到
你苍白的嘴唇
裹着你越来越急促的呼吸

的各项条规，从不迟到早退，总是默默地加班，任劳任怨……。被评为 2016 年度的“服务之星”
是对她工作的肯定。我们将以她为榜样，耐心热情地对待每一位病人，用我们的微笑温暖到
检验科来采血的每一位患者，用实际行动把我们这一支全国独特的采血队伍打造得更有特色、
更有影响力！
图 40-2 生活中活泼开朗的李丹老师

28

每次见到你的名字
低悬的心再次被高高挂起
时而皱眉
时而叹气

我能想象
你小小的胳膊
被扎成了马蜂窝
我不知道
你堆积木的小手臂
还能不能抬起

注：这不是我最初创作的文字，最初的文字很少，却是一
个完整的故事，完整的故事太悲伤，不适合放在在这个平台。
而我多么希望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害怕突然与你联系
带给你不愿听到的消息
怕你疼痛的记忆
因我电话的响起
翻滚绞痛着不平息
怕你紧锁的眉头
越来越清晰
怕你母亲恳切的眼神
而我却无能为力
看着我手中鲜红色的液体
想象着它即将远行
在你的骨髓里悄悄的萌育
在你的血管里奔腾不息
在你的身体里欢乐撞击
我感觉再一次
听到了你平稳的呼吸
看见了你眼里的孩子气
我还是不曾见过你
只见过你的名字
但此刻
我多想见到生龙活虎的你
在滨河畔
或在林荫边
在任何一个地方
花开四季

图 41 爱好诗词的竺婷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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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原菌临床标本来源

头霉素类头孢替坦 1.3％、头孢西丁 6.9％；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及

痰 及 呼 吸 道 标 本 625 株， 占 46.8 ％（ 其 中 肺 炎 支 原 体 阳

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17.5％及 16.3％，复方磺胺耐药率为

性 129 例）； 全 血 73 株， 占 5.5 ％； 生 殖 道 标 本 256 株， 占
19.2％；脓 47 株，占 3.5％；尿液 51 株，占 3.8％；脑脊液、胸

4.4 肺炎链球菌（59 株）：根据标本来源，分别按照脑脊液

腹水 18 株，占 1.3％；创面分泌物 17 株，占 1.5％；大便 21 株，

及非脑脊液折点判读，2017 年第 2 季度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不

占 1.6％；其它种类标本 227 株，占 17.0％。

敏感率为 5.1％；头孢噻肟的耐药率 1.7％；万古霉素、奎奴普丁
/ 达福普汀的耐药率为 0.0％；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4. 主要分离菌耐药率：
4.1 流 感 嗜 血 菌（245 株）： 第 2 季 度 分 离 的 流 感 嗜 血 菌
62.3％ β 内酰胺酶阳性；氨苄西林耐药率为 70.6%；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利福平、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分别为 0.4％、0.4％、0.4％；

2017 年第二季度（4-6 月）
主要分离菌耐药率通报

对头孢克洛、头孢呋辛、头孢硫咪的耐药率分别为 28.9％、26.0％
和 37.9％；复方磺胺耐药率为 90.6％；氯霉素耐药率为 2.6％；
四环素耐药率为 1.3％。
4.2 金黄色葡萄球菌（103 株）： 青霉素耐药率 92.2％；苯
供稿 | 周伟 旷凌寒

唑西林耐药率（MRSA）为 29.4%；红霉素耐药率 61.2％；克林
霉素耐药率 58.3％；复方磺胺耐药率 25.2％；、莫西沙星、左氧

为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现将 2017 年第二季度（4-6 月）医院全院主要病原菌分离率和耐药率通报如下：

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3.9％、3.9％；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加
环素无耐药。

1 细菌分离情况：

33.8％。

4.3 大 肠 埃 希 氏 菌（80 株 ）： 大 肠 埃 希 菌 产 ESBL 率

2017 年 4-6 月，共分离病原菌 1335 株，其中专性厌氧菌 98 株，占 7.3％；需氧革兰阴性杆菌 562 株，占 42.1%；需氧革兰阳性球

37.1%；对碳青酶烯类药物（亚胺培南、厄它培南、美罗培南）耐

菌 320 株，占 24.0%；酵母样菌 151 株，占 11.3％；其它菌（解脲脲原体 / 肺炎支原体）204 株，占 15.3%。与上一季度相比，构成比

药率 0.0%；阿米卡星 0.0％、呋喃妥因 0.0%；哌拉西林 / 他唑巴

变化不大。分离率前十位的细菌 / 真菌分别是：流感嗜血菌 248 株（18.6％）；金黄色葡萄球菌 109 株（8.2％）；白色假丝酵母菌 94 株

坦 3.8％；头孢哌酮 / 舒巴坦 2.7％；氨苄西林 / 舒巴坦 45.6％；

（7.0％）；大肠埃希菌 87 株（6.5％）；肺炎链球菌 60 株（4.5％）；光滑念珠菌 48 株（3.6％）；阴道加德纳菌 39 株（2.9%）；肺

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头孢曲松 40.0％、头孢他

炎克雷伯菌 36 株（2.7％）；铜绿假单胞菌 35 株（2.6％）；屎肠球菌 31 株（2.3%）。

啶 19.0％、头孢吡肟 11.3％；单酰胺类氨曲南耐药率为 21.3％；

96.7％、94.9％；复方磺胺 59.3％；四环素 32.2％；氯霉素 1.7％；
左氧氟沙星 0.0％。
4.5 肺 炎 克 雷 伯 菌（36 株）： 肺 炎 克 雷 伯 菌 产 ESBL 率
60.0%；对碳青酶烯类药物（亚胺培南、厄它培南、美罗培南）耐
药率分别为 5.6%、9.1%、5.6%；阿米卡星 0.0％、呋喃妥因 8.3%；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22.2％；头孢哌酮 / 舒巴坦 34.3％；氨苄西
林 / 舒巴坦 61.8％；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头孢曲
松 66.7％、头孢他啶 41.2％、头孢吡肟 22.2％；单酰胺类氨曲南
耐药率为 52.8％；头霉素类头孢替坦 5.9％、头孢西丁 14.7％；
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及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8.3％及 5.6％，复
方磺胺耐药率为 30.6％。
4.6 铜绿假单胞菌（35 株）：对碳青酶烯类药物（亚胺培
南、美罗培南）耐药率分别为 20.0%、20.0%；阿米卡星、庆大
霉素及妥布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0.0%、5.7%、5.7%；呋喃妥因
100.0%；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8.6％；头孢哌酮 / 舒巴坦 6.7％；
氨苄西林 / 舒巴坦 100.0％；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头孢曲松 100.0％、头孢他啶 2.9％、头孢吡肟 2.9％；单酰胺类
氨曲南耐药率为 22.9％；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及左氧氟沙星耐药率
均为 0.0％，复方磺胺耐药率为 100.0％。

