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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讯！检验科”两学一做”风采展示作品
获“教工党支部推荐展示精品成果奖”
日前，从教育部传来喜讯，由检验科党支部推送的作品《你
是谁》在教育部组织开展的第二届全国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
采展示活动中脱颖而出，荣获“教工党支部推荐展示精品成果奖”
（全国仅 10 个名额）。
《你是谁》由检验科的老师们自编自导自演完成。该片用最
真实的情节和镜头展示了我院医务工作者自律、廉洁、创新、聚
力的工作状态，也充分展示了检验科全体党员在“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中“有创新、激活力、见实效”的集体风貌。
据悉，本次共有 788 所高校、2352 个党支部（党总支）申
报微党课、工作案例、推荐展示成果，共计 2602 项。《你是谁》
在评选过程中收获了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极高赞誉，从而获此殊荣。
检验科感谢学校、医院对科室党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将以此为
动力，在十九大精神的感召下，继续努力，为医院和科室创造更
加辉煌的成绩。

图 1 检验科党支部推送的作品《你是谁》获“教工党支部推荐展示精品成
果奖”

图 2-1 检验科党支部获奖作品《你是谁》片段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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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检验科党支部获奖作品《你是谁》片段截取

二、检验科开展管理层竞聘活动
重视人才培养，为广大员工搭建职业历练平台是检验科长期以来坚持的管理理念之一。5 月 31 日，按照科室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检验
科在研究院 3 楼学习区举行了管理层竞聘活动。
本次竞聘包含了科室各专业组组长及所有实验室管理员的岗位。所有参与的老师均认真准备了 PPT 和 3 分钟的演讲，着正装参与竞聘。
在活动现场，老师们回顾往昔、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通过表达自己对竞聘岗位的理解和计划，抒发了自己对于医院和科室建设的无限热爱
之情，获得全场阵阵掌声。
科室江咏梅主任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叙述后感慨良多。她对广大同志乐于奉献的精神表示极大肯定，也对大家心系医院，尤其是在对新
院区的建设和规划上提出的科学思路表示非常欣慰。她鼓励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全力以赴，为医院和科室的美好明天不懈奋斗。

图 3 江咏梅主任对大家甘于奉献的精神给予肯定，并对未来检验科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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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检验科老师陈剑、彭磊文、李文胜、王海娟、梅兰、杨晏、郭婵娟、戴维进行竞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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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检验科老师王霞、于凡、旷凌寒、凤婧、张鸽、邹胜杰、黄冬悦、陈平进行竞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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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检验科老师唐袁婷、叶蕾、张霞、朱凯、沈川、胡正强、代庆凯、石华进行竞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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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
——检验科运用 5S 管理理论完善实验室管理
近日，检验科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运用 5S 管理理论，对实验室的各项管理细节进行了整改和完善。检验科江咏梅主任全程聆听了成
果分享并做了总结。
本次活动是对检验科 4 月业务学习的一个延续。在 4 月的学习活动中，检验科特别邀请实验室管理专家为大家讲解了 5S 在实验室管理
中的运用，让老师们获益匪浅。为此，科室江咏梅主任给大家布置了“家庭作业”，希望大家将该理论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对工作进行完善。
由此“诞生”了本次成果分享活动。
在分享会中，各专业组的老师纷纷上台开讲，从实验室方方面面的细节上认真挖掘，主动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在有效发挥实验室工作
效能的同时，也让在座的听众收获良多。
江咏梅主任对大家严谨的工作态度表示肯定，鼓励大家继续保持，努力将工作做得更细更到位，同时也希望大家将 5S 理论运用到新院
区的建设中，为医院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图 4-4 检验科老师谢洪建、赵虹、陈岚、苏琳、刘芳、岳新爱、刘兴欣、刘婷进行竞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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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检验科老师旷凌寒、李莹莹、李文胜、岳新爱、陈岚、陈剑、刘芳、苏琳分别代表小组进行 5S 管理总结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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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意义深远，为提高医护人员动脉、静脉采血操作的科
学性，改善患者的采血感受提供许多切实有效的新思路。

五、检验科为科室广大女同胞送去节日慰问
检验科长期以来以“尊重女性，弘扬美德”作为科室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3 月 8 日，为了让广大女职工感受到节日的温暖，由党
团支部牵头，检验科为全科的女同志送上了节日慰问和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较以往的慰问不同，今年妇女节检验科为女老师们准备了包装精美的鲜花，并安排全科男老师为女老师献花，由此融洽了彼此的情谊，
增进了团队凝聚力和协作力。
今后检验科将一如既往在相关时间节点开展互动活动，按照“模范职工小家”和“青年青年文明号”的要求不断丰富科室文化建设，提
升员工满意度和归属感，为医院和科室的发展不断奋斗。

图 7 江咏梅主任开展专题讲座

图 6 经 5S 管理后，检验科更加整洁有序

四、检验科顺利召开
四川省动静脉采血论坛
5 月 17 日，由检验科主办的四川省动静脉采血论坛在成都召
开，来自全国 60 余名检验同仁参与了会议。
会议由检验科刘小娟副主任主持，并特别邀请了检验科江咏
梅主任，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血气室高庆珍主任，我
院信息科王梓名副主任等老师就检验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动脉血气
报告解读、安全针具应用及医院信息化建设及发展趋势等内容作了
专题讲座，受到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论坛结束后，参会代表们参
观了检验科实验室，对检验科规范化的管理及采血队伍的专业培养
模式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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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李丰益副主任带领与会代表参观科室，并对检验科规范化管理及文化建
设进行介绍

图 9 检验科男老师代表为女老师们献花并送上节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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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十年春华秋实、骏业日新、放飞梦想
——检验科开展 2018 年拓展活动
5 月 12 日 -5 月 13 日，按照科室 2018 年“青年文明号”、“模范职工小家”建设的活动计划之一，检验科组织全科同志利用周末时
间开展了户外拓展活动。
本次拓展正值 5.12 十周年纪念日、国际护士节纪念日、母亲节纪念日，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节里，检验科除了安排常规的拓展活动外，
还特别组织全科老师对 5.12 死难者进行了默哀；也为全科护理工作者及全科母亲送去了节日的问候。
接着，大家一起投入到积极的锻炼和协作当中，并自己动手烹饪了丰盛的午餐，通过这样的方式舒缓了工作压力，融洽了氛围，增强了
凝聚力。

图 11 检验科老师们全情投入到素质拓展活动中

图 10 检验科对 5.12 死难者进行了默哀 , 同时也为全科护理工作者及母亲送去了节日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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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请提供一下原图
这张像素不能放大了

图 13 江咏梅主任发表讲话，阐明了检验科对科研的重视

图 14 陈大鹏主任回顾了检验科的科研发展之路

图 15 陈路研究员接受检验科“名誉主任”聘书

图 16 陈路研究员发表感言，明确在科研上和检验科共同进步的决心

八、用人文情怀守护公众健康
——检验科开展 2018 开年第一次业务学习
为提高职工的综合素养，为他们搭建良好的发展平
台，检验科每月底均会按计划开展业务学习，并邀请化妆、
礼仪、消防、理财等相关专家前来分享生活、工作新知。
图 12 素质拓展活动后，检验科老师们集体合影留念

2018 年 3 月底，按照科室的学习部署，检验科开
年第一次业务学习如期在研究楼三楼召开。本次活动除
了由党支部组织委员崔亚利同志通报 2 月医疗质量统计
结果外，还特别邀请了来自生殖内分泌科，现挂职资阳

七、强科研、促发展
——检验科聘请陈路研究员担任科室名誉主任
检验科长期以来重视科研发展，努力为广大员工搭建优质发展平台。近日，为进一步促进科室发展，检验科特别聘请了国家第十二批“千
人计划”人才、研究院疾病转录剪切调控实验室主任陈路研究员担任科室的名誉主任，负责引领和指导检验科科研的全面开展。院长助理、
党办主任陈大鹏老师、科技部主任林玲老师、人力资源部主任李晋辉老师出席了本次活动，并为陈路老师颁发了聘书。
陈大鹏主任简单回顾了检验科的科研发展之路，希望大家能够在陈路老师的指导下再创辉煌；陈路研究员感谢科室给予的荣誉，表示一
定会和大家一起进步，为广大员工和科室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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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担任该院副院长的秦朗副教授为大家开
展专题讲座。
他的讲座分为两个专题：一是性激素的解读和 AMH
的应用，二是用人文情怀守护公众健康。他谈吐风趣幽默，
讲解深入浅出，让全体老师在欢乐的氛围中收获了很多
医学知识，也进一步凝聚了工作斗志。
检验科江咏梅主任对本次培训作了总结性发言。她
首先感谢生殖内分泌科长期以来对检验科工作的大力支
持，并希望全体员工发扬集体意识、奉献精神，尤其是
在新院区开张之际，一定要精诚协作，克服一切困难，
为医院的建设做贡献。

图 17 秦朗副教授进行深入浅出的专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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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江咏梅主任进行总结性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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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崔亚利老师通报 2 月医疗质量统计结果

九、学会使用防毒面具，提高新员工消防技能
——检验科开展 2018 年新学期消防演习
检验科长期以来将消防安全列入科室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每年均会分学期开展 2 次消防演习，旨在提高全科老师的消防安全意识和防
火防灾技能。3 月 24 日下午，在消防保卫部的配合下，检验科在研究楼三楼开展了消防演习活动。本次活动由科室江咏梅主任担任总指挥，
除留守门急诊检验岗位的人员外，科室全体工作人员均参加了活动。
本次演习除了邀请消防保卫部老师讲授逃生须知、消防设施设备，尤其是防毒面具的使用外，还根据实验室场地特点增设了多条逃生路
线；考虑到科室新进员工和进修、实习生数量较多，特别安排新员工和进修老师担任报警、疏散、消防突击等职责，并手把手教会他们使用
灭火器，帮助新进员工尽快掌握实验室消防工作的重难点。

图 21 检验科老师与消防保卫部老师合影

十、检验科江咏梅教授团队受邀赴日本开展专
题讲座

本次活动部署有序、节奏紧凑。全体职工训练有素，仅用 30 秒便完成了逃生。江咏梅主任对演习表示满意，她总结道：希望大家一定
要时刻保持警惕，重视消防安全，严肃认真对待每一次演习；同时活动设计一定突出新意和亮点，保障全员在演习中有所收获。

近 日， 应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linical Laboratory
Automation Organizaing
Committee( 第十一届国际临床实验室自
动化大会组委会）的邀请，检验科江咏梅
教授、刘小娟副教授赴日本参会，并在
大会中做了题为《Innovation of Clinical
Lab Management under The Age of
Internet Plus》的专题讲座。
在讲座中，科研团队为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的学者分
享了我院近年来在互联网 + 方面取得的
成绩，并重点就互联网 + 在实验室管理
中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介绍，充分展示了我
院先进的办院思路，也将检验科国际化、
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分享到海外，受到广大
专家和学者的一致好评。

图 20 检验科老师们井然有序地进行消防演习
14

图 22 江咏梅教授，刘小娟副教授受邀赴日本开展专题讲座，并与专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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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我的初心， 我的使命，我的一流——检验科党团
支部组织全科开展《中国好医生 / 护士》事迹分享会
4 月是医院党风廉政及行风建设宣传月，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卫生计生行风建设，切实加强科室党风廉政和医德医风建设工作，
4 月底，检验科党团支部按照医院的统一部署，组织科室全体员工在研究院三楼开展了《中国好医生 / 护士》事迹分享会。
本次活动的主题和医院党风廉政及行风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主题——“我的初心，我的使命，我的一流”高度一致，由检验科党团支部

科室动态

十二、检验科在六一儿童节为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祝福
检验科长期以来坚持用人文关怀的力量温暖患者，其中在每年 6.1 国际儿童节为前来就诊的小患者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是科室一项常规
活动。
在今年的 6.1 节，科室的老师们再次创新：除了为每一位小朋友送去节日礼物外，还为小朋友们开设了抽奖活动，并安排了小小绘画区
让孩子们挥洒童真童趣，让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医患温情。

下设的 5 个党小组牵头，按照医务部下发的 4 月行风学习任务，对中国文明网发布的 40 余件中国好医生 / 护士事迹进行了逐一、认真的学习，
并重点就党风廉政工作在科室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我总结。
在活动中，大家畅所欲言、感慨无限，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见贤思齐、奋发图强，弘扬医务工作者的大爱仁心，为患者送
去更多帮助。检验科党支部书记刘小娟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分享，敦促大家一定要正心修身，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艰巨性，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打赢反腐败斗争这场正义之战。

图 23 检验科党支部书记刘小娟同志对“中国好医生故事分享会”进行总结

图 25 检验科老师与孩子们亲切互动。

图 24 检验科老师杨洁、李莹莹、于凡、李晓玲、赵虹、张霞、甘春玉等就《中国好医生 / 护士》事迹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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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8.3.30 小儿感染科
提问：是否可以开展 Gene-expert 检测项目？

检验与
临床

答复：该项目已经向医院申报，待医院招标委员会讨论后，进入采购流程。

8、2018.4.3 计划生育 / 生殖健康与不孕科
提问：在判定白带常规的清洁度分级时，是否存在因人而异的主观差异？
答复：检验科所有从事白带常规检验的技术人员均通过培训上岗，对清洁度程度级的判定均有统一的标准，不存在技术人员之间判断清
洁度的主观差异问题：
白带常规检验清洁度判定参考标准
标本状况

一、检验科临床联系问题与回复

涂片

厚

薄

适中

取材

良好

不良（分泌物少）

不良（非分泌物）

染色方法

白带常规
清洁度

Ⅰ度

Ⅱ度

Ⅲ度

Ⅳ度

满视野

1/2 视野

少量

未见

0-5/HP

5~15/HP

15~30/HP

>30/HP

>30/ 油镜

6~30/ 油镜

1~5/ 油镜

<1/ 油镜

酵母样菌孢子

未见

查见

查见

查见

酵母样菌芽生孢子

未见

未见

查见

查见

上皮细胞
2）尿、大便、痰标本：由病人到检验科标本接收窗口领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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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杯和采样说明，然后自行采样后送至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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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咽拭子、脓肿、疱疹、皮疹、阴道分泌物、阴茎分泌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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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类型：目前医院没有固定的采集流程，确实存在无人采集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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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阻碍了儿科门诊的微生物标本送检。

革兰染色		

白细胞
乳酸杆菌

酵母样菌假菌丝

未见

未见

查见

查见

1、2018.3.20 小儿血液科

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锦江院区儿童门诊的微生物检验标本采样已

G- 双球菌

未见

未见

细胞外查见

胞内外查见

提问：骨髓抽取过程中出现干抽或稀释，涂片质量不佳，如何

达成共识，确定由儿科治疗室护士老师进行采集。

阴道毛滴虫

未见

未见

查见

查见

线索细胞比例

未见

1-20%

＞ 20%

＞ 20%

革兰阳性球菌

未见

少量（0 ～ 10/ 油镜）

中量（11 ～ 30/ 油镜）

大量（>30/ 油镜）

革兰阴性杆菌

未见

少量（0 ～ 10/ 油镜）

中量（11 ～ 30/ 油镜）

大量（>30/ 油镜）

针对第三种微生物标本类型的采集问题，我们已经多次与医院

将检验科与临床沟通收集问题汇总解答于下：

解决？

4、2018.3.23 小儿感染科

答复：检验科可以提供推片培训，同时将保留拒收玻片（1 周

提问：是否可以把甲型流感病毒项目单独检测？

内），临床老师可以随时至我科阅片。

答复：2015 年以前，检验科曾经单独开展过甲乙流项目的检测，

2、2018.3.23 小儿感染科

但是由于当时的胶体金方法检测甲乙流，易出现假阳性，所以暂停

提问：可否查疱疹病毒 6、7 型？是否可以取疱疹的基底部标

了甲乙流单独检测项目。
鉴于临床开展的强烈需求，我们重新评估了甲流快速检测试剂，

本送检疱疹病毒？
答复：由于与产前诊断中心已经开展的项目冲突，故目前医院
暂时没有批准检验科开展单项的单纯疱疹病毒检查，但我科在与普

注 1：酵母样菌孢子、芽生孢子、假菌丝、G- 双球菌、阴道毛滴虫、线索细胞、白细胞和乳酸杆菌一样，对判断清洁度程度级起着同等重要作用。
注 2：除红色字体为必备项外，其他结果均为可选项

计划在我院门急诊开展甲流的筛查检测，并将相关申请提交医院，
一旦获得医院管理层通过，完成试剂招标采购后，即可在临床开展。

临床症状与清洁度有可能不一致。比如，患者查见孢子和芽生孢子，可提示非白假丝酵母菌感染。但患者可能乳酸杆菌、上皮细胞和白
细胞均正常，没有其他杂菌。但这种结果必须判断为Ⅲ度，也是检验科从事白带常规检验的人员达成的共识。

儿一的配合和沟通下，开展了病毒核酸检测组套，目前主要用于脑
脊液病毒核酸检测，该组套包含了以下病原微生物（单纯性疱疹病

5、2018.3.23 小儿感染科

9、2018.4.3 计划生育 / 生殖健康与不孕科

范围继续稀释结果偏差较大，但考虑到临床需要具体浓度方便诊

毒 1 型、单纯性疱疹病毒 2 型、人类疱疹病毒 6 型、肠道病毒、

提问：是否可以开展一级胆汁酸、二级胆汁酸的检测？

提问：游离睾酮的数值对男性科来说挺重要，可否在报告上直

疗，建议如遇此类病人，且医生有稀释的要求，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脑膜炎奈瑟氏菌、肺炎链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EB 病毒、

答复：上述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都仅有一家试剂可检测，但该试

接出？

85503044，要求对标本稀释。稀释结果仅供参考。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无乳链球菌、腮腺炎病毒、巨细胞病毒、结核

剂成本很高，预计收费会在 400-500 元 / 项，估计临床推进困难，

答复：目前我科提供的是游离睾酮指数，是通过检测性激素结

分支杆菌、肺炎支原体、鲍曼不动杆菌、新型隐球菌、流感嗜血杆

而且目前四川地区没有针对上述两个项目的收费，所以目前难以开

合蛋白（SHBG）及睾酮（TSTO）后计算的游离睾酮指数以供临

11、2018.4.18 小儿心血管科

菌、大肠杆菌）。

展。

床使用。由于游离睾酮检测需要采用放射免疫方法进行检测，因此

提问：体液免疫、细胞免疫、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NK

该组套检测可以用于疱疹的基底部标本检测，目前该检测处

目前我科尚不能提供游离睾酮绝对值的检测服务。未来，如果我科

淋巴细胞。这几个医嘱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

于前期免费检测阶段，如果需要免费检测，请电话联系刘芳 028-

6、2018.3.23 小儿感染科

发现有非放免检测方法可用于游离睾酮绝对值的检测，我们将立即

处？

85501542。

提问：关于真菌培养时间的问题：

开展满足临床需要，如若临床认为有可替代游离睾酮绝对值的项目

答复：目前血液的真菌培养和痰的真菌培养采用了不同的培养

也请立即与我科联系，我们也会积极开展调研。

3、2018.3.23 小儿感染科

方法，血液采用液体培养法，痰和其他部位采用固体培养法，并且

提问：儿科门诊微生物标本无人采集的问题。

血液和痰等各种部位的常见真菌病原菌不一样，检验指南根据不同

10、2018.4.17 小儿血液科

答复：目前儿科门诊的微生物标本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的常见病原菌生长速度，建议了不同的培养时间。故现在血真菌培

提问：甲胎蛋白（AFP）超过线性时，能否稀释后进行检测？

1）血液培养标本：由检验科样本处理组采集；

养的时间为 14 天，痰和其他标本种类的真菌培养时间为 5 天。

回复：检验科 AFP 的检测规范上限为 2×105 ng/ml, 超过此

18

答复：检验科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相关的组套医嘱及单项医嘱
设置如下；
（1）组套
1）医嘱名称：免疫全套（自身抗体 / 体液免疫 / 细胞免疫 /
CIC/IgE）；
医嘱快捷键：my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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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项目：自身抗体（ANA/ 抗双链 DNA 抗体 /ENA）、体
液免疫（IgA/IgM/IgG/IgE/C3/C4）、细胞免疫（T 淋巴细胞）、
CIC

检验与临床
提问：合血标本由临床采集，但是管子费用临床没有收取，是
否可以由检验科提供采血管？
答复：经了解，合血标本的采血穿刺费 5 元，目前由每个科室

价格：695 元
2）医嘱名称：体液免疫
医嘱快捷键：tymy

自己收取。合血的采血管为每个科室统一在医院领取，成本一元多

3）医嘱名称：淋巴细胞亚群（T/B/NK）
医嘱快捷键：lbxbyq

提问：肝炎自身免疫性抗体是外送华西医院检测，根据抗体滴

法每天做，否则成本太高（3）若临床确实急需完成，请提前与检

度界定阴阳性，但儿童与成人的判断标准可能不太一样，我院检验

验科血液组联系，单独开机。

科能不能开展此项目？

一支，建议科室可以自己对采血管进行收费，这样管理和操作都更
加方便快捷。

包含项目：IgA/IgM/IgG/IgE/C3/C4
价格：90 元

24、2018.6.8 小儿传染科

答复：（1）细胞免疫抽血时间为每周一、四上午，每周三、
周天全天（2）标本有效期仅为 2 天（3）由于现标本量较少，无

16、2018.4.20 普儿二
提问：对于门诊病人，危急值报告能否增加通知开单医生？

回复：现该项目主要包括抗线粒体抗体、抗肝肾微粒抗体、抗

21、2018.6.1 小儿保健科

肝细胞胞浆抗体 1 型和抗可溶性肝抗原抗体四项，属于自身免疫性

提问：希望能够建立适用于我院患者的骨标志物参考值基线。

疾病检测项目，结果分为阴、阳性两种，在儿童与成人正常参考值

答复：检验科将立即开展此项工作，希望两个科室间建立良好

均为阴性。

的合作机制。

检验科已开展了上述项目的检测，可通过 HIS 系统进行开具

答复：门诊危急值报告流程由医务部、门诊及检验科三个部门

医嘱，送检标本。

包含项目：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NK 淋巴细胞

共同讨论制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对于增加门诊危急值通知开单

22、2018.6.1 小儿保健科

价格：300 元

医生的方法，由于涉及门诊医生较多，需向医务部、门诊部说明情

提问：感觉检验科在临床联系中对小儿保健科的走动不是很频繁。

况，共同讨论后再决定。

答复：今后将由检验科急诊组定期承担与小儿保健科的临床联

（2）单项
1）医嘱名称：T 淋巴细胞

系工作，及时前往听取临床医生的意见建议。

医嘱快捷键：tlbxb

17、2018.5.16 小儿心血管科

价格：150 元

提问：患者（09196345）铁蛋白波动太大（2 周以内，已出院），

2）医嘱名称： B 淋巴细胞
医嘱快捷键：blbxb

有时大于 16000，有时 1000 多，是什么情况？

25、2018.6.8 小儿传染科
提问：百日咳病人日益增多，请问百日咳核酸检测项目什么时
候可以开展，申请进程如何？
回复：百日咳项目检验科已经完成了新项目答辩，目前进入试

23、2018．6.6 产科门诊

剂招标阶段。我们会积极跟进此事，争取早日完成招标工作。

提问：检验科微生物报告是否没有产科常用抗生素

26、2018.6.13 小儿心血管科

答复：（1）2018 年 5 月 21 日，在 LIS 中查询到该患者 ID

回复：（1）针对肠杆菌科细菌已经常规添加了头孢西丁，拟

号 为 09196345 黄 俊 逸，Fepro:>16500; 23/4，Fepro:2911.2;

进一步添加头孢呋辛；（2）药敏试验中抗生素种类的选择会根据

提问：近期衣原体 IgM 检测阳性率明显增高，是否存在假阳性？

3）医嘱名称： NK 淋巴细胞

30/4 ，Fepro:>16500；7/5 Fepro:1534ng/ml, 表现为波动太大，

细菌的种属特点及抗菌药物的抗菌谱等因素考虑，不同的细菌测

回复：回顾 2018 年上半年数据，心血管科送检住院患者衣原

医嘱快捷键：nklbxb

与临床不符。（2）回顾近期铁蛋白的检测系统：仪器正常，试剂、

试的抗生素种类会不同；一些天然耐药的抗生素不会出现在药敏

体 IgM 标本为 236 例，阳性标本 26 例，阳性率 11.02%，阳性结

价格：50 元

校准均在控，无特殊报警，回顾该患者四次铁蛋白检测反应曲线，

报告单上，如肠球菌对头孢类抗生素天然耐药；（3）有些抗生素

果患者的临床诊断多为肺炎、肺炎支气管炎。为了避免衣原体 IgM

无异常提示，考虑病人病情复杂，Fepro 增高为异常干扰可能性大

的结果可以通过耐药机制进行推导，如葡萄球菌的药敏没有具体

结果假阳性，我们将与临床老师共同关注住院送检患者的阳性率和

12、2018.4.20 小儿感染科

（3）回顾病人 HIS 治疗记录，病人未使用丙球冲击，亦未使用造

的头孢类抗生素的结果，但可以根据青霉素及苯唑西林、头孢西

临床吻合度；同时，欢迎临床老师在相关结果与临床不吻合时，及

提问：T-spot 是否可以每天开展？

影剂，激素一直呈减量状态，不应造成 Fepro 的二次升高，病人

丁筛查结果进行推导；（4）如有疑问可拨打检验科微生物室电话

时与免疫组老师联系（联系电话 85501277），不断提高检验报告

答复：T-spot 项目目前存在对样本要求高和操作复杂这两个

仅在两次 Fepro>16500ng/ml 前使用量水合氯醛，该药物半衰期

85501201。

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价格：100 元

问题，该项目样本采集后不能室温放置超过 4 个小时，且每个标本

为 10 小时，目前尚无文献支持对 Fepro 有检测影响，不能排除。
（4）

需全人工操作两天才能完成检测。所以目前的安排为每周做两次，

联系心血管儿科赵亮医师，将以上情况与赵老师进行了沟通，希望

每周一和周四需在 10：00 前完成采样。每天开展对于现有的资源

能在下次有类似病人时用水合氯醛时进行前后 Fepro 检测，赵老

配置来说不太现实，考虑到 T-spot 并非急诊项目，所以目前暂时

师表示同意，但心血管此类病人较少，PICU 在水合氯醛使用较多，

没有每天开展。

建议我们关注 PICU 病人。（5）检验科生化组将在 PICU 中选取
合适的病人寻找水合氯醛是否影响了 Fepro 的检测，持续监控。

二、检验科走进临床科室——儿童血液肿瘤科（十二）
4 月 3 日，检验科江咏梅主任带领免疫组组长石

科微生物检验工作的最新进展向临床的老师们进行了通报。

华老师、微生物组组长周伟、旷凌寒老师走进儿童血液

高举主任对检验科长期以来坚持走进临床、积极沟通这一做法表示肯定；

13、2018.4.20 小儿感染科

肿瘤科，就 2017 年儿童血液肿瘤科主要分离菌及耐药

称赞检验科 PPT 做得非常精美，讲解细致到位。同时，他就如何提高微生物

提问：T-spot 项目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怎么样？

情况与临床医生进行了沟通。儿童血液肿瘤科高举主任、

标本送检质量和阳性检出率提出了建议。双方在本次沟通中开辟了新的科研思
路，提高了部门间协作能力，促进了医院良性发展。

答复：根据厂家提供的数据，经 1200 例临床试验表明：

18、2018.5.18 普儿二

朱易萍等老师听取了讲解，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

灵敏度：该项目对活动性肺结核病例检出灵敏度为 82.3％，

提问：腺苷脱氨酶检测留取标本的种类和用量。

建议。

其中菌阳检出率为 88.3％，菌阴检出率为 77.1％。
特异性：为 84.0％。

答复：标本类型多样，血清、脑脊液和浆膜腔积液均可用于检
测，标本用量至少 150ul。

旷凌寒老师就儿童血液肿瘤科主要分离菌、全院
标本送检情况及主要分离菌、全院血流感染主要分离菌、
全院呼吸道感染分离菌、主要耐药菌的科室来源、检验

14、2018.4.20 小儿感染科

19、2018.5.18 普儿二

提问：血培养（双瓶）的采集，为何出自同一个穿刺点？

提问：肺泡灌洗液检测肺炎支原体的方法。

答复：血培养（双瓶）是同一个穿刺点采集的两瓶血培养；双

答复：肺泡灌洗液检测肺炎支原体可以通过分子 PCR 核酸检

瓶双套的血培养才是从两个穿刺点取出的合计四瓶血培养。所以如

测和微生物快速培养药敏。目前临床实际结果发现分子 PCR 核酸

果需要采集两个部位的血培养，需开两个血培养（双瓶）医嘱，我

检测阳性率较高，且和临床结果比较一致。

们的采血人员会从左右两侧手臂各采集两瓶血培养。另外，目前血
培养（双瓶）采集自同一个穿刺点，也是基于儿童采血的接受度决
定的，两穿刺部位对污染菌的判断有一定价值，阳性率没区别。