2 主要病区前五位病原菌分布：
病区 \ 病原菌

1

2

3

4

5

妇科
（32 株）

大肠埃希菌
（10 株）

表皮葡萄球菌
（4 株）

粪肠球菌
（4 株）

阴道加德纳菌
（3 株）

厌氧消化链球菌
（2 株）

产科
（220 株）

解脲脲原体
（47 株）

大肠埃希菌
（30 株）

阴道加德纳菌
（21 株）

粪肠球菌
（18 株）

疮疱丙酸杆菌
（17 株）

新生儿科
（81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2 株）

大肠埃希菌
（11 株）

肺炎克雷伯菌
（10 株）

表皮葡萄球菌
（9 株）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4 株）
屎肠球菌（4 株）

心血管
（58 株）

流感嗜血菌
（31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2 株）

肺炎链球菌
（7 株）

肺炎克雷伯菌
（4 株）

大肠埃希菌
（1 株）

轮转了检验科临床生化、血液、微生物、免疫、

普儿一
（30 株）

流感嗜血菌
（9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株）

肺炎链球菌
（4 株）

肺炎克雷伯菌
（3 株）

屎肠球菌
（2 株）

主要负责急诊和体液检验相关的质量管理，报告

普儿二
（106 株）

流感嗜血杆菌
（47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0 株）

白色假丝酵母
（9 株）

肺炎链球菌
（8 株）

屎肠球菌
（7 株）

儿科 ICU
（103 株）

流感嗜血菌
（25 株）

肺炎链球菌
（14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3 株）

铜绿假单胞菌
（11 株）

鲍曼不动杆菌
（8 株）

急诊儿科
（225 株）

流感嗜血菌
（110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34 株）

肺炎链球菌
（23 株）

大肠埃希菌
（12 株）

沙门菌属
（10 株）

于凡 老师
于凡，检验科急诊组组长，临床检验诊断学
硕士，主管技师。2001 年进入我院检验科工作，

30

血库等亚专业，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在科内

审核及临床沟通工作，对于相关亚专业结果解读
以及临床问题分析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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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凝血成分的量和功能在孕期都有明显改变：大多数凝血
因子的浓度在孕期升高，如纤维蛋白原（Ⅰ因子）、转变加速因子

输血
园地

（Ⅶ因子）、抗血友病因子（Ⅷ因子）等；同时纤维蛋白溶解酶原（纤
溶酶原）的浓度也显著升高；血小板数量不变或略有减少；凝血功
能与纤维蛋白溶解（纤溶）功能都处于相对活跃状态。
虽然妊娠期的血容量增加、心输出量增加 40%，每搏量增加
18%，心率增加 17%，但全身的外周血管阻力下降 20%，得以将
血压维持在正常水平。
分娩期，每一次宫缩导致 300 ～ 500ml 的血液由子宫进入母
体的血液循环。宫缩导致的血容量增加对心脏的射血功能、外周血
管阻力、毛细血管通透性以及体液的分布等都可能产生影响。分娩
期心脏的每搏量增加 25%，通常是由于心室舒张末期压力和容积

产科补液与输血

图 43 循环系统功能判断的顺序问题

增加而收缩末期压力和容积不变。宫缩导致的循环血容量增加理论
供稿 | 陈剑（摘自《难产》第十三章第一节，刘兴会主编，作者：李华凤 , 刘进 ）

上可能增加心室的舒张末期压力和容积，进而增加每搏量和心输出

通常血容量、外周血管阻力以及心脏功能这三个因素互相影响，

量，但也可能使部分妊娠妇女（如合并心脏病）心脏功能失代偿，

如失血性休克时，循环容量减少，血管阻力和心脏功能早期均代偿

进而发生每搏量降低，临床表现为心衰后的血压下降、心率增快等。

性增加，失代偿时则降低。因此，在治疗时，必须及时有效地纠正

循环血容量增加导致毛细血管内的静水压增加，毛细血管内液体向

主要病因，同时兼顾次要原因的治疗。最重要的是，在治疗过程中，

妊娠与分娩期妇女的血液及循环系统生理特点有别于成年未妊

的灌注。血容量的增加通常与胎儿的大小成正相关，双胎妊娠的血

组织间隙的转移增加，一方面可以维持相对正常的循环血容量和循

需要频繁地按图 13-1-2 的顺序，对循环功能的各个因素进行动态

娠妇女，而且可能发生明显的波动。妊娠与分娩期液体治疗的目标

容量增加更多。妊娠期的容量增加不仅可满足胎儿的生长发育、母

环功能，另一方面可能增加组织水肿的风险，因此临床上可观察到

判断。如治疗失血性休克时，主要的治疗措施是输液输血纠正容量

是：维持正常的循环血容量、心输出量和外周阻力，使各系统器官

体与胎儿的代谢需要，也为分娩期的出血储备血容量。血液成分比

待产妇女口咽部水肿及气管插管的暴露难度随着产程进展而增加；

不足，必要时需要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维持正常的外周血管阻力和

的灌注正常和氧供正常，从而维持正常的机体内环境，进而为子宫、

例在妊娠期也发生了改变，即不同血液成分的容量增加比例并不完

妊娠合并心脏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患者可能发生严重肺水肿。

血管腔容积，同时频繁地判断心脏功能、循环血容量、外周血管阻

凝血及其他器官的功能正常提供前提条件。这些目标指导下的输血

全相同。

输液治疗原则是：首先纠正循环血容量异常并维持血压，然后纠正
血红蛋白浓度的异常，然后纠正凝血功能及水电解质的异常，最后
纠正各系统器官功能异常。产后出血通常为子宫正常出血演变而来
的、急性快速的异常出血，循环系统血液容量可能急剧减少而血液