20、2018.5.23 小儿心血管科
提问：检验科的部分项目，如细胞免疫等是否可随临床医生开

15、2018.4.20 小儿感染科
20

单时间每日抽血？如果不能即时抽血，请阐明原因？

图 26 检验科旷凌寒老师就 2017 年儿童血液肿瘤科主要分离
菌及耐药情况向儿童血液肿瘤科老师进行通报

图 27 检验科江咏梅主任、周伟老师、石华老师和儿童血液肿瘤科老师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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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验科走进临床——生殖医学科（十三）

检验
动态

5 月 30 日早上，检验科李丰益副主任带领免疫组组
长石华老师、李文胜老师，急诊组组长于凡老师参与了生
殖医学科晨会交班，并与临床老师们进行了积极的交流。
生殖医学科黄薇主任、马黔红副主任等老师听取了讲解，
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在交流中，检验科除了与生殖医学科的老师们再次确
认送检流程外，还就 AMH、性激素等具体项目的检验数
据进行了深入分析。黄薇主任称赞检验科工作做得扎实，
为临床工作提供了许多帮助。本次活动为加深双方互信互

图 28 检验科李丰益副主任以及石华、李文胜、于凡老师与生殖医学科老师们进行深入地
沟通和交流

一、骨标志物的临床应用
供稿 | 急诊组 周文杰

助，协力推进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骨骼被认为是一个动态结缔组织 , 具有重塑能力 , 以维持钙稳

四、千呼万唤始出来——临床医生的“小助手”
《如何下医嘱》（2018 版）重磅来袭！

态和造血等功能。骨骼一直在经历着持续的自我更新过程，这一过
骨骼被移除 ( 骨吸收 )，并且被新的骨骼所替代 ( 骨形成 )。大量的

（二）骨标志物临床中的作用

研究显示 , 骨骼不仅作为结构支架 , 也作为内分泌器官调控代谢过

1、骨标志物检测在儿科中的应用

程骨骼作为一个内分泌器官，与人体的能量代谢、糖代谢及脂代谢
均可发生密切的相互作用。因此骨标志物检测在临床中有着广泛的

该书是为了优化流程，方便临床医生和医生助理快速选择适当的医嘱组合而特别编制的小手册。内容涵盖了临床老师们经常选择的检验

应用。

助手”。为了给临床部门送去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检验科充分搜集近两年来的临床意
见，积极对《如何下医嘱》进行了改版。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改版中，检验科应临床需要，
重点罗列了血栓组合、HLA-B27、华法林基因多态性检测、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水痘 -

程中骨转换、骨形成和骨重吸的实验室项目，包括：I 型前胶原氨
基端延长肽（PINP）、β- 胶联降解产物（β-CTX）、N 端骨钙
素（N-MID），是目前国内外医学界骨病专家广泛应用于骨代谢
病辅助诊断和骨质疏松症疗效监测的综合性实验室指标。

随后，检验科将会将《如何下医嘱》的电子版通过互联网 + 的途径传播至全院，希望
更为良好的部门协作模式，推动医院的稳步发展。

（一）骨标志物的生理学

22

图 30 检验科老师岳新爱、邹胜杰向临床医生发放手册
《如何下医嘱》

目前双能 X 线吸收法是测定骨密度的标准方法，但双能 X 线
吸收法在儿童中应用的精密度和准确度仍有争议，且其测量的是局
部的骨量变化，很容易高估或者低估骨密度，加之儿童骨骼处于不
断增长增粗的阶段，此种差异就更明显，且其不能作为常规的检测，
只有在该患者有发生骨质疏松症风险的情况下才有完善双能 X 线检
隐性的，因此，仅凭骨密度的检测容易导致漏诊误诊。

1、 P1NP I 型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N-terminal
propeptides of type I procollagen

1.1 生长发育的监测以及儿童保健中应用
儿童骨标志物的变化虽然受多种生理因素影响，如年龄、性别、

P1NP 之所以被认定是骨形成标志物，是因为人体内 90% 的

生长速度、营养状况以及青春期阶段，但骨标志物浓度的检测能反

骨基质是由 I 型胶原蛋白构成的，每合成一个胶原蛋白分子，就会

映骨代谢转换的动态状况，而且，能反应骨骼代谢的早期灵敏变化；

产生一个分子的 PINP，因而 P1NP 成了 I 型胶原蛋白沉积的特异

血清 P1NP 值和 N-MID 值以及 β-CTX 值在学龄前期及学龄期

性标志物，而细胞内部被释放的 P1NP 可进入血液被检测到，因

水平较低，在儿童青春期达到峰值，并在青春期后快速降低，这与

此 P1NP 被定义为骨形成标志物。

儿童生长特点相似。

2、β-CTX β- 胶 联 降 解 产 物 β-isomerized
C-terminal telopeptides

以及监测治疗变化。特发性身材矮小 (idiopathic short stature，

儿童骨标志物测量值可以早期评估骨代谢疾病的病理生理，

β- 胶联降解产物被定义为骨吸收标志物，是因为在成骨过程

ISS) 儿 童 的 血 清 N-MID 值 与 胰 岛 素 样 生 长 因 子 (insulin like

中成熟的 I 型胶原蛋白与 β-CTX 形成交联，而在破骨细胞的作用

growth factor 1,IGF1) 均存在显著的直线正相关关系，二者不仅

下交联物被裂解为片段，因此骨吸收活跃高，血中 β-CTX 浓度

能反映骨骼的生长动力，同时是骨骼生长的结果反映，并与骨骼

越高。

的生长速率保持一致，因此二者可作为评价 ISS 儿童骨骼生长发

3、N-MID N 端 骨 钙
midfragment of osteocalcin

图 29 检验科《如何下医嘱》封面及前言目录

测量值；儿童生长速度很快，骨代谢迅速，因而骨标浓度很高，在

测的适应症。而儿童处于快速生长发育中，大多数骨量的丢失都是

带状疱疹病毒核酸检测、肠道病毒四联检（轮状 / 腺 / 诺如 / 星状）等许多项目。
通过这样的方式，为临床送去更加快捷的检验资讯，进一步加强同临床科室的沟通，打造

儿童发育的不同阶段、营养、生长和疾病都影响儿童骨标志物
生理和病理状态下都可以导致骨标志物浓度的显著变化。

目前我检验科已开展的骨标志物检查是一组能反映人骨代谢过
自 2016 年《如何下医嘱》第一版发放以来，手册供不应求，成为了临床下医嘱的“小

转换率的特殊标志物已逐渐被临床接受。

程对防止骨骼疲劳损伤和维持人体钙平衡尤为重要。旧骨骼和受损

近期，检验科的老师们走进临床科室，为大家送去温馨的手册——《如何下医嘱》第二版，受到了临床医生的热烈欢迎。
医嘱项目。

的骨转换率。目前 N 端骨钙素作为成骨细胞功能的敏感指标和骨

素 N-terminal

育的监测指标。对准确判断 ISS 儿童现时生长状况以及监测疗效
具有很大的临床实用价值。生长激素缺乏症 (growth hormone

在骨合成中，骨钙素是成熟成骨细胞分泌的一种非胶原骨基质

deficiency,GHD) 儿 童， 尤 其 是 完 全 性 GHD 儿 童 的 骨 形 成 指

蛋白，此过程依赖于维生素 K，同时维生素 D3 有促进产生骨钙素

标 P1NP 和 骨 吸 收 指 标 β-CTX 均 明 显 下 降， 同 时 伴 有 IGF1

的作用。骨钙素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正常骨矿化、抑制异常羟基磷灰

明 显 下 降，IGF1 与 β-CTX 呈 正 相 关， 经 生 长 激 素 (growth

石结晶形成，而 N 端骨钙素 (N-MID) 是骨钙素在血清中主要存在

hormone,GH) 治疗后，各项骨转换指标和 IGF1 显著升高。

的形式 , 在外周血中较稳定，其水平高低可反映各种骨代谢紊乱中

1.2 药物对骨代谢影响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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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 (glucocorticoid,GC) 在临床上应用极为广泛，且

前 β-CTX 和 PINP 已被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FO）推荐为敏感

近年来，表观遗传学研究成为癌症诊断与治疗的重要历程碑：

HPV 分流研究上，更具临床应用价值。根据国际多项研究证实，

经常是长期使用。不论通过何种给药途径，长期接受 GC 治疗者都

性相对较好的二个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在《2011 中国骨质疏松诊

国际许多重要研究显示肿瘤的特点之一是甲基化失衡，即局部特定

重度癌前病变或宫颈癌患者其局部区域的配对盒家族基因 1(PAX1

有发生骨质疏松的危险，称为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并且具有剂

疗指南》指出骨标志物为骨质疏松疗效监测的良好指标。

基因甲基化表达增高。表观遗传的基因甲基化造成基因沉默是逐渐

基因 ) 启动子区域的 CpG 岛 (CpG island) 甲基化程度会异常升高，

2.2 妊娠期骨标志物的应用临床意义

发生的，从转录的微量减少开始，造成蛋白质或酵素合成减少，细

导致宫颈癌变现象产生，此甲基化造成体细胞基因重大改变可做为

但达到一定高剂量后，这种作用不再增加，由于其抑制成骨细胞增

孕期骨代谢是—个复杂的过程，仅仅补钙仍不能完全维持骨密

胞物质不平衡而形成癌症，特定甲基化基因与癌症结果已经被许多

目前 TCT 与 HPV 结果的癌化转变监测。

殖和促细胞凋亡的作用，最终高浓度的地塞米松对骨骼的作用反而

度在正常范围，同时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持续补

科学家与临床医生证实。特定基因快速甲基化状态可以被看做肿瘤

是负性的。

量依赖性，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地塞米松是有促成骨分化作用的，

钙可以降低骨转换率，但由于孕期的特殊性相对于骨密度检测，血

监测与变化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抑癌基因的异常甲基化可以抑

2、宫颈癌与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

癫痫是小儿神经系统的常见疾病之一，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是

清骨标注物的检测能够更为安全便捷检测孕期的骨代谢，尤其是产

制抑癌基因的表达与下游基因的调控。宫颈癌抑制基因启动子区域

宫颈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注射 HPV 疫苗；手术治疗；放疗；

治疗癫痫的最常用方法。长期服用抗癫痫药物可致骨损害，主要表

妇合并母系骨质疏松家族以及卵巢功能异常的产妇，目前认为孕期

的 CpG 岛的过甲基化，会导致细胞周期紊乱，细胞内基因表现失衡，

化疗等，在治疗过程中会给女性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扰。由于宫颈

现为亚临床的骨代谢障碍。身材矮小、牙齿发育不全、佝偻病和骨

的保健应该从孕前就开始，针对有骨质疏松高危因素的生育年龄妇

进而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促进相关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表观遗传学