到 16 周时恢复到孕前水平，到足月孕时可比孕前高 30%。
（2）血液中的血浆总容量在孕早期增加近 10%，孕中期增加

表 13-1-1 足月妊娠相对于非妊娠的血液成分变化
参数

常、器官组织灌注状态、内环境和凝血功能是否正常。输血治疗应

同时结合生命体征及实验室检测结果调整输血治疗策略，实现输血
输液治疗目标。

机体内环境的正常稳定。血液系统具有三个主要部分：血液、血管、
心脏。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有赖于：正常的血液容量及成分比例、

系统的血液容量、血液成分比例、血管张力、心脏功能等发生了较
大的改变，以适应胎儿生长发育及分娩的需要。

1. 妊娠期与分娩期的血液容量及血液成分的改变
妊娠妇女的血液容量自妊娠 6 周开始增多，到孕 34 周时，血容量
达到高峰，然后维持到分娩。在妊娠末期，血容量较未孕期增加
30% ～ 40%（1000 ～ 1500ml），其中大部分用于子宫及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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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正常的机体内环境，进而为子宫、凝血及其他器官的功能正常
提供前提条件。这些目标指导下的输血输液治疗原则应该是：首先
纠正循环血容量异常，然后纠正血红蛋白浓度的异常，然后纠正凝
血功能及水电解质的异常，最后纠正各系统器官功能异常。

+45%

剖宫产围术期的液体管理与自然分娩略有不同：①通常择期剖

+30%

宫产术前需要禁饮禁食（术前禁食 6 ～ 8 小时，术前禁食后至术前

+55%

2 小时期间可喝无渣透明的清亮液体，术前 2 小时禁饮），因此可
能存在容量不足。② 无论全身麻醉或椎管内麻醉，都会导致外周血

（3）血浆蛋白浓度从孕初期即开始下降 10% 左右，然后维

管阻力的改变。剖宫产时椎管内麻醉使用的麻醉药物浓度、剂量、

持这个水平直到孕晚期；其中血浆白蛋白浓度从孕前的 45g/L 逐

速度都不同于分娩镇痛，对循环的影响更明显。③胎儿娩出后，回

渐下降到足月孕的 33g/L；球蛋白在孕早期下降 10%，之后的整

心血量增加对母体循环功能的影响与自然分娩也有不同，可能缺乏

个孕期呈上升趋势，晚孕时较孕前增加 10%；白球比从孕前 1.4

上文所述的宫缩导致的容量再分布和循环系统的适应性变化。④子

逐渐降到晚孕的 0.9；妊娠期间的胶体渗透压减少 5mmHg；孕

宫收缩药物的使用种类和剂量不同，对心血管的影响不同。⑤出血

早期血浆胆碱酯酶浓度下降约 25%，并保持此水平至晚孕期（表

的速度和出血的量不同。

13-1-2）。

以上因素对孕产妇循环系统的综合作用，可能导致临床难以准

表 13-1-2 妊娠期间血浆蛋白值或变化百分比

正常的血管张力或血管腔容积、正常的心脏结构和功能。
妊娠期由于胎儿发育、代谢增高以及内分泌改变等原因，循环

能正常。

心输出量和外周阻力，使各系统器官的灌注正常和氧供正常，从而

三、剖宫产围术期的液体管理

血浆容量

冷沉淀的指征分别为：20%、40%、80%、150% 的血容量丢失，

组织细胞代谢产物运送到具有排泄功能的器官排出体外，从而实现

变化程度

红细胞容积

输血治疗以达到合理用血。输注红细胞、新鲜冰冻血浆、血小板、

物质、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等运送到身体各组织细胞，又将身体各

氧含量的血液灌注到各个器官，维持机体内环境及各系统器官的功

妊娠与分娩期液体治疗的目标依然是：维持正常的循环血容量、

血容量

以临床观察到的出血量为首要依据，以便进行及时、有效、安全的

运载及交换系统，它将呼吸器官得到的氧气、消化器官获取的营养

正常的循环系统是血液流动的相对封闭的动态脉管系统（图
应性协调改变维持循环系统的功能：通过正常的心输出量，将正常

血量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患者体内的循环血液的容量及成分是否正

血液循环系统由血液及血液所在的管道组成，是机体内的动态

二、妊娠与分娩期的液体治疗原则
42）；在妊娠及分娩期，血容量、心脏功能、血管腔容积以动态适

约 25%，孕晚期增加 55%（表 13-1-1）。

成分的浓度改变却不明显，因此，对产后出血的诊断应该在重视出

一、妊娠与分娩期的血液循环生理改变

力的状态及变化趋势。

（1）血液中的红细胞总容量在怀孕的最初 8 周内减少到最低，

血浆蛋白

非妊娠

早期妊娠

中期妊娠

晚期妊娠

白蛋白 (g/L)

45

39

36

33

球蛋白 (g/L)

33

30

33

37

总蛋白 (g/L)

78

69

69

70

白/球

1.4

1.3

1.1

1.0

胶体渗透压 (mmHg) 27
血浆胆碱酯酶

-

25

23

22

-25%

-25%

-25%

图 42 循环系统的结构及功能示意图

确判断和治疗延误。而剖宫产围术期的液体治疗又可能影响剖宫产
术中和术后诸多并发症发生，包括术中的低血压、心律失常、恶心

液体的治疗基于对患者的循环功能判断（图 43）。当循环功
能不足导致器官灌注不足时，首先需要判断心输出量是否减少？其

呕吐、出血，以及术后的伤口感染、胃肠功能恢复延迟、深静脉血
栓等。

次判断心输出量减少的原因是心脏充盈不足还是过度充盈？然后再

剖宫产的麻醉选择在世界范围内以椎管内麻醉为首选。而椎管

判断心脏充盈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血容量不足还是外周血管阻力过低

内麻醉下剖宫产最常见的并发症为低血压。较多的学者对剖宫产术

引起的血管腔容积增加？心脏过度充盈的主要原因是循环血容量过

中低血压的防治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椎管内麻醉下仰卧位低血压。

多还是心脏的收缩功能下降？

这些研究关注的问题包括：
2017 年 第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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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输液增加血容量，或者使用升压药物防治低血压？