癌的发生，是一个时间相对较长的过程，一般要经过持续的 HPV

质软化症发生率为 30％～ 50％，严重者可致自发性骨折。

女提供综合防治措施，以降低孕期骨质疏松的发生率，提高我国妇

改变的累加效应在宫颈癌前病变到宫颈癌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

感染，宫颈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的阶段，若能在癌变前及癌变早

女的生殖健康水平，但目前国内研究相对较少。

意义。

期进行筛查，就可以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人乳头状瘤病毒

1.3 疾病对儿童骨代谢的影响
儿童疾病的发病规律和结果解释都不同于成人。骨代谢性疾病：

2.3 妊娠特有疾病中的应用

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将癌症检测与治疗带向个体化医学领域。

（HPV）是引发宫颈癌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HPV 持续性的感染，

佝偻病患儿 N-MID 值升高提示成骨细胞功能活跃，同时 β-CTX

妊娠期糖尿病是常见妊娠特有疾病，近年研究提出的骨骼作为

通过分子病理标记的检测来侦测癌症的形成与发生的风险性，提

那么很容易就会引起宫颈的癌变。所以预防宫颈癌的关键就在于要

值异常升高提示破骨细胞的功能活跃，均与佝偻病的病情严重程度

一个内分泌器官的学说，正是基于骨骼的代谢与人体的能量代谢、

前探测出潜藏在人体体内的癌前病变组织或肿瘤细胞，并制定精

通过体检筛查出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的人群。但 HPV 感染有时

呈正比。经积极治疗后 N-MID 值与 β-CTX 值均回到基线水平，

糖代谢及脂代谢均可发生密切的相互作用现已证实在大鼠体内骨钙

准的预防及治疗方案，而评价干预的效果等都为人们的健康管理

是亚临床的、短暂的，并未有癌性或癌前性的病理损害发生。因此，

同时与体内的维生素 D3 呈负相关。成骨不全是先天性骨代谢异常

素基因敲除的大鼠表现出胰岛 B 细胞减少、葡萄糖不耐受和胰岛素

带来了具大帮助。在现今表观遗传学的发展，作为其最重要形式

单纯依靠 HPV 检测筛查宫颈癌是不够的。

所致的疾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骨形成标志物测定可能是诊断成骨

抵抗，证实大鼠体内骨代谢与糖代谢之间联系紧密。而目前已有报

的“基因甲基化”与肿瘤发生发展的相关性逐渐清晰和具体，使

不全的较好指标。

道证实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清骨标志物水平与糖耐量正常孕妇有着

得通过评价某些具体基因的甲基化状态变异，来指导具体肿瘤的

肾病综合征：肾病综合征为儿科的常见病之一，肾上腺糖皮质

显著差别，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骨代谢状态主要表现为骨合成代谢

精准预防及治疗成为可能。甲基化基因表达侦测宫颈癌将是未来

激素治疗是其首选措施 , 但治疗剂量的泼尼松对患儿的骨代谢有极

和骨吸收指标均有升高，同时骨转换率也明显升高，但骨骼作为新

临床筛查与治疗重要工具。表遗传学的 DNA 甲基化修饰在肿瘤

大的负性影响。由于肾病综合征小儿存在骨生长发育障碍，治疗后

的内分泌器官对机体产生的影响尚处于探索阶段。

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是导致宫颈癌发生的重

继发性骨质疏松及骨质疏松性骨折等严重并发症更时有发生，研究

2.4 其他疾病中的应用

要因素之一，而 DNA 甲基化导致多种抑癌基因的失活的形式在

发现在慢性肾脏疾病的患儿中，骨代谢标志物提示骨转换率更高，

骨标志物目前在转移性骨肿瘤、卵巢切除术后、多囊卵巢综合

宫颈癌中也较为多见，2006 年 Sova 等对浸润性宫颈麟癌细胞

症、妊娠期甲状腺疾病、性早熟、脂代谢异常等血中骨标志物较正

株进行全基因组筛选，首次发现分泌行卷曲相关蛋白 1(Secreted

2、骨标志物检测在妇产科中的应用

常人群均有显著变化。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

fizzled related protein 1, SFRP1) 基因在宫颈癌时高量表现，

2.1 围绝经期女性骨质疏松症的辅助诊断和治疗的监测

验证。

显示 SFPR1 参与宫颈癌形成，但在 Chung 等在台湾研究证实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可能发展为骨质疏松和肾性骨病。

骨标志物在早期发现骨质疏松和治疗的监测存在着相对明显的
优势。目前全球约有两亿女性受骨质疏松困扰，骨质疏松是一种隐

SFRP1 在宫颈麟癌仅有 33.9% 甲基化，在 HSIL 中仅 8.2% 甲

蔽性疾病，早期无痛感，无症状产生，仅有不到 50％的女性患者
得以诊断。大部分情况下都在骨折后才得以发现。虽然骨密度检测
测定是骨质疏松公认的诊断方法之一，并可用于预测骨折风险及骨
疾病治疗的监测。但骨标志物检测相对骨密度检测优势在于相对的
无创检查费用更低、等便捷，更早的提示有骨折风险的人群，使早
期介入成为可能；而在治疗的监测方面根据治疗时间不同，在 3-6
个月内骨标志物检测就会有着显著的改变，能够鼓励患者坚持治
疗，而骨密度检测通常都是在 1–2 年后进行第一次复诊检查。目

项目名称

方法学

标本类型

报告时间

收费

总Ⅰ型胶原氨基端延长肽
（PINP）		
骨钙素

电化学

（N-MID）

发光法

血清

4 小时

图 2 宫颈刮片标本和组织中 PAX1 甲基化水平的对比

基化，显示欧美对宫颈癌高表达甲基化基因对中国人不一定呈

附：我院开展骨标志物检测的项目及费用清单

220 元

β- 胶原特殊序列
(β-CTX）				

现高表达现象，在 Lin 等研究中亦显示 SFRP1 在宫颈腺癌呈现

在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基因的表观遗传学变化，往往

52.2% 甲基化比例，更凸显独特甲基化癌症基因将会在未来临床

早于组织病理学的变化，因此，对关键基因的特定甲基化位点进行

特殊癌症治疗上具重要贡献与意义。

检测，可以作为临床筛查宫颈癌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配对盒家

大量医学研究表明，DNA 异常甲基化与肿瘤的发生、发展、

族基因 1（PAX1）启动子区域的 CpG 岛甲基化程度异常升高会

细胞癌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宫颈肿瘤细胞中，近年来，PAX1 基

导致细胞癌变，其甲基化阳性率与宫颈癌前病变的进展有密切的关

因 ( 配对盒家族基因 1) 启动子被甲基化后会因此造成基因沉默或

系（如图 1 所示）。同时，PAX1 甲基化检测与 HPV 检测有很好

失活，因而丧失 PAX1 抑制肿瘤生长的途径，形成宫颈癌（图 1）。

的一致性，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特异性（如图 2 所示，正常标本

PAX1 基因甲基化已具国际广泛研究，尤其是在筛查、ASCUS 与

PAX1 甲基化检测正常）。因此，PAX1 基因可作为宫颈癌早期诊
断的分子标志物，用于宫颈癌的临床早期筛查。
表 1 宫颈病理标本和正常标本中，HPV 检测和 PAX1 甲基化检测的对比

二、新型宫颈癌分子标志物 -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
供稿 | PCR 刘芳

1、背景知识
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第二大妇科恶性肿瘤，并呈现年轻化趋势。研究发现宫颈癌主要病因是高危险群人类乳头瘤状病毒 (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HR) 感染，HPV-HR DNA 与宿主 DNA 整合后所编码的 E6、E7 蛋白质作用于抑癌基因 p53 等，使细胞

目前，在临床研究上，对宫颈刮取标本进行重亚硫酸盐修饰，

失去正常调控，从而促进宫颈癌发生是被公认的主要机制，但该机制无法说明宫颈组织中 p53 蛋白表达蓄积的现象，亦无法解释 ASCUS

利用修饰后的碱基差异对特异位点进行 PCR 检测，特别是高特异

发展成癌症或是恢复成正常细胞现象。

24

图 1 配对盒家族基因 1（PAX1）的甲基化

性和高灵敏度的荧光定量 PCR 技术，可以定性分析样本中基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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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点的甲基化情况，在宫颈早期病变阶段做出准确的分子学诊断。
在宫颈病变前期及时了解患者的情况，可以及早地进行干预，从而
阻断宫颈癌发生或病变发展，大大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提高治愈
率。

三、抗中性粒细胞抗体在
川崎病诊断中的价值

目前已经证实 ANCA 与血管炎的发生有关；而 KD 的主要病理改

综上所述，在 KD 发生发展中，血清 ANCA 可能是一个重要

变是全身性血管炎。有研究发现 ANCA 在 KD 患儿中阳性率较高

的病理因素，可作为早期 KD 的参考诊断指标和发生冠状动脉损害

(69.4%), 虽低于韦格纳肉芽肿 (WG) 阳性率 85.0%, 但较系统性

的一项实验室预警指标。因此，当临床上遇到可疑 KD 的患儿时，

红斑狼疮 (SLE) 所报道的 55.3% 阳性率要高 , 提示 ANCA 在 KD

可增加血浆 ANCA 的检测以提高早期诊断的检出率，进行必要的

的发生发展中可能占有重要的角色。首先，患儿中不同年龄组出现

供稿 | 免疫组 彭磊文

治疗干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现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已开展血清

ANCA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男、女患儿中出现 ANCA 的

ANCA 检测项目“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主要包括蛋白酶 3、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D 患儿发热的持续时间与 ANCA

乳铁蛋白、髓过氧化物酶、弹力蛋白酶、组织蛋白酶、杀菌性膜通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次，研究发现 KD 患儿在确诊 KD 后

透性蛋白等指标；项目收费 160 元 / 套，无抗凝剂真空采血管（红

给 予 IVIG2g/(kg· d) 治 疗，IVIG 的 使 用 时 间 在 ANCA 阴 性 和

头）采集静脉血，三个工作日（每周二、五）出报告。欢迎各位临

ANCA 阳性病例两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用 χ2 检验分析显示

床老师电话（028-85501277）咨询相关内容。

3、适用于做 PAX1 甲基化检测的人群
3.1 宫颈癌筛查或定期评估者；

1982 年由 Davies 等首先从肾小球肾炎和系统性血管炎患者

3.2 HPV 检测阳性者；

的血清中检测到抗中性粒细胞抗体（ANCA），是近 10 年来国际

3.3 宫颈细胞涂片检测异常者；

上血管炎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包括胞浆型 ANCA(c-ANCA) 和

3.4 宫颈锥切、宫颈手术及放化疗后的病情检测者；

核周型 ANCA( p-ANCA)，p-ANCA 的靶抗原主要为髓过氧化

3.5 宫颈液基细胞（TCT）检测异常者。

物酶 ( MPO)，c-ANCA 的靶抗原主要为蛋白水解酶 3(PR3)。
MPO 存在于中性粒细胞嗜天青颗粒和单核细胞的溶酶体中，可以

4、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的意义

催化过氧化氢和卤素反应产生次卤酸，在中性粒细胞中发生氧爆炸

4.1 对 HPV 阳性或疑似阳性的个体，进行 PAX1 基因甲基

或产生超氧阴离子，释放氧自由基对血管内皮细胞产生损伤和细胞

化检测，可用于辅助诊断个体是否发生病变；
4.2 对高危个体进行定期检测，有助于及早采取干预措施，
及早发现病变，及早控制；
4.3 PAX1 基因甲基化阳性的个体，提示宫颈可能已经出现
病理变化，提醒医生或个体采取治疗措施。
5、PAX1 基因甲基化检测申请流程（见下图）

溶解，从而造成血管的损伤性炎症。也有人认为 ANCA 可直接损
伤血管内皮，导致血管炎。动物实验证明动脉炎的发生与 MPO 有
关。PR3 存在于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的嗜天青颗粒中，可以消化、
降解不溶于水的弹力蛋白，还可以消化降解许多不同的细胞外基质，
如纤粘连蛋白 I ( fibronectin I) 、胶原 IV( collagen IV)、层粘连蛋
白 I ( laminin I)，此外 PR3 还可以促进中性粒细胞迁移通过基底膜，
因此，PR3 可能造成血管损伤，在血管炎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ANCA 在原发性血管炎中的作用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 许多学者
认为 ANCA 是血管炎相关疾病的始发因素 , 在其发病中起重要作
用。ANCA 的致病机制主要有以下 5 个途径 :(1) 直接激活中性粒

ANCA 阳性组和 ANCA 阴性组两组间对 IVIG 的敏感性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P>0.05)（采用 IVIG 后 36h 内热退且无体温反复者为
IVIG 敏感患儿；用 IVIG 后 36h 不退热或热退后又起者为 IVIG 耐
受患儿）。但是，根据心脏彩超患儿冠状动脉的情况 , 将 KD 的冠
状动脉损害分为 4 级：无改变、冠状动脉内膜粗糙、冠状动脉扩张 ( 以
冠状动脉内径与其主动脉内径比值大于 0.2 为标准 ) 和冠状动脉瘤
样改变 ( 以冠状动脉与其主动脉内径比值大于 0.3 为标准 )。用两
个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显示 P<0.05，两者间有统计学差异，
此外，在另一组 46 例 KD 患儿的临床研究（符合 2002 TKD

遗传代谢疾病（IMD）是氨基酸、有机酸、糖、脂肪、激素等

诊 断 标 准 的 患 儿 30 例；IKD 患 儿 16 例） 中 发 现， 急 性 期 血 清

先天性代谢缺陷的总称 , 有数百种 . 虽然每种疾患均属少见病 , 但

ANCA 阳性 30 例（阳性率为 65%），其中 TKD 组 ANCA 阳性

累积患病率相当可观 , 危害极大 . 对机体造成很大损害，大多数患

19 例，IKD 组阳性 11 例，虽两组 ANCA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者于儿童时期起病 . 患者临床表现复杂 , 个体差异很大 , 轻者终身

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不发病 , 重者猝死。根据分化物质将其分类分为：氨基酸（苯丙酮
尿症、同型半胱氨酸尿症、酪氨酸血症）、有机酸（甲基丙二酸血症、
丙酸血症、异戊酸血症）、脂质（高雪氏病、尼曼 - 匹克氏病）、

激活 T- 淋巴细胞系统 ; (5) 如机体缺乏 α1 -AT, 直接引起血管炎

尿素循环（鸟氨酸氨基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瓜氨酸血症）、碳水

症损伤。目前 ANCA 已成为系统性血管炎的敏感血清学诊断工具；

化合物（半乳糖血症、糖原累积症、果糖不耐受症）、金属（肝豆

因此分析 ANCA 在川崎病（KD）中的临床意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

状核变性、Menkes 病）、激素（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先天性

KD 发生的病理生理。

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溶酶体病（粘多糖病、神经鞘脂病）、过氧

KD 即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 , 至今病因不明 , KD 的发病机制

化小体病（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zellweger 氏病）、线粒体病（线

也未完全清楚 , 现在比较认可的发病机制，主要包括发病急性期的
免疫损伤性血管炎是 KD 的显著特征。冠状动脉病变 KD 的主要并
发症 , 未经治疗的患儿冠状动脉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20% -25%，
IVIG 的广泛应用使其发生率显著下降 , 但约有 5% 患儿在 IVIG 治
疗后仍可发生冠状动脉病变。在一组由北京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644
例较大病例的研究分析，患儿年龄、性别、发热持续时间、IVIG
使用时间、IVIG 使用剂量、ESR、h-CRP、血浆白蛋白、WBC
计数、血红蛋白作为自变量 , 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患儿
性别 (P < 0.001)、IVIG 使用剂量 (P=0.047) 与 KD 合并冠状动
脉扩张的发生独立相关 , 是冠状动脉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 而其余
因素并未发现有独立相关性。由此，目前尚缺乏实验室检查能预警
冠状动脉损害的发生。
目 前，KD 分 典 型 KD(TKD) 及 不 完 全 KD(IKD)， 其 诊 断 主
要依靠临床表现，尚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方法，尤其 IKD，常因误诊
或漏诊而延误治疗，导致冠状动脉瘤的发生。据文献报道， IKD
较 TKD 更容易并发冠状动脉损伤。因此，如何对 KD 做出早期诊
断，并及时给予临床干预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抗
中性粒细胞抗体 (ANCA) 在诊断 KD 中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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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ANCA 阳性患儿冠状动脉损伤程度重于 ANCA 阴性患儿。