产后出血的速度或产后出血量。当产后出血的速度达到 150ml/min

2. 输注晶体液，或者人工胶体增加血容量？

以上，或者 3 小时内失血量超过全身血容量的 50%，即可诊断严

3. 麻醉前充分输液，或者麻醉同时充分输液？

重产后出血。因此，严重产后出血是一种急性的失血状态，通常需

应该及早建立体温监测和有创血压监测，必要时通过更准确的方式

的功能，将很快失代偿，甚至死亡。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输液输血

4. 升压药物选择只有 α 受体兴奋作用的去氧肾上腺素，或者

要紧急的输血和输液治疗，以维持循环系统的正常容量和功能，进

监测尿量以判断肾脏灌注状态。体温与末梢循环密切相关，是影响

治疗，患者也会发生相似的不良后果，见图 13-1-4。

而维持产妇生命、促进各系统的生理功能趋于正常，包括子宫收缩

产后出血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有创动脉置管比中心静脉置管更重

理论上，输注新鲜全血更有利于在补充循环容量的同时维持血

功能及凝血功能正常，从而实现异常出血逆转为正常出血；另一方

要，因为中心静脉穿刺置管的并发症更多，且中心静脉属于容量血

液功能成分的比例，避免发生稀释性凝血障碍。但是现有的血液保

面，为产科医师的手术治疗提供前提条件。

管，管壁顺应性非常好，循环容量的改变主要表现为静脉血管形态

存技术限制了新鲜全血的使用，全血中的白细胞和血小板是导致输

（二）严重产科出血的判断与评估具有模糊性

的改变，而不是压力的改变。中心静脉作为快速输液通道也可由 2

血不良反应的重要原因，因此全血输注已逐渐被成分输血替代。而

用。在绝大多数产科出血量正常的孕产妇，禁食 6 ～ 8 小时和禁饮

正常的循环系统是供血液流动的相对封闭的脉管系统；发生出

个外周 16 号静脉留置针代替。动脉置管不仅可用于监测血压，而

成分血输注不恰当，大量出血与输血可能导致由低温、酸中毒和凝

2 小时导致的血容量有所减少，但不足以引起血容量的严重不足和

血时，该封闭系统转变为开放系统；因出血而接受治疗时转变为复

且可在治疗过程中采集血液标本供血常规、血气及凝血功能等指标

血障碍形成的死亡三角，如图 45 所示。

血压下降。因此，在治疗时应该兼顾容量的补充和外周血管阻力的

杂的动态开放系统（图 44）。

检测。

选择同时具有 α 和 β 受体兴奋作用的麻黄碱？
剖宫产术中低血压的主要原因包括：①麻醉后的交感神经阻滞
和外周血管扩张；②子宫压迫下腔静脉使回心血量减少；③回心血
量短时间大量增加；④子宫收缩药物对容量、心脏和外周血管的作

正常维持：

临床表现与循环系统欠缺量或者出血量的相关性均比较低。
当产妇发生或可能发生异常出血时，在建立快速输液通道同时，

成分血输注导致死亡三角。产科出血患者通常具有出血量大且出血
速度迅速的特点，如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输液输血治疗循环系统