细胞系统 ;(2) 激活单核细胞系统 ;(3) 直接损伤内皮细胞 ;(4) 直接

免疫系统高度激活导致的血管炎损害 , 其中 , 免疫系统的高活化及

四、串联质谱应用于遗传
代谢疾病的筛查

KD 患儿急性期行 UCG 检查冠状动脉的情况显示 UCG 检测

粒体脑肌病、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IMD 会导致能量合成障碍、

异常 15 例，阳性检出率为 33%，而 KD 患儿急性期 ANCA 的阳

高氨血症、低血糖发作、血管血栓、有机酸中毒等导致机体的损伤。

性率为 65%，显著高于冠脉病变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发病年龄越早，病情越重死亡率越高。发病后通常呈现进行性加重、

义 ( χ2 = 9.79，P ＞ 0.01)。15 例发生冠脉病变的 KD 患儿中，

通常导致早期夭折或者终身残疾、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

ANCA 阳性患儿冠脉扩张 11 例，动脉瘤 2 例 ; ANCA 阴性患儿中

减少 IDM 的致残率和死亡率的关键是早诊断，早诊断是早治

冠脉扩张 2 例，无动脉瘤。ANCA 阳性患儿冠脉病变发生率显著

疗的基础。而遗传大写疾病早期无症状，跟正常婴儿无区别，极易

高于 ANCA 阴性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2。

漏诊，发病初期，症状不典型，容易误诊；表现典型症状时，已为

KD 患儿，包括 TKD 和 IKD 患儿，血清 ANCA 阳性率在急性期

时太晚，对患儿已经造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单靠医生经验判断通常

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在恢复期显著下降，提示血清 ANCA 阳性率

会造成遗传代谢疾病诊断的漏诊和误诊。依靠实验室手段对新生儿

在 KD 急性期增高有助于 KD 的早期诊断，可作为早期诊断的一个

遗传代谢疾病进行筛查能够有效早期发现遗传代谢疾病，实现遗传

重要参考指标。

代谢疾病的早诊断早治疗，较少遗传代谢疾病带来的致残率和致死
率。我国卫生部于 2010 年 11 月制订了《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
范（2010 年版）》，对我国目前的两个主要筛查病种苯丙酮尿症
随及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筛查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指导，其
新生儿筛查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成都市将 G6PD 酶缺
乏和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也纳入了新生儿遗传代谢疾病筛查检
测中。但目前筛查的遗传代谢疾病覆盖太少，传统的筛查方法都属
于“一种实验检测一种疾病”，费用高、周期长，不适用于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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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群体筛查。1990 年，Millington 等首次将串联质谱（MS/

衍生化以提高灵敏度后分析。通过流动相将萃取液直接引入到质谱

MS）应用于新生儿筛查，此项技术快速、可靠，能在 2 分钟实现

仪中分析，无需色谱分析萃取物。MS/MS 通过两个质量过滤器来

内对一个标本进行几十种代谢产物的分析，检测 40 余种遗传代谢

检测目标待测物。第一个质量过滤去分离出目标待测物，同时剔除

疾病（表 1），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M S ／ M S 新生儿疾病筛

剩余的。然后这些化合物被裂解产生碎片离子，这些碎片离子被第

查现在已广泛应用于西方国家、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上海

二个质量分析器分离。这个过程每秒可以处理多次。从进样到 MS/

及广州地区也逐渐开展这项工作。串联质谱技术具有特异性高、灵

MS 分析器整个分析过程少于 2 分钟。通过计算分析物的响应和已

敏度高、检测速度快、重复性好等特性。

知浓度内标的响应比值，我们可以计算分析物的浓度。通过一系列

质谱技术是通过检测物质的质量和电荷比（m/z），对物质进
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串联质谱是由两个质谱仪经一个碰撞室串联而

规则来评估结果将化合物浓度和代谢疾病关联起来，结合临床分析
提供诊断。

成。最简单的串联质谱由两个质谱串联而成，其中第一个质谱仪

遗传代谢疾病的治疗关键在于早治疗，早治疗的关键在于早诊

（MS1）作为分离器，第二个质谱仪（MS2）作为分析仪来对混

断。运用串联质谱技术筛查遗传代谢疾病能够实现疾病的早诊断，

合物直接进行分析。

早治疗，提高生存质量，提高人口素质。

在新生儿筛查中 MS/MS 的应用主要分为 5 个部分：样本收集、
样本制备、MS/MS 分析、说明和报告（图 1）。用滤纸片采集新
生儿足跟血，晾干的干血斑方便保存和运输。样品来自婴儿的干血
斑样本中的一部分（孔径 3.2-6.4mm）。使用含有每一个目标待
测物的内标浓度已知的溶液萃取。内标的使用使得测试结果不再取
决于精准的体积转移。经过合适的萃取时间，转移萃取液（可丢弃
提取后的干血片）。萃取液可以直接用于分析或者某些化合物经过
表 1A 有机酸血症

28

2018 年 第 02 期

29

MEDICAL
LABORATORY BULLETIN

的特点。图 1.1 为其 BM 白血病细胞瑞氏染色，图 1.2 为其 POX
染色。

文献交流
（胎儿游离DNA专题）

图 1.1 病例 1 瑞氏

白血病细胞形态学检查的体会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检验中心—康慧媛 李绵洋（摘自《定点向金 - 临床实验室》杂志）

来不是绝对的，因为实际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 AML 亦呈阴性，特

MICM（细胞形态学 Morphology、免疫学 Immunology、细胞遗

别是以原始单核细胞为主的未分化型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AmoL）

传学 Cytogenetics、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诊断模式中的首要

细胞，也有 ALL 伴有部分髓系表达或双克隆白血病细胞病例存在。

诊断手段，以其直观性、时效性、经济性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

第二是糖原染色（PAS）： 也称过碘酸雪夫染色，可根据其

时，形态学检查因其较强的主观经验性，对人员能力要求高，不仅

阳性特征鉴别 AML 和 ALL 细胞。通常 ALL 细胞 PAS 染色呈阴性，

需要骨髓形态学、临床血液病学及相关免疫学、遗传学等知识储备

或颗粒状阳性，细胞背景干净，紫红色颗粒分明，可覆盖细胞核上；

并融合；还需要大量病例积累以丰富诊断经验。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 PAS 染色呈弥散状，细胞质内呈弥散紫红

急性白血病，最基本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急性
髓细胞白血病（AML）分型，对于患者意味着及时恰当的治疗，是

第三是特异性酯酶（CE）： 可用于鉴别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和
AmoL。通常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 CE 呈阳性；AmoL 细胞 CE

态学检查，白血病性原始细胞的识别是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知识和能

呈阴性。但仍有少部分以幼单为主的 AmoL 细胞 CE 染色亦呈阳性。
第四是非特异性酯酶（NAE）： NAE 的 NaF 抑制试验可用

粒系原始细胞特点： 胞体中等大小，约 15μm，比较规则的

于鉴别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和 AmoL。通常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

圆形或椭圆形；胞核圆或椭圆形，染色质呈细颗粒状，分布均匀，

NAE 染色不受 NaF 抑制；AmoL 细胞 NAE 染色可受 NaF 抑制。

核膜薄；核仁一般比较明显，边清楚，数量较多，常 2-6 个；胞

还有更多的细胞化学染色可用于急性白血病细胞类别的判别，

质量少，染浅蓝色、明亮天蓝色，均匀一致，无颗粒，或少量细小

这些化学染色结果在急性白血病形态学分型诊断的实际工作中给予

的紫红色颗粒（Ⅱ型原始）。

检验人员很多鉴别性信息，合理地应用化学染色，有助于提高形态

则形；胞核比原粒细胞大，圆或椭圆形，多数病例可见折叠、凹陷，
常偏位分布，核染色质纤细网状；核仁 1-3 个，多数为 1 个明显

见较粗大的紫红色颗粒。这一特征符合 AmoL 细胞的 PAS 染色特

患者张某，女，48 岁，全血减少三年，加重两周就诊。血常规：
骨髓细胞形态（BM）：原始细胞占 74.0%，其胞体多中等大
小，部分偏大，较规则；胞核多数规则，有的可见双核，可见凹陷、

核周淡染区明显。

折叠、扭曲；染色质略粗，略疏松，多数细胞可见核仁 1-2 个；

学染色是常用的形态学辅助检查手段。

不能仅依据 POX 判断为 AML 还是 ALL。部分 AmoL 细胞可呈

图 1.3 为 AL 细胞 PAS 染色，图 1.4 为 AL 细胞 CE 染色，图 1.5

POX 阴性 。此时要结合 PAS 及 NAE、NAE-NaF 三种染色检验

为 AL 细胞 NAE 染色，图 1.6 为 AL 细胞 NAE-NaF 抑制试验。

结果明确急性白血病类型。

以下是较典型 ALL 和 AmoL 细胞瑞氏染色及化学染色形态图片。图 1.7-1.9 为 ALL 细胞形态，图 1.10-1.14 为 AmoL 细胞形态。

图 1.7 ALL 瑞氏

图 1.8 ALL POX

图 1.11 AmoL POX

图 1.12 AmoL NAE

图 1.10 AmoL 瑞氏

图 1.13 AmoL NaF

图 1.14 AmoL CE

浆量中等或略丰富，染灰兰色，可见空泡。
该患者 AL 细胞形态：胞体多中等大小，较规则；胞核多数规则，

病例二：AML 进一步区分亚型中最重要的是鉴别急性多颗粒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患 者 高 某， 男，51 岁， 乏 力 1 月， 发 热 1 周。 血 常 规：
WBC 2.3×10 9/L、Hb 66g/L、原幼 14/20、PLT16×109/L。
骨髓细胞形态：原幼细胞占 86.4%，其胞体大小不一，略不

可见凹陷、折叠、扭曲；染色质略粗，略疏松，多数细胞可见核仁

规则；胞核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可见切迹、折叠、凹陷；染色

急性白血病首要细胞化学染色是过氧化物酶（POX）： 可

1-2 个，兼具 ALL 和 AML 形态特点，不易区分。该患者 AL 细胞

质颗粒状，稍疏松，部分细胞可见 1-3 个核仁；胞浆量少或中等，

用于鉴别 AML 和 ALL。通常 ALL 细胞 POX 呈阴性，AML 细胞

POX 阳性率：0%。此时并不能轻易认定该患者为 ALL。需谨记

染蓝色或灰色，内有粗细不一的嗜天青颗粒，多数浆缘有伪足突出。

POX 呈阳性，判断标准在教材中常设定为 3%。这一标准现在看

如前文提及以原始单核细胞为主的 AmoL 细胞 POX 染色可呈阴性

图 2.1 为病例 2 的白血病细胞瑞氏染色。

30

图 1.9 ALL PAS

WBC 2.24×109/L、Hb 85g/L、PLT 77×109/L。

核仁周围核染色质致密；胞质量少，亮蓝色，呈围于核周的狭带状，

实际工作中，多数病例细胞所呈现的系列特征未必很典型，细胞化

ALL 细胞的化学染色特征因此，该患者应诊断 AmoL 而非 ALL。

以下就几个平时工作中遇到的病例，分享其形态学诊断过程的

无颗粒，或少量灰尘样细小颗粒（Ⅱ型原始）。

部分急性白血病细胞具有典型的细胞系列特征，易于鉴别，但

形态学检查体会： 瑞氏染色下白血病细胞形态特征不典型时，

经验和心得。
病例一：急性白血病最首要的分型是鉴别 ALL 和 AML。

淋系原始细胞特点： 胞体较原粒细胞稍小，圆形；胞核圆或

性率：12%。这些结果符合 AmoL 的白血病细胞特点，而不符合

学诊断的水平和能力。

的大核仁；胞质较丰富，有的边缘不规则，蓝或灰蓝色，不透明、

椭圆形，核染色质丰富，结成稍粗的颗粒状；核仁 1-2 个，较明显，

图 1.6 病例 1 NaF

弥散颗粒状，特点是胞质有一层淡粉色的弥漫背景色，胞质边缘可

红色，细胞膜附近可见粗大紫红色颗粒。

涂片细胞学瑞氏染色检查是最重要的辨别手段。对于急性白血病形

单核系原始细胞特点： 胞体较原粒细胞稍大，圆形或略不规

图 1.5 病例 1 NAE

进一步化学染色，包括 PAS、CE、NAE 及 NaF 抑制试验，
如图 1.3-1.6。该患者白血病性原始细胞 PAS 阳性率：100%，

色；AmoL 细胞 PAS 为弥散颗粒状阳性，细胞质内呈淡的弥散紫

关乎生命的诊断结果。在 AML 和 ALL 的形态学鉴别诊断中，骨髓

力。

图 1.4 病例 1 CE

图 1.2 病例 1 POX

点。CE 阳性率：0%，NAE 阳性率：66%，NAE-NaF 抑制后阳
白血病是最常见的血液系统肿瘤，形态学检查仍是白血病

图 1.3 病例 1 PAS

图 2.1 病例 2 瑞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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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者瑞氏染色 AL 细胞形态不易区分 APL 和 AmoL。按照

APL 化学染色特征。图 2.2 为白血病细胞 POX 染色，图 2.3 为

通常情况， APL 细胞形态为：以多颗粒早幼粒细胞为主，多颗粒

CE 染色，图 2.4 为急性白血病细胞染色 NAE，图 2.5 为急性白

早幼粒细胞与正常早幼粒细胞形态不同，胞体常呈椭圆形；核偏

血病细胞 NAE-NaF 抑制试验。

病例三：除了急性白血病，慢性白血病的鉴别诊断亦很重要。
患 者 史 某， 男，39 岁，WBC 升 高 1 月 就 诊。 血 常 规 ：
W B C 2 3 . 7 2 × 1 0 9/ L ↓ 、 H b 1 4 3 g / L ↓ 、 P L

于一侧，核形常有变异（如不规则、切迹、折叠、凹陷、肾形、

T259×109/L、单核 40%。

哑铃形、分叶形等）；胞质中有异常的嗜天青颗粒，颗粒或粗大

骨髓：骨髓增生极度活跃，G/E=25.4:1。粒系占 91.6%，各

或细小，常可见多个 Auer 小体排列散乱或呈束状，称为柴捆状

阶段可见，原始细胞约占 6.8%，早幼粒、中幼粒比例增高，余比

Auer 小体。其中柴捆状 Auer 小体是 APL 较典型的特征。该患

例大致正常。嗜酸、嗜碱细胞可见。红系占 3.6%，比例减低。成

者白血病细胞形态：胞体大小不一，略不规则；胞核可见变异；

熟红细胞形态未见明显异常。淋巴细胞占 3.6%。单核细胞占 1.2%，

胞质内有粗细不一的嗜天青颗粒，未找到 Auer 小体。若按照细

形态未见明显异常。全片（1.0cm×1.0cm）见巨核细胞 216 个，

胞形态描述诊断，很容易将该患者诊断为 AmoL（原始单核细胞

各型可见。血小板散在可见。血片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染色阳性

形态见前述）。
加 做 化 学 染 色 POX、CE、NAE、NAE 的 NaF 抑 制 试

图 2.2 病例 2 POX

图 2.3 病例 2 CE

验，如图 2.2-2.5。APL 化学染色特征：POX 及 CE 染色强阳

图 3.3 CML BM

图 3.4 CML PB

率：1%（3-50%）、积分：1 分（3-73 分）。
图 3.1 为骨髓的白血病细胞瑞氏染色，图 3.2 为外周血白血病

性，通常 POX 阳性率达 90% 以上，CE 阳性酶型为弥散状，且

细胞瑞氏染色。

NaF 并不能抑制 NAE 染色。该患者白血病细胞 POX 阳性率：
图 3.5 CMML BM

100%，强阳性，白血病细胞更倾向于粒系来源。CE 阳性率：
38%，弥散状，是较典型的 APL 细胞的 CE 酶型。同时白血病

以上虽然是 3 个较常见的病例，但形态上均存在“不典型”之

细 胞 NAE 阳 性 率：42%，NaF 抑 制 后 阳 性 率：36%，NaF 并
不 能 抑 制 NAE 染 色， 不 符 合 AmoL 化 学 染 色 特 征， 更 倾 向 于

图 3.6 CMML PB

图 2.4 病例 2 NAE

处。细胞形态学检查除了在相关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对急性白血病细

图 2.5 病例 2 NaF

胞瑞氏染色和化学染色严谨分析外，尚需以 MICM 诊断模式为基石，
特别是流式的 CD 标志对于判断白血病原始细胞的类别，基因及遗
传学检查对于疾病治疗方案的整体把握，并结合临床情况，才能做

形态学检查体会： 瑞氏染色 APL 细胞形态特征不典型时，不能仅依据柴捆状 Auer 小体作为诊断 APL 分型的唯一证据。部分 APL 细
胞形态不典型，此时要结合 POX、CE 及 NAE、NAENaF 三种染色检验结果明确 APL 诊断。APL 与 AmoL 在临床治疗上有很大区别，
APL 极易伴发严重 DIC，因此，APL 及时准确诊断对挽救患者生命非常重要，现常将该类型急性白血病的初步诊断作为临床检验危急值向
临床汇报。

图 3.1 病例 3 瑞氏 BM

图 3.2 病例 3 瑞氏 PB

出最准确的诊断。

该患者按照 CMML 诊断标准：（1）持续性单核细胞增多，
＞ 1×109/L。（2）Ph（-），BCR-ABL1（-）。（3）PB 或

以下是较典型 APL 细胞瑞氏染色及化学染色图片（图 2.6-2.11）

BM 原始细胞＜ 20%。（4）髓系中 1 个或 1 个以上细胞系别有发
育异常；如无发育异常或极微，但其它条件符合，且有以下表现者，
仍可诊断为 CMML：骨髓细胞有获得性克隆性细胞遗传学异常，
或单核细胞增多已持续至少 3 个月，而且除外可引起单核细胞增多
的其他原因。该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增多，为 9.49×109/L，远＞
1×109/L。若按照第（1）条标准，该患者容易判断为 CMML。
首先，应注意第（1）、（4）条标准单核细胞增多还有持续
至少 3 个月的要求，第二条还有 Ph（-），BCR-ABL1
（-）。的要求。患者就诊时仅 1 月病程，伴有感染，经基
因和染色体检查，Ph（+），BCR-ABL1（+），且为特殊类型

图 2.6 APL 瑞氏

图 2.7 APL POX

图 2.8 APL PAS

BCR-ABL1（+）。 因 此， 患 者 仍 应 诊 断 为 BCR-ABL1（+）
CML。其次，看患者涂片中单核细胞形态，与典型 CMML 常出现
的异常单核细胞不同，更倾向于反应性单核细胞增多的形态。第三，
患者骨髓中单核细胞比例仅为 1.2%，且无原始、幼稚单核细胞，
这些特征均不符合典型的 CMML。
形态学检查体会：CML 和 CMML 治疗方案差异大，因此正
确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尤其重要。因此不能仅靠瑞氏染色细胞形态的
某一特征就轻易地给出形态学检查意见，还需要结合临床情况及综
合考虑 MICM 诊断模式，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形态学诊断。
以下是较典型 CML 和 CMML 细胞瑞氏染色 BM 和 PB 细胞
形态图片。图 3.3-3.4 为 CML 细胞形态，图 3.5-3.6 为 CMML

图 2.9 APL CE

32

图 2.10 APL NAE

图 2.11 APL NaF

细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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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季度（1-3 月）
主要分离菌耐药率通报

检验科服务之星——张玉
供稿 | 样本处理组 陈春凤

仲夏，没有春的万物复苏，

供稿 | 周伟 旷凌寒

为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现将 2018 年第一季度（1-3 月）医院全院主要病原菌分离率和耐药率通报如下：

没有秋的硕果累累，独有的是那

1 细菌分离情况：

炽热的浩瀚热情、让人无法躲避
的闷热，在闷热的风中，她的故

2018 年 1-3 月，共分离病原菌 1445 株，其中专性厌氧菌 256 株，占 17.7％；需氧革兰阴性杆菌 591 株，占 40.9%；需氧革兰阳

事夹杂着一丝丝淡淡的清凉，沁

性球菌 349 株，占 24.2%；酵母样菌 145 株，占 10.0％；其它菌（解脲脲原体 / 肺炎支原体 / 分枝杆菌）104 株，占 7.2%。与上一季度

人心脾……

相比，构成比变化不大。分离率前十位的细菌 / 真菌分别是：流感嗜血菌 365 株（25.3％）；金黄色葡萄球菌 121 株（8.4％）；白色假丝

张玉是检验科样本处理组的

酵母菌 101 株（7.0％）；大肠埃希菌 90 株（6.2％）；疮疱丙酸杆菌 67 株（4.6%）；肺炎链球菌 67 株（4.6％）；惰性乳杆菌 50 株（3.5%）；

一员，从事本职工作已十四年，

肺炎克雷伯菌 38 株（2.6％）；阴道加德纳菌 36 株（2.5%）；光滑念珠菌 31 株（2.1％）；

她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现在。在

2 主要病区前五位病原菌分布：

工作中，她严格要求自己，积极
参加医院、科室组织的各项学习
活动。样本处理组是检验科的一
个对外窗口之一，反映了科室的

病区 \ 病原菌

1

2

3

4

5

妇科
（37 株）

大肠埃希菌
（7 株）

表皮葡萄球菌
（6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3 株）

粪肠球菌
（3 株）

脆弱拟杆菌
（2 株）

产科
（318 株）

疮疱丙酸杆菌
（59 株）

惰性乳杆菌
（41 株）

解脲脲原体
（39 株）

大肠埃希菌
（26 株）

粪肠球菌
（19 株）

新生儿科
（89 株）

解脲脲原体
（15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3 株）

大肠埃希菌
（9 株）

鲍曼不动杆菌（7 株）
表皮葡萄球菌（7 株）

肺炎克雷伯菌
（6 株）

心血管
（89 株）

流感嗜血菌
（52 株）

肺炎链球菌
（12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6 株）

卡它莫拉菌（4 株）
血链球菌（4 株）

肺炎克雷伯菌
（3 株）

普儿一
（40 株）

流感嗜血菌
（16 株）

屎肠球菌
（6 株）

肺炎链球菌
（4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3 株）

肺炎克雷伯菌（2 株）
大肠埃希菌（2 株）

普儿二
（130 株）

流感嗜血杆菌
（72 株）

白色假丝酵母
（16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2 株）

肺炎链球菌
（8 株）

屎肠球菌
（5 株）

儿科 ICU
（97 株）

流感嗜血菌
（33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13 株）

肺炎链球菌
（10 株）

大肠埃希菌
（9 株）

肺炎克雷伯菌
（7 株）

急诊儿科
（305 株）

流感嗜血菌
（162 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51 株）

肺炎链球菌
（30 株）

大肠埃希菌
（17 株）

卡它莫拉菌
（12 株）

形象，作为其中的一员，张玉老
师每天都用热情和努力，以敏锐
的观察力和精湛的技术来为病患
服务。作为一名采血人员，不仅

图 31 工作和生活中的张玉老师

要有细心、耐心、爱心、责任心，
还要有良好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
能、沟通能力和技巧。因为我院

一进门就紧张给她讲：“老师，你给我扎轻一点，找准、找仔细点，我每周都要来抽血，血管不好找，

是妇女儿童医院，每天往来医院

都有点害怕采血。”看着紧张、焦虑的婆婆，张老师微笑着对她讲：“婆婆，你放轻松些，越紧张血

的有小孩及其监护人、也有挺着

管就会走越收缩，导致更不好穿刺，您要相信我，我会仔细地给你找好了位置再下针！”听了张老师

大肚的孕妇，稍有疏忽，不严格

的话后，婆婆露出了放心的微笑！张玉熟练地消毒穿刺，一针见血，顺利地完成了采血。当时婆婆连

按照 SOP 进行操作，都有可能

声感谢！张玉老师微笑着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因为她深深地知道，面对病人一定要多交流、

出现诸如贴错管子、条码、抽错

沟通，消除患者恐惧的心理，才能得到的他们信任。我们的工作开展得顺利，也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

血情况等，导致重复采集标本，

服务质量！因为她日常对工作的细心、对病人的体贴，我们都亲热的叫她“张妈”……

给病人带来不便。
记得有次她在门诊窗口采血
时，进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婆婆，

34

尽管采血工作很平凡、繁琐，但张玉老师任劳任怨、从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被
评为 2017 的服务之星是对她工作的肯定。相信她在平凡的岗位上会一如既往的努力工作，与人为善、
坚定不移、全心全意的为每一位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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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原菌临床标本来源

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分别为：头孢曲松 40.5％、头孢他

痰及呼吸道标本 680 株，占 47.1％；全血 68 株，占 4.7％；
生殖道标本 390 株，占 27.0％；脓 41 株，占 2.8％；尿液 48 株，
占 3.3％；脑脊液、胸腹水 7 株，占 0.5％；创面分泌物 16 株，占 1.1％；
大便 4 株，占 0.3%；其它种类标本 191 株，占 13.2％。

啶 10.1％、头孢吡肟 8.9％；单酰胺类氨曲南耐药率为 16.5％；
头霉素类头孢替坦 1.3％、头孢西丁 2.6％；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及

输血
园地

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27.8％及 26.6％，复方磺胺耐药率为
35.4％。

4.4 肺炎链球菌（55 株）： 根据标本来源，分别按照
脑脊液及非脑脊液折点判读，2018 年第 1 季度肺炎链球菌对青霉

4 主要病原菌耐药率
4.1 流感嗜血菌（336 株）： 第 1 季度分离的流感嗜
血菌 77.1％ β 内酰胺酶阳性；氨苄西林耐药率为 81.5%；阿莫
西林 / 克拉维酸、利福平、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分别为 2.4％、0％、
0％；对头孢克洛、头孢呋辛、头孢硫咪的耐药率分别为 51.8％、
49.1％和 60.4％；复方磺胺耐药率为 88.4％；氯霉素耐药率为
2.4％；四环素耐药率为 3.3％。

4.2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108 株）：

青霉素耐药率

93.5 ％； 苯 唑 西 林 耐 药 率（MRSA） 为 25.9%； 红 霉 素 耐 药 率
63.9％；克林霉素耐药率 62.0％；复方磺胺耐药率 19.2％；、莫
西沙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6.5％、6.5％；对万古霉素、利
奈唑胺、替加环素无耐药。

4.3 大肠埃希氏菌（79 株）：大肠埃希菌产 ESBL 率
39.2%；对碳青酶烯类药物（亚胺培南、厄它培南、美罗培南）耐
药率 0.0%；阿米卡星 0.0％、呋喃妥因 0.0%；哌拉西林 / 他唑巴