2. 成分血输注的时机指征 二十、四十、八十百分比原则。血

诊断与治疗产科出血的重要目标是维持循环系统的容量与功能

液系统的主要功能成分包括：运输氧气的红细胞、促进止血的凝血

（1）以乳酸林格液补充生理性血容量，手术期间的容量输注

正常，而保障机体的血供与氧供是循环系统的首要功能。呼气末二

因子、血小板以及纤维蛋白原。对严重产后出血患者实施输血与输

大约 10ml/kg。除非孕产妇因血糖管理需要，可以选择含糖液体。

氧化碳浓度可反映肺的灌注状态，尿量可作为肾脏灌注状态的重要

液治疗的具体目标是：在维持心脏射血功能的基础上，维持正常的

疼痛、手术、麻醉、分娩应激通常使患者的血糖增高，输注含糖液

指标，两者均可间接反映内脏器官的血液灌注状态。另外，反映机

体内循环容量、足够的血红蛋白浓度、正常的内环境以及正常的止

体可能使孕产妇的血糖过度升高，影响循环波动时的脑功能和术后

体氧供和氧耗平衡状态的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Sv(—)O2）可能

血与凝血功能。

伤口愈合。人工胶体虽然增加了容量补充的速度，但也存在血液稀

成为出血严重程度与治疗效果判断的重要指标（图 13-1-1）。有

目前，各个学术机构发布输血指南中输血指征都是以血液成分

释、凝血功能障碍、出血增加等风险。

学者建议将 Sv(—)O2 ＞ 70% 作为输注红细胞的目标，但是，在

的浓度检测结果为依据，通常适用于血容量正常的患者，而对血容

（2）减少或避免子宫对下腔静脉的压迫。应根据孕产妇的习

临床应用中，如果 Sv(—)O2 不达标，除了考虑循环容量不足、贫血，

量迅速大量减少的紧急失血患者具有局限性。输血指南的主要内容

惯性体位调节子宫的位置，避免下腔血管的解剖位置差异导致的防

还应该考虑影响 Sv(—)O2 的其他诸多因素，比如代谢与氧耗状态、

包括：

治无效。

心脏功能以及影响心脏功能的其他因素。

（1）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低于 69g ／ dl 时，特别是当急

（3）使用升压药物预防和治疗低血压。可选择去氧肾上腺素、

对产科出血患者，维持凝血功能正常也是防治循环系统功能恶

麻黄碱或甲氧明等升压药物，需要使用合适的剂量和速度以减少副

化的重要内容。对于血管损伤为主要原因的大多数外科出血，可通

通常是不必要输注红血细胞。当有预期的失血时，这些结论可以被

作用。虽然有文献认为在剖宫产时使用麻黄碱防治仰卧位低血压可

过手术结扎血管实现止血，对于产科出血，出血虽然局限在子宫生

改变。

图 44 封闭的循环系统因出血与治疗而变成复杂的动态开放系统

性贫血时，一般应给予红细胞输注；当血红蛋白浓度＞ 10g ／ dl 时，

能使新生儿的血 pH 值更低，但是，新生儿的血 pH 值正常值不能

殖道，但出血部位弥散，且产科医师与患者都愿意期待凝血功能与

等同于成人，而且目前尚不清楚略微降低的血 pH 的临床意义。

严重的产后出血是一种急性的失血状态，急性失血的主要表现

子宫收缩功能恢复后的生理止血。即使产科医师最终决定手术止血，

APTT 延长 2 倍以上时，用来纠正微血管过量出血 ( 即凝血障碍 )；

是循环系统的血容量减少，而慢性失血的主要表现是血红蛋白浓度

也有赖于相对正常的凝血功能。因此，实验室对血常规、凝血功能、

②当不能及时检查凝血功能时，用来纠正因大量输液超过 1 个全身

下降。由于目前尚缺乏准确测量循环系统内血容量的方法，因此在

DIC 全套以及纤维蛋白原浓度的检测，可能作为判断产后出血以及

血容量 (70ml ／ kg) 所致的凝血因子的相对减少和过量微血管出血，

急性失血时，常常以出血量代替循环系统的欠缺容量。因此，将出

治疗效果的重要依据。

不主张纯粹为增加血浆容量或白蛋白而输注 FFP；③紧急逆转华

（4）鼓励术后早期口服维持容量正常。早期口服补液更有利
于维持正常的血液容量，也有利于促进胃肠道功能的恢复。

四、产科出血的输血治疗

血量作为产后出血的诊断指标似乎更合理。

总之，临床对产后出血的诊断应该在重视出血量的基础上，更

（2）新鲜冰冻血浆（FFP）：① PT 延长 1.5 倍、INR ＞ 2.0、

法林；④纠正某种凝血因子的不足；⑤拮抗肝素抵抗 ( 抗凝血酶Ⅲ

（一）严重产科出血是由正常产后出血异常进展
而发生

然而，出血量也是一个难以准确测量的指标，严重产后出血的

多关注患者体内的循环功能状态，特别强调根据机体的组织灌注状

判断因此而模糊。目前出血量的测定方法包括敷料称重法、专用接

态、氧供需平衡和凝血功能的动态变化，对病情的发展和治疗效果

妊娠妇女经阴道或剖宫产娩出胎儿后，胎盘与子宫剥离，子

血器的容积测量法以及敷料浸湿的面积计算法等，都只能对出血的

作出判断。

宫内膜开放的血窦即发生出血。由于妊娠期孕妇的血液容量增加

容量进行粗略估计，而且估算的结果通常还受到羊水量的影响。另

（三）严重产后出血的输血与输液管理

50×109 ／ L，则通常考虑需要输血小板。阴道分娩或经阴道手术

30% ～ 50%，为产后的子宫出血储备了一定容量。产后子宫的出

外，即使估算了出血的容量，流失到体外的血液中的功能成分浓度

1. 全血与成分血输注的选择 成分血更容易获得，但是应避免

失血有限，可用于计数低于 50×109 ／ L 的患者。

血量取决于子宫的收缩功能及凝血功能状态，另外也与妊娠和分娩

并不确定，以红细胞比容为例，失血早期的红细胞比容较高，随着

期循环容量的增加量相关。

机体的代偿以及输液治疗，失血后期的红细胞比容可能逐渐降低。

正常情况下，产后子宫间断缩复式收缩，子宫肌壁间的动静脉
血管因此钳闭，不仅使出血暂时中止，而且促进凝血物质在血窦开
放处凝结；缩复式子宫收缩同时使宫腔内的血液、蜕膜及胎盘排出

（3）血小板：正常血小板功能的外科或产科患者，如果血
小板计数＞ 100×109 ／ L，则很少需要输血小板；当计数低于

虽然出血量难以准确测量，但是在找到更准确的指标之前，依然需
要根据出血量对产后出血进行及时的诊断，并指导治疗。
临床上也常常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判断产妇的失血状

宫腔，避免子宫持续膨胀而发生肌壁间血管难以闭合。子宫舒张期，

态，包括神经系统表现、心率、血压以及休克指数等。对于非妊娠

血窦内的静水压促使血液自开放处流入宫腔，而开放局部凝血物质

患者，出血量与循环系统内的欠缺量相近，临床症状和体征与循环

的凝结是阻止出血的重要因素。正常的产后出血通常在经阴道产后

系统的欠缺量也密切相关。然而，产科患者由于妊娠期的血液容量

24 小时内＜ 500ml，剖宫产后 24 小时＜ 1000ml，否则即为异常

增加约 30% ～ 50%，娩胎后子宫收缩发生自体输血，在产后可以

产后出血，但是有关产后出血的诊断标准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

耐受 500 ～ 1000ml 的失血，因此，出血量与循环系统的欠缺量

产妇的红细胞比容降低 10% 以上，即可诊断异常产后出血。

可能相差甚远；另外，产后出血的临床表现不仅受出血量、出血速

产后异常出血的原因包括子宫收缩乏力、胎盘因素、软产道损

度、循环容量的影响，同时受到妊娠与分娩期的生理特点以及治疗

伤以及凝血障碍（Tone, Tissue, Trauma, thrombosis, 4T），

因素的影响，包括心脏对娩胎后循环容量增加的代偿能力、子宫收

其中子宫收缩乏力是最常见原因。异常产后出血的主要诊断依据是

缩药物使用种类、使用剂量、使用速度等，因此，产科出血患者的

34

缺乏 ) 而需要肝素治疗的患者。

图 45 大量出血治疗不及时或不合理输液输血导致的死亡三角（低温、酸中毒、凝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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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冷沉淀：如果纤维蛋白原浓度＞ 150mg/dl，则很少主
张输入冷沉淀。冷沉淀应在下列情况下输入：①出现过量的微血管
失血且当纤维蛋白原浓度＜ 80 ～ 100mg/dl 时；②对于大量输液
且纤维蛋白原不能立即查明的患者，为了纠正有过量的微血管失血
量；③患者先天性纤维蛋白原缺乏。
急性失血时，通常以失血量作为判断输血治疗的重要指标，
同时结合实验室检测结果。不同血液成分对失血的代偿能力不同。
对于没有其他合并症的患者，失血量超过 25% 的血容量需要补充
红细胞，失血量超过 50% 的血容量需要通过输注血浆补充凝血因

输血园地
避免浪费。该方案强调按需补充，因此，并非每个治疗包的内容相同，且血小板与冷沉淀均是冲击式补充。MTP 由血库与临床医师共同理

相当于我国的 10U 血小板，据此得出以下公式：
输入血小板的 U= 红细胞输入 U/2，每 10U 为 1 治疗量，且
一次输入。（公式 c）
（4）冷沉淀的输入通常在失血量大约为 150% 容量，或者红
细胞悬液以及血浆的输入量接近 150% 血容量时，冲击式输入一