素的不敏感率为 3.6％；头孢噻肟的耐药率 0.0％；万古霉素、利
奈唑胺、利福平的耐药率为 0.0％；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率分
别为 100.0％、100.0％；复方磺胺 22.2％；四环素 16.4％；氯
霉素 7.3％；左氧氟沙星 1.8％；奎奴普丁 / 达福普汀 1.8%；泰利
霉素 3.6%。

4.5 肺炎克雷伯菌（32 株）：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
率 44.4%；对碳青酶烯类药物（厄它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
耐 药 率 分 别 为 13.8%、13.8%、13.8%； 阿 米 卡 星 0.0 ％、 呋
喃妥因 10.3%；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31.0％；头孢哌酮 / 舒巴坦
29.6％；氨苄西林 / 舒巴坦 55.2％；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

高抗 -D 效价孕产妇产前管理及新生儿救治

分别为：头孢曲松 58.6％、头孢他啶 31.0％、头孢吡肟 27.6％；
供稿 | 血库组 陈剑

单酰胺类氨曲南耐药率为 24.1％；头霉素类头孢替坦 13.8％、
头孢西丁 21.4％；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及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
10.3％及 6.9％，复方磺胺耐药率为 24.1％。
目的 : 通过分析 15 例 RhD 抗体效价≥ 128 孕妇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15 cases of

的临床干预与产后新生儿的治疗，总结我院监测、治疗母亲高血

RhD antibody titer over 128 of pregnant women with postpartum

型抗体效价致新生儿溶血病的方法经验。方法：分析总结 2013

and neonatal clinical intervention or treatment, summerize some

年 1 月 -2017 年 6 月 到 我 院 产 科 门 诊 就 诊 的 RhD 阴 性 孕 妇，

monitoring, treatment with mother high blood antibody titer to

RhD 抗 体 效 价 ≥ 128 的 孕 妇 共 14 例（ 其 中 1 例 为 双 胞 胎），

hemolytic disease of fetal and newborn disease of the experience

均 入 院 后 行 RhD 抗 体 效 价、 胎 监、MCA-PSV，S/D， 并 依 据

and method in our hospital.

检测结果确定新生儿出生时机，产后新生儿立即送脐血检测新生

2017 June RhD negative pregnant women in obstetrics clinic of our

儿溶血病 3 项试验及相关血型血清学，结合患儿临床表现和实验

hospital, RhD antibody titer over 128 of pregnant women were 14

[ 摘要 ]

坦 1.3％；头孢哌酮 / 舒巴坦 3.9％；氨苄西林 / 舒巴坦 35.4％；

室检测结果，给予蓝光、静脉丙种球蛋白、白蛋白、输血、换血
等治疗。结果：经产前严密的监测，15 例由高效价抗 -D 引起的
HDFN，新生儿出生后均存活，2 例患儿（双胞胎）RhD 血型抗
原“遮蔽”出现假阴性结果，所有患儿新生儿溶血病 3 项试验均
为阳性，输血率为 73.3%（11/15），换血率为 60%（9/15），

崔亚利老师
崔亚利，检验科主任助理，主管技师。2010
年获得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学位。2011 年进入我

换 血 后 Hb 由 106.2±30.3g/L 升 至 145.3±23.3g/L， 换 血 前
后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5）； TB 由 187±77.3umol/
L 降 至 161±59.1umol/L， 换 血 前 后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

analyzed 2013 January to

cases (including 1 cases of twins), were hospitalized by RhD antibody
titer, fetal heart monitoring, MCA-PSV, S/D, and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to determine the timing of birth, The immediate delivery of
umbilical cord blood for postpartum neonates to neonatal hemolytic
disease 3 trials and related blood group serology, combined with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giving Blu ray,
gamma globulin and albumin, blood transfusion, blood transfusion
and oth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antenatal closely monitored, 15
cases of HDFN caused by high titer anti-D, after the birth were alive,

院检验科工作，轮转了检验科临床生化、血液、

0.05）；Plt 由 149×109/L±104.4×109/L 降 至 69.3×109/

微生物、免疫、血库等亚专业，具有较丰富的工

L±39.6×109/L，换血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作经验，特别是在实验室的标准化管理、住院医

所有患儿全部好转出院，其中有 3 例因病情反复入院再次治疗后康

师规范化培训和妇儿感染性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具

the blood transfusion rate was 73.3% (11/15),the rate of exchange

复出院。结论：通过本文的分析，为孕期高抗 -D 效价孕产妇的监

有较深入的研究和经验。工作至今，在国内外刊

transfusion 60%(9/15), after the change of Hb by 106.2±30.3g/L to

测治疗、分娩时机的选择及患儿发生 HDFN 的治疗提供依据：15

145.3±23.3 g/L,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例 RhD 抗体效价≥ 128 孕妇，在孕期通过（1 次 / 每 1-4 周）监

difference (P < 0.05); TB by 187±77.3 umol/L fell to 161±59.1 umol/

校横向科研项目多项。多次获得医院先进、优秀

测孕妇体内抗体效价、胎监、MCA-PSV，S/D 来判断胎儿在母

L,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共产党员及四川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院医

体内的情况，评价选择新生儿的分娩时机（孕 31+3-38+5W），

change (P >0.05); Plt by 149×109/L±104.4×109/L fell to 69.3×109/

师心中好老师”荣誉称号。

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效果。新生儿娩出后根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

L±39.6×109/L,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测数据及时对患儿进行光疗、输血、换血及其它药物治疗，全部好

difference (P < 0.05).All the children were all improved, including 3

转出院，预后良好，HDFN 的救治成功率达 100%。

cases due to illness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discharge after hospital

物上发表学术及教学论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省科技厅、卫生厅及学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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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RhD 抗体效价 血浆置换 新生儿溶血病 输血 换血

2 cases of(twins) RhD by antigen "Mask" to false negative results, all
children with hemolytic disease 3 trials of the newborn were positive,

treatment again.

Conclu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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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high-D titer maternal pregnancy monitoring

取积极治疗措施，如蓝光照射、输注丙种球蛋白、白蛋白，必要时

treatment, timing of birth and children were treated with HDFN.

输血、换血、输注血小板治疗等。

表 1 孕母基本情况与 15 例 HDFN 患儿临床情况

15 cases of RhD antibody titer over 128 pregnant women during
pregnancy through (once / 1-4 per week)for monitoring in vivo
antibody titer,maternal fetal monitoring, MCA-PSV, S/D judgement of
the fetus in utero,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delivery time newborns
(31+3-38+5W),achieved a very good effect. The babies after delivery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laboratory test data in a
timely manner for children with blood transfusion, blood transfusion
and phototherapy and other drug treatment, all cured, the prognosis
is good, the treatment success rate of HDFN was 100%.key

words:

RhD antibody titer; plasma exchange; hemolytic disease of fetal and
newborn; transfusion; exchange transfusion.
新 生 儿 溶 血 病（hemolytic disease of the fetal and
newborn，HDFN）是指胎母血型不合导致的一种胎儿、新生儿
同种免疫性溶血病，临床上以 ABO 血型和 Rh 血型不合引起的
HDFN 最为常见，其中以 Rh 系统不合尤其是抗 -D 抗体引起的
HDFN 最为严重，具有发病早、进展快、病情严重等特点 [1]。通
常可导致胎儿、新生儿贫血、水肿，甚至可能发生死胎、流产等，
易并发胆红素脑病，留有神经系统后遗症，严重威胁胎儿及新生
儿的健康和生命，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对挽救 HDFN 患儿
的生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2]。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和治疗
HDFN，特别是 RhD 阴性且孕期具有高效价抗 -D 抗体的孕妇，
在近年的二胎政策下越来越引起关注。本文针对我院 RhD 抗体效
价≥ 128 的高效价孕妇的临床干预与产后新生儿的治疗与预后进
行总结分析，旨在为该类 HDFN 的监测、治疗提供临床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收集 2013 年 1 月 -2017 年 6 月
到我院产科门诊就诊的 RhD 阴性孕妇
共 138 例， 其 丈 夫 均 为 RhD 阳 性， 其 中 RhD 抗 体 效 价
≥ 128 并在我院分娩的的孕妇共 14 例（其中 1 例为双胞胎），占
RhD 阴性孕妇比例的 10.1%，孕妇平均年龄为 30.9 岁，15 例患
儿除 1 例出生两天后入院，其余全部于当天入院我院新生儿科，入
院后除 3 例未进行输血、换血治疗，其余均有输血、换血史治疗后
全部好转出院，其中有 3 例因病情反复入院，再次治疗后康复出院，
预后良好，平均住院时间 9.7 天。

1.2 研究方法：所有的孕妇在孕 12 周左右建卡后行血型、
不规则抗体检测，若不规则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仍需在孕早期、
孕中期、孕晚期继续监测不规则抗体，若不规则抗体检测结果为阳
性，则行抗体鉴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确定抗体效价监测周期 , 每
4 周监测一次抗 -D 效价，妊娠 28 周后宜每 2 周检测 1 次，直至
分娩 [3]。产后新生儿立即送脐血检测新生儿血型、血清胆红素 (TB)、
血红蛋白 (Hb)、血小板 (Plt)、新生儿溶血病 3 项试验 ( 直接抗人
球蛋白试验、游离试验、释放试验 )，完善不规则抗体检测及抗体
鉴定，对有 HDFN 表现的患儿根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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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剂、仪器与诊断标准、方法
1.3.1 试剂 抗体筛查细胞（西班牙 GRIFOLS）；抗体谱细胞
（荷兰 SanQuin）；抗 -D（IgM）血型定型试剂（上海血液生物）；
ABO/Rh 正反定型血型定型试剂卡（Ortho BioVue）；微柱凝胶
卡（西班牙 GRIFOLS）, 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且按说明书进行
操作，室内质控符合要求。
1.3.2 仪 器 戴 安 娜 全 自 动 配 血 及 血 型 分 析 仪 ( 西 班 牙
GRIFOLS)；电热恒温水箱 ( 上海跃进）；KDC-40 低速离心机 ( 安
徽科大中佳）；KA-2200 细胞洗涤离心机 ( 日本 KUBOTA)；孵
育器及离心机 ( 西班牙 GRIFOLS）；ADVIA-2400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德国 Siemens）；XE-21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 ( 上海奥
迪生物 )；Vitros-250 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美国强生）。

1.4.Rh HDFN 的诊断标准①母婴 Rh 血型不合；②新
生儿红细胞直接抗人球试验及抗体放散试验阳性；③新生儿高胆红
素血症 [4]；④新生儿临床症状表现为溶血，贫血并伴水肿、肝大、

( 注：S/D 表示胎儿脐动脉血流速率波收缩期 / 舒张期峰值比率平均值的测定、MCA-PSV 表示超声多普勒测定胎儿大脑中动脉收缩期流速峰值、DXMS
表示地塞米松 )

2.2 15 例孕妇抗体筛查均为阳性，抗体鉴定除第 10 例为抗 -D、C 外，其余均为抗 -D，抗体效价的变化过程及入院原因及生产方式，

心力衰竭等。

剖宫产的指征如表 2：第 5 例在孕 11+1 周、第 8 例在 14+3 周时在本院首次检测抗体筛查为阴性，分别于孕 30+6 周和 36+6 周达到最高

1.5 换血指征①患儿出生胎龄≥ 35 周以上的晚期早产儿和

抗体效价，维持时间均为 4 天，首次检查抗体效价＜ 128 的有 4 例（除 2 例抗体筛查为阴性的孕妇），首次检查抗体效价≥ 128 的有 9 例。

足月儿可以参照 2004 年美国儿科学会推荐的换血参考标准 , 若

除 3 例顺产外，其余全部为剖宫产，急诊剖宫产 7 例，平均孕周 35.6 周，12 例剖宫产原因：有 4 例为 MCA-PSV 升高，疑宫内溶血；有

出生体重＜ 2500g 的早产儿换血标准参照《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2 例为胎监提示 NST 无反应性，疑宫内窘迫；有 4 例为血型抗体效价高，择期终止妊娠；1 例为家属拒绝阴道试产；1 例为胎动减少，疑

[5]

[6]

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在准备换血的同时先给予患儿强光照射

宫内窘迫。
表 2 孕母抗体效价变化过程与生产方式总结

治疗 4 ～ 6 h，若 TB 水平未下降甚至持续上升应立即给予换血。
②严重溶血，出生时脐血胆红素 >76 umol/L (4.5mg/d1)，血红蛋
白 <110g/L，伴有水肿、肝脾大和心力衰竭。③已有急性胆红素脑
病的临床表现者无论胆红素水平是否达到换血标准，或 TB 在准备
换血期间已明显下降，都应换血。④ TB 与白蛋白 (Alb) 比值 (B ／ A)
可作为高胆红素血症干预决策的参考，具体见《新生儿高胆红素血
症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6]。

1.6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处理，计

量资用均数 ± 标准差 (x±s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15 例孕妇血型检测均为 RhD 阴性，抗 -D 抗体效价均

≥ 128，孕母基本情况、临床干预治疗与产后新生儿的基本情况如
表 1：所有孕妇均有孕产史，流产 1 次 2 例，流产 2 次 5 例，流
产 3 次 2 例，流产 4 次 2 例，其中 1 例有过 4 次新生儿死亡史，4
例有过输血史，产前经严密监测，产下男婴 12 例，女婴 3 例，足
月 5 例，早产 10 例，新生儿平均体重 2456 克，15 例新生儿出生
后脐血检测有 2 例患儿（双胞胎）Rh 血型疑为阴性，经放散试验
证实为 RhD 阳性（抗原遮蔽），其余均为 RhD 阳性，15 例新生
儿溶血病 3 项试验均为阳性 ( 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游离试验、释
放试验 ), 不规则抗体筛查阳性，抗体鉴定均为抗 -D。