次输入。（公式 d）
更多关注患者体内的循环功能状态，特别强调根据机体的组织灌注

血因子。对于严重产后出血这类难以止血的进行性快速出血，需要

状态、氧供需平衡和凝血功能的动态变化。当循环功能趋于稳定，

更积极的输血治疗以避免机体失代偿，因此建议失血量超过 20%

出血停止，即可中止输血治疗或者按非急性出血进行基于检测结果

的血容量即输注红细胞；超过 40% 即输注血浆，超过 80% 输注

的治疗。以上 a、b、c、d 公式更适合用于知道失血量的治疗后总

血小板，接近 150% 时输注冷沉淀。我们将失血量达到 20%、

结计算以及评估成分血输注比例，而在输血输液治疗过程中，还需

40%、80% 分别作为输注输入红细胞、血浆、血小板阈值的积极

要更详细的流程方案。
4. 成分血输入的方法及流程 产后出血患者的封闭循环系统因

3. 成分血的输入量计算公式 了解可获得的成分血制品的规格

为出血和治疗而变为动态开放系统，输血输液治疗应力求血液容量

是计算输入量的前提。不同国家的成分血制品规格不同，比如美国

和功能成分的补充速度超过失血速度，以尽快恢复循环系统对各器

通常将来源于 400ml 全血的血液制品定为 1U ︰ 1U 红细胞悬液

官灌注、氧供以及凝血功能。基于以上对血液系统的代偿特点以及

容量为 240ml，取自 400ml 全血；1U 血浆容量为 250ml，取自

输入量的计算，输液与输血治疗应该强调以循环功能稳定、内环境

400ml 全血；1U 血小板相当于 400ml 全血中的血小板数量，1 个

正常、出血速度恢复正常为终点目标，而不应该过分依赖频繁的实

捐献者提供的 1 个治疗量的血小板相当于 2000ml 全血中的血小板；

验室检测。

1U 冷沉淀相当于 200ml 全血中的纤维蛋白原。中国的血液制品通

为 了 提 高 紧 急 大 量 输 血 的 及 时 性、 安 全 性、 有 效性，国外

常为美国的 1/2 量：1U 红细胞悬液容量为 120ml，取自 200ml 全

医疗机构建立了大量输血方案（massive transfusion protocol,

血；100ml 血浆容量取自 200ml 全血；1U 血小板相当于 200ml

MTP），见表 13-1-3。该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创伤外科和产科等领域。

全血中的血小板数量，一个治疗量血小板相当于 10U；1U 冷沉淀

在中国则需要输入 5U 红细胞悬液和 500ml 血浆（无论输注美国
或者中国的血液制品，输注来自 1000ml 全血的成分血，其总容量
都会超过 1000ml，机体可进行容量调节）。
为避免机体失代偿，超过机体代偿范围的失血，应尽量通过成
分血制品输注以补足容量及功能成分。基于不同血液成分的代偿特

表 13-1-3 美国大量输血方案
输血治疗
包序号

红细胞
悬液（U）

1a ( 患者血
型未知 )
5(O)
			
1b ( 患者血
型已知）
5
			
2
5

冰冻
血浆（U）

血小板
治疗 (U)

冷沉淀
(U)

Ⅶ因子
(mg)

2(AB)

2
2

1		

2.4

点，可以推导急性失血时红细胞、血浆输入量的计算公式：
红细胞的输入 U=（失血量－ 20% 血容量）/ 红细胞悬液制备
规格
新鲜冰冻血浆的输入 U=（失血量－ 40% 血容量）/ 冰冻血浆
制备规格
按照中国血液制品规格计算以上两种成分血的输入量，为简化
计算将患者的正常血容量估算为 5000ml，可得到以下公式：
（1）红细胞输入 U=（失血 ml － 1000ml）/200ml，输入量
包括血液回收输入的红细胞及异体红细胞悬液（公式 a）

3

5

2		

4

5

2

10

1		

2.4

ETPC 不同于 MTP，MTP 通常在大量急性失血时启动，而

输液与输血治疗首先强调容量补充，其次是维持不同血液成分

ETPC 可以指导临床医师与血库对所有紧急输血患者实施救治。

的比例和功能。如果不能获得 ETPC 所需的所有血液制品，应该

ETPC 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表的左边部分罗列了与失血量或失血

尽量通过输注液体维持相对正常的循环容量和心输出量，在获得血

比例相对应的治疗原则，中间部分为详细的输血治疗方案及流程，

液制品时再进行置换治疗，消极地等待血源可能因为循环容量急剧

右边部分罗列了输血治疗后的输血量总结，总结的数量与前述的成

减少而导致严重的心脑缺血缺氧甚至死亡。容量过多或过少可能表

分血输入量公式计算结果一致。

现为相似的循环功能异常，如血压下降、心率增快。必要时需使用

5
5
			
6
5

2

7
5
			
8
5
		
9
5

2

环功能稳定、内环境正常、出血速度恢复正常等终点目标，即终止

胶体液可能损伤 PLT 功能，抑制纤维蛋白聚合，增加纤维蛋

2

该治疗方案。出血患者由于代偿或治疗通常存在血液稀释，而输入

白溶解活性，但在紧急扩容时可少量使用。如果不能获得血小板和

的红细胞悬液血红蛋白浓度较高，因此实际输入量与出血量可能相

冷沉淀，可尽量通过输注红细胞或红细胞加血浆维持正常的心脏功

差甚远，因此表格右边的总结数据主要作为不同血液成分输注比例

能、正常的循环容量、足够的血红蛋白浓度维持组织的良好灌注和

的评价，而不作为准确判断出血量与输入量的依据。对于急诊入院

氧供，并维持机体正常的内环境和体温，使体内剩余的凝血物质功
能最佳化而维持凝血功能。

2

1

10

2.4

1

2		

10

（2）新鲜冰冻血浆输入 ml=（失血 ml － 2000ml）/2（公式 b）
（3）血小板与纤维蛋白原的代偿能力相对较强，补充治疗时

表 13-1-4 中国紧急输血方案

输入冷沉淀 U= 红细胞输入 U/3，每 10U 为 1 治疗量，且一

过 150% 血容量时需要通过输注冷沉淀补充纤维蛋白原和更多的凝

在美国需要 2.5U（600ml）红细胞悬液和 2.5U（625ml）血浆，

式，建立适合急性失血救治的紧急输血治疗方案（emergency transfusion protocol of China, ETPC），见表 13-1-4。

板，同样以下公式：

如前述，临床对产后出血的诊断应该在重视出血量的基础上，

相当于 200ml 全血中的纤维蛋白原。由此可见，补充 1000ml 失血，

由于中国的血液制品规格不同于美国的，因此，我们根据中国的成分血液制品规格、血液系统的代偿特点以及上述推导的输血量计算公

个治疗量的冷沉淀。一个治疗量冷沉淀也相当于我国的 10U 血小

子，失血量超过 100% 的血容量时需要补充血小板，当失血量超

输血原则称为“二十、四十、八十百分比原则”，以帮助记忆。

解并参与实施，因此可以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可大幅度缩短输血治疗的准备时间。

10

5

2

1		

ETPC 应用于序贯式紧急输血治疗，当输血输液治疗达到循

以冲击式输入更有助于止血，且可减少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因此通

MTP 中每个治疗包所含的成分血液制品都放在一个 4℃的冷

需要紧急输血治疗的大量出血患者，治疗流程可以根据估计的失血

常在失血量达到 80% 容量，或者红细胞悬液以及血浆的输入量达

心脏超声判断循环功能异常的主要原因。

藏箱中，冷藏箱表面有治疗包编号和计时表，按照编号顺序输送到

量从相应的流程序号启动治疗，比如估计失血量超过 4000ml，建

另外，人工合成Ⅶ因子在大量失血患者的应用日益增加，值得

到 80% 血容量时，冲击式输入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一个治疗量

床旁，对患者实行序贯治疗，当治疗效果达到目标或需要终止治疗

议直接从相应的序号 4 开始，即立即输入 5U 红细胞悬液、500ml

强调的是，应早期使用，使用前最好体温正常，内环境正常且凝血

血小板相当于一个捐献者提供的大约 0.5 个血容量中的血小板，也

时，可根据计时表上数值决定能否将剩余的冷藏血制品退回血库，

新鲜冰冻血浆和 1 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因子、血小板及纤维蛋白原浓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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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园地

五、产科输液输血治疗的临床思路

后纠正凝血功能及水电解质的异常，最后纠正各系统器官功

面对严重产后出血患者，诊断与治疗的目标是维持心脏功能、

能异常。

血容量、血红蛋白浓度、内环境以及凝血功能的正常，临床工作的
思路包括以下四步工作（图 46）：

四川省妇幼
检验质控中心

3. 输血与输液纠正孕产妇的循环功能异常时，应判断
循环功能异常的主要原因及次要原因：容量异常、心脏舒张
收缩功能异常或外周血管阻力异常，制订相应的综合治疗决
策，并对疗效进行观察评估，随时调整治疗决策。
4. 产科出血通常为急性失血，表现为血容量的急剧减
少，此时血红蛋白浓度不能准确反映血容量的缺失状态，也
不能准确反映血红蛋白总量的缺失状态，因此不能像纠正慢
性贫血患者一样依赖血红蛋白浓度制订输血治疗决策。产科
出血患者的输血治疗通常以估计的出血量及循环功能的改变
作为判断输血的指征：输注红细胞、新鲜冰冻血浆、凝血因子、
血小板、冷沉淀的指征分别为：20%、40%、80%、150% 的血
容量丢失。为了及时实施输血治疗，应参照急性输血治疗方
案（ETPC）尽快启动输血治疗，同时根据合理的监测指标及
实验室检测结果调整输血治疗策略。

一、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开展 2017 年
赴部分区县指导工作的行前会
为规范开展全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持续提
高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临床检验水平，提高孕前优生项目

( 刘进 李华凤 )
图 46 急性失血的输血输液管理思路

质量，受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委托，四川省妇幼临床检
验控制中心于 2017 年 6 月中上旬安排专家到部分县
（市、区）妇幼保健机构进行现场指导和质控演练。在

1. 信息收集 利用最短的时间向产科医务人员了解病史，包括
有无高血压史、心衰史、子宫手术史、子宫收缩药物情况等；迅速
查看体征，包括神智、皮肤颜色、脉率、呼吸频率等；同时迅速查
看地上、垫料上的出血量；并了解监护仪测得的血压、SPO2、心
电图、体温；了解实验室检测的血常规、凝血功能、血气及电解质。
2. 诊断 针对以上目标内容进行评估并找出可能的因果联系，
频繁按照图 13-1-2 所列出的问题分析循环容量、心脏功能、外周
阻力的相互关系，在机体内环境状态的判断基础上判断子宫收缩功
能、凝血功能及其他系统器官的功能状态。
3. 充分的救治准备 与血库、护理、医务科等交流，并请求各
专业上级医师援助；同时建立至少两个 16 号的输液通道；动静脉
置管供有创监测及标本采集；准备加温和（或）加速输液设备及抗
休克服，准备抢救药品及设备。
4. 制订或调整治疗方案 按照 ETPC 输血输液、使用血管活性
药物，按照 3-3-3 原则使用子宫收缩药物、治疗酸中毒、电解质
异常等。
通过以上四步工作的循环往复，逐渐实现心脏功能正常、容量
正常、血红蛋白浓度充足以及机体内环境正常，在促进内环境正常
基础上纠正子宫收缩功能、凝血功能，从而使子宫出血速度恢复正
常，或者为产科医师的手术止血提供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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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特别组织
了本次出行的专家在研究楼三楼召开了行前会。中心江
咏梅主任、刘小娟副主任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言。
江咏梅主任在会议中首先强调了本次工作的制度，
图 47 江咏梅主任在会议中强调了本次工作的制度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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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所有专家在下到地方进行指导的时候，须严格遵守

Organization, 2009.

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严守各项工作纪律；同时，考虑到当地妇幼保健机构基础相对薄弱，她特别要求各位专家在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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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求用最合适的方式帮助当地提高技术能力；由于专家们本次去到的区县为暴雨泥石流高发地区，江主任尤其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
接着，刘小娟副主任为各位专家讲解了本次工作的重点和要求，并就工作中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详细说明。各组专家分别汇报了本次出行
的行程安排，并在集体会议结束后展开了分组讨论。
相信通过如此认真的部署和筹备，专家们一定能为当地单位提供最为周到务实的帮助，进一步提高全省妇幼保健机构临床检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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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ed Factor VII in Trauma Patients. Am J C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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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关键点
1. 产科补液与输血治疗的目标

维持正常的循环血容

量、心输出量和外周阻力，使各系统器官的灌注正常和氧供
正常，从而维持正常的机体内环境，进而为细胞、器官、系
统、机体生命功能正常提供基础，因此实现子宫收缩功能、
凝血及其他器官的功能正常。
2. 内环境正常为目标指导下的输血输液治疗原则

首

先纠正循环血容量异常，然后纠正血红蛋白浓度的异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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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刘小娟副主任为各位专家讲解了本次工作的重点和要求

图 49 各组专家分别汇报了本次出行的行程安排
并展开了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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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妇幼检验质控中心

二、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远赴甘孜阿坝凉
山等地区指导工作
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一直致力于提高全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水平，补齐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临床检验短板。在四川省卫
计委妇幼处的领导下，按照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今年的工作重点和计划，2017 年上半年，质控中心特别针对甘孜、阿坝、凉
山等地区开展了现场指导工作。
本次工作得到了省卫计委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当地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本次工作中，质控中心抽调了 20 名专家组成员，分为 5
个小组，从 6 月 7 日至 6 月 15 日，分赴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攀枝花市、眉山市、乐山市等 6 个市区、自治州，先后走访了炉霍县、
松潘县、昭觉县、盐边县、犍为县等 13 个地区 15 家妇幼保健单位。这标志着自 2016 年 6 月中旬至今，中心的专家们已经在 1 年的时间内，
走遍了全省 21 个市区、自治州，足迹覆盖了 74 家妇保单位。部分妇保单位因为情况特殊，中心专家甚至走访了两次以上。
在 2017 年的现场专项指导中，由于甘孜、阿坝、凉山地区地域宽广，加之本次接受指导的单位之间相去甚远，导致专家们在前往指导
的过程中奔波劳顿，部分专家甚至产生了高原反应，但他们依然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根据甘阿凉地区的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意见
建议，尤其是对于当地孕优项目的检验工作，专家们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质控中心将会将本次专项指导的工作进行
全面总结，结合甘阿凉地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整理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妇幼保健机构的检验水平不断努力。

图 51 专家刘成桂、李华、李丰益、张鸽赴凉山州德昌县妇幼保健院、昭觉县计生指导站、西昌市妇幼保健院指导工作

图 50 专家刘小娟、罗孟军、张利军赴攀枝花市仁和区、西区、东区、盐边县妇幼保健院指导工作

40

图 52 专家储诚瑞、张永琪、李文胜、王霞赴泸定县妇幼保健院、炉霍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康定县妇幼保健院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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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专家周伟、戴凯、余小雄、岳新爱赴犍为县妇幼保健院、夹江县、洪雅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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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妇幼检验质控中心

图 54 专家马健、罗玉雷、邹盛杰、戴维赴九寨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九寨沟县人民医院、松潘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松潘县人民医院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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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系藏区——检验科对口支援纪实
为了响应国家卫计委“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县级医院工作方案”的号召及四川省卫计委“城乡医疗卫生对口支援工作”的要求，我
院检验科党支部凤婧同志在甘孜州人民医院和甘孜州妇幼保健院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对口支援。
在两个医院工作期间，凤婧同志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理论知识讲解、具体病例分析、实际操作指导等形式对检验科各亚专业的日常工
作及所涉及的关键技术点提供了支持，为提升对口医院的检验技能提供了许多有效的帮助，圆满完成了医院和科室交给的任务！

图 55 凤婧老师在甘孜州人民医院和甘孜州妇幼保健院指导工作

图 56 凤婧老师与甘孜州人民医院老师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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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er membrane protein,OMP

Plaque forming units, pfu

Pseudomonas aeruginasa

Plasmid
感谢您对《检验通讯》的关注与支持，为把通讯的每一个栏目办得有声有色，我们真诚地希望您在阅读本刊后填写如下问卷。

Papovaviridae

Pneumocystis carinii

Parainfluenza virus

Pneumococcus

Paramyxoviridae

Poliovirus

Parasite

Primary atypical pneumonia

Parvovirus

Prion ( prion protine,PrP )

Pasteurization

Prokaryotae

Pathogenic bacterium,pathogen

Prophage

Pathogenicity

Proteus

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将推动我们不断进步，为您呈现一份更加优秀的通讯期刊，同时也希望本刊能在您的工作和学习中助您
一臂之力。谢谢您的合作！

读者评刊
1 您阅读本期《检验通讯》主要想获得哪个专题的信息？
□科室动态；

□检验与临床；

□检验动态；

□检验论著；

□细菌耐药监测；

□输血园地；

□妇幼检验质控中心；

□医学英语

2 您最关注本期《检验通讯》的哪些栏目？
□科室动态；

□检验与临床；

□检验动态；

□检验论著；

□细菌耐药监测；

□输血园地；

□妇幼检验质控中心；

□医学英语

Protopast fusion

Penton

Pseudomonas

Peptostreptococcus

Pure culture

Peptidoglycan

Purified protein derivative,PPD

Permissive cells

Pyemia

Persistent viral infection

Pyogenic coccus

Phagocytosis

Pyogenic streptococcus

Phagolysome

Pyrogen

Phagosome

Pyrogenic exotoxin

□检验风采；

3 您认为《检验通讯》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
□封面；

Penetration

□检验风采；

□内容；

□版面设置；

□排版设计

4 您是否希望继续收到《检验通讯》？
□是；

□否

5 您希望检验通讯增加的其他栏目和内容？您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习惯调查
1 您获取专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有？
□专业杂志 / 报纸；		

□专业网站；

□医学图书馆 / 网页； □学术会议；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经常阅读的专业杂志有：
□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临床检验杂志；□中华医院感染杂志；□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
□中国妇幼保健；□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Picornaviridae

Rabies virus

Pilin

Reassortment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认为哪一级以上的杂志对你的专业最有帮助？
□省级期刊以上； □统计源期刊以上； □核心期刊以上； □ SCI、MEDLINE 以上

Pilus

Recombination

Pinocytosis

Reovirus

请将填写完的调查表沿裁剪线扯下，投至《检验科意见箱》（检验科“血标本接收窗口”旁）
联系电话：85501543；E-Mail：hxeyjytx@163.com；新浪微博 @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

Pl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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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transfer factor, 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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