2.3

15 例新生儿入院后 12 例有贫血表现，其中重度贫血 9 例（Hb<100g/L），最低 56g/L，平均 Hb 100.9g/L。住院期间，共有

11 例患儿输注红细胞纠正贫血，平均输注 1.6 次（除 4 例未输血），输血量平均 68.5ml/ 次，输血率为 73.3%（11/15）。15 例患儿中有
9 例胆红素增高或其它原因达到换血指征，胆红素最高达 439.2umol/L，换血采用外周动脉、外周静脉同步换血术，平均换血次数 1.4 次（除
6 例未换血），换血量平均 361.5ml/ 次，换血速度平均 164.6ml/h，换血率为 60%（9/15）。第 9 例由于穿刺点止血困难，为预防出血加
重输注新鲜冰冻血浆 2 次，第 13 例由于血小板降低达 17×109/L，为预防出血输注血小板 1 次，经治疗后全部出院，平均住院时间 9.7 天，
预后良好。15 例新生儿入院后 Plt、TB、Hb 的值和输血、换血等基本情况如表 3：
2018 年 第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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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5 例新生儿入院时 Plt、TB、Hb 的值和入院后输血、换血等基本情况

妇的管理，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会 2014 年发布的《存在红细胞

产胎儿可能宫内死亡，立即终止妊娠，新生儿产后窒息，立即转

抗体孕妇最佳管理指南》提出 [3]，孕妇在整个孕期的抗体效价监测

入我院新生儿科抢救，经 2 次换血、3 次输血及其它积极治疗后出

指南，对抗 D 水平宜每 4 周监测一次，妊娠 28 周后宜每 2 周检测

院，产后抗体效价为 512，预后良好。对于孕期已产生抗 -D 的

1 次，直至分娩。

孕妇，注射抗 -D 免疫球蛋白是无益并且加重胎儿或新生儿发生

本文 15 例 RhD 抗体效价≥ 128 孕妇，在孕期严格遵从《存

注：第 5 例因黄疸反复入院 2 次，第 11 例因黄疸反复入院 3 次，第 12 例因贫血反复入院 2 次。）

2.4 患儿血源的选择以 Rh 血型同

361.5ml/ 次，有 4 例（第 7、10、13、15 例）由于胆红素持续增高换血 2 次，换血后 Plt 由

母亲，ABO 血型同患儿的红细胞悬液

149×109/L±104.4×109/L 降至 69.3×109/L±39.6×109/L，换血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加与患儿 ABO 血型相同 /AB 型的新鲜

义（P ＜ 0.05）；Hb 由 106.2±30.3g/L 升至 145.3±23.3g/L，换血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冰冻血浆（抗体筛查阴性）为宜。

2.5 9 例新生儿入院时 Plt、TB、

义（P ＜ 0.05）；TB 由 187±77.3umol/L 降至 161±59.1umol/L，换血前后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

Hb 的值和入院后输血、换血等基本情
表 4 换血前后 TB、Hb、Plt 的变化

况如表 3、4，患儿最早于出生后 3 小

HDFN[3]。

在红细胞抗体孕妇最佳管理指南》监测指南的建议监测，评价新

对于抗 D 引起的 HDFN，换血治疗已经成为降低高胆红素血

生儿溶血状态和分娩时机，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表 2 监测 15 个

症最迅速、有效的方法，也是最主要的方法 [14]，能同时置换出致

孕妇整个孕期的最高抗体效价可以看出，孕期高抗体效价在孕妇

敏红细胞和血浆中的 IgG 抗体。本文 15 例 HDFN 换血率达 60%

体内维持的最长时间为 30 天（效价为 128），最短 2 天（效价为

（9/15），高于外院报道的 41.3%

512），15 例 RhD 抗体效价≥ 128 孕妇所生产的新生儿全部存

研究的 15 例 HDFN，其母亲产前抗体效价≥ 128，有文献证明

活，HDFN 的救治成功率达 100%。在文献介绍的方法中，仅 4

母亲抗体效价与 HDFN 的发病率呈正相关 [16]，增加了 HDFN 的

例使用中药茵栀黄口服液，产妇的抗体效价和新生儿预后与本组其

发病率，导致产后新生儿的换血率增加。本文 15 例 RhD 抗体

他 11 例无显著性差异，不能证明该药物对新生儿 HDFN 的预防有

效价≥ 128 孕妇的治疗换血前后根据胎儿的临床情况给予蓝光

明显疗效。近年来，利用超声多普勒测定胎儿大脑中动脉收 缩期流

治疗、白蛋白输注、丙种球蛋白输注等治疗，换血过程中给予患

速峰值来诊断胎儿贫血已有报告，使 70% 以上贫血胎儿避免了有

儿 10% 的葡萄糖酸钙注射液静脉缓推，换血后 Plt 由 149×109/

创性检查，并被认为可能是诊断胎儿贫血的最佳方法 [11]。我院的

L±104.4×109/L 降

临床实践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106.2±30.3g/L 升 至 145.3±23.3g/L，TB 由 187±77.3umol/

[15]

，原因可能在于：本文所

至 69.3×109/L±39.6×109/L，Hb 由

MCA-PSV 增加是胎儿血流加速的表现，对诊断胎儿贫血有

L 降至 161±59.1umol/L，换血后患儿 Hb 升高，贫血得到改善，

较大的帮助；S/D 值可以作为衡量胎儿宫内异常的标准，当 S/D

TB 降低，发生胆红素脑病的风险减低，情况好转，Plt 降低的原因

低于临界值时，说明颅内缺氧严重，需及时采取有效处理方案；

可能是换血和输血治疗后，由于换入和输入的血液制品中没有血小

胎监可以及时发现胎儿在宫内是否缺氧，以防止宫内窒息。表 2

板 , 导致患儿换血和输血后血小板均有下降。15 例 HDFN 的新生

可见，孕母高抗体效价在体内的维持时间长短不一，通过 MCA-

儿全部好转，无 1 例发生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无 1 例死亡，说明换

PSV、S/D、胎监等监测胎儿在宫内的情况，以便寻找合适的分娩

血有效，对 HDFN 的治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时换血（第 13 例），最晚于出生后 40

时机。本研究 15 例高抗 -D 效价的新生儿分娩时机选择除母亲血

本文 15 例 HDFN 的新生儿中出现了 3 例反复入院的情况，2

小 时 换 血（ 第 15 例）， 平 均 换 血 时

型抗体增高外，其他因素如下：抗 -D 效价 128 的 2 例，其中 1

例因为黄疸反复入院，1 例因为贫血入院，再次入院后，通过蓝光

间为出生后 17.2 小时，平均换血量为

例 MCA-PSV 升高；抗 -D 效价 256 的 3 例，其中 2 例 MCA-

照射、补液、输血等支持治疗，黄疸消退较快，贫血得到改善，平

PSV 增高；抗 -D 效价 512 的 5 例，其中 1 例 MCA-PSV 增高，

均入院时间为 3 天。光疗的作用仅是使游离的胆红素氧化，并转化

2 例 胎 监 NST 均 无 反 应； 抗 -D 效 价 1024 的 4 例， 其 中 3 例

成水溶性物质，使其不易通过胎儿的血脑屏障，继而起到保护胎儿

MCA-PSV 增高，1 例 NST 反应型，但可疑 LD 波，且胎动减少；

中枢神经的目的，但是由于患儿体内存在高效价的 IgG 性质抗 -D，

抗 -D 效价 2048 的 1 例，出现 MCA-PSV 增高，S/D 降低。可

通常半衰期约为 21 天 [10]。所以较长时间内患儿的红细胞仍然存在

见随着抗体效价增高，MCA-PSV、S/D、胎监等监测指标异常的

被致敏并破坏的可能，所以即便出院时胆红素和血红蛋白已经降低

情况也相应增加，说明孕期抗体效价结合 MCA-PSV、S/D、胎

到正常水平，但是由于红细胞的破坏，患儿出院后仍然会黄疸反复

监等监测胎儿在母体内发生 HDFN 的情况是非常必要、有效的手

或者出现贫血的现象，即使出院后，也应该定时复查胆红素和血常

段。

规，达到监测的目的，避免由于胆红素增高带来的胆红素脑病，进

2.6

15 例 HDFN 中，第 5 例患儿母亲抗体效价 256，由于黄疸反复患儿 2 次入院治疗，第 11 例患儿母亲抗体效价 1024，由于黄疸

反复 3 次入院治疗，第 12 例患儿母亲抗体效价 1024，患儿由于贫血 2 次入院治疗，入院后给予积极治疗，全部出院，预后良好。具体情
况如表 5：
表 5 3 例多次入院新生儿的具体情况

15 例新生儿均发生了 HDFN，但严重程度与抗体效价并不是

3. 讨论

孕次数与抗体效价的高低并无非常明显的相关性，与部分报道不一

HDFN 通常是指胎儿从父亲那里继续了母亲没有的血型抗原，
随着胎儿的发育，胎母血液进行交流，胎儿红细胞不断进入母体，

而破坏中枢神经系统。

完全一致。因为抗体效价不等于抗体浓度，且影响 HDFN 的因素

自 2016 年起，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RhD 阴性孕妇再

有 : ①胎盘的屏障作用，IgG 抗体能否有效通过胎盘转移到胎儿体

次孕育胎儿的几率大大增加，由于抗 -D 免疫球蛋白预防在我国

内②抗体对抗原的亲和力③免疫细胞破坏红细胞的能力④红细胞上

尚未开展，二胎母亲产生高抗 -D 效价的几率增加，在本文中占

结合的 IgG 亚型⑤吞噬细胞受体黏附能力⑥红细胞和其他组织细胞

10.1%，本文的研究为高抗 -D 效价的母亲的孕前检测治疗和新生

上血型抗原多少等等 [12-13]。

儿的分娩时机的选择提供了临床依据：孕期严格遵从定期（1 次 /

致 [1]。ABO 外高抗体效价孕妇孕期的药物治疗，文献报道西医采

ABO 血型系统外的 HDFN 通常发生在第 2 胎及以后，既往

每 1-4 周）监测孕妇体内抗体效价、胎监、超声多普勒测定胎儿

用葡萄糖加 VitC 静脉滴注、口服 VitE、丙种球蛋白等治疗，延长

有流产史或死胎史的孕妇生产的新生儿更需警惕 HDFN 的发生。

大脑中动脉收缩期流速峰值 (MCA-PSV)，超声多普勒测定胎儿脐

本文 15 例 HDFN，其母亲均有过孕产史，孕妇产前抗体效价均

动脉血流速度（S/D）来判断胎儿在母体内的情况，评价新生儿在
宫内的溶血状态和分娩时机是行之有效、无创的临床监测方案，同

胎儿在母体的发育时间

[2、8]

, 中医采用口服中药，如茵栀黄口服液

刺激母体产生相应的红细胞抗体，IgG 性质的抗体可以透过胎盘进

降低孕妇血型抗体效价，早期干预治疗母婴血型不合 HDFN 。也

≥ 128。尤其第 15 例在孕 28+4 周时甚至高达 2048，该孕母既

入胎儿体内，引起 HDFN。Rh 血型不合导致的 HDFN 以抗 E、

有报道对这些病例应联合血浆置换等免疫净化的方法可能会获得较

往流产 2 次，剖宫产 1 次，孕 21+4 周外院建卡，孕期曾在外院注

时，新生儿出生后即刻监测 HDFN 的相应实验室指标，结合患儿

射抗 -D 免疫球蛋白（当时孕母抗 -D 效价 1024），因在我院复

的临床表现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治，是 HDFN 救治成功的关键。

c 引起的最为常见，抗 D 导致的最为严重，其造成的溶血病约占
[7]

[9]

[9]

好的治疗效果 ，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血浆置换仅能

HDFN 的 14.3% ，本文 15 例 HDFN 除 1 例由高效价抗 -D、抗 -C

置换出血管内的 IgG 抗体，且不能阻止抗体的产生

，置换过程

查血型抗体效价达 2048，为进一步治疗在孕 31+5 周入院我院，

引起，其余均为高效价抗 -D 引起。

也有一定风险，因此是否采取血浆置换还需要考虑孕妇的自身身体

入院后给予丹参、VitC、茵栀黄口服液治疗，密切胎监，于 33+2

情况、体内胎儿的情况及患者知情同意。对于抗体筛查阳性的孕产

周发现 MCA-PSV 异常增高，考虑胎儿宫内溶血的可能，继续待

表 1 可见，高抗体效价的母亲通常都有过孕产史、流产史但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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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妇幼
检验质控中心
一、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建院 30 周年系列活动之
2017 年全省第二次室间质量评价工作总结暨“妇幼健康
服务机构临床实验室的标准化质量管理”培训会圆满召开
3 月底，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 / 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联合眉山市妇幼保健院成功组织召开了 2017 年全省第二次
室间质量评价总结暨“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临床实验室的标准化质量管理”培训会。来自全省妇幼保健机构的 300 余名医疗同仁集聚一堂，共
享“盛宴”。
会议得到了四川省卫计委、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大力支持。出席本次大会的领导和嘉宾有：四川省卫计委妇幼处副处长熊新文，眉

图 33 熊新文副处长（左），检验科江咏梅主任（右上），刘小娟副主任（右下）发表讲话

山市卫计委妇幼科科长费翼、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素霞，眉山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奕，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 / 四川省
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江咏梅、副主任刘小娟等。
按照会议议程，3 月 26 日下午，2017 年全省第二次室间质量评价会如期召开。王素霞书记在会议中致辞。她首先感谢了省卫计委对
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工作的殷切指导和大力支持，同时肯定了检验科作为质控中心多年来对持续提高全省妇幼临床检验水平做
出的不懈努力。熊新文副处长在大会中发言，他分析了本次室间质评的成绩，对新一轮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计划和要求。费翼科长、张奕院长
分别致辞，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部分妇幼保健院院长及专家代表发言，交流质控经验。接着，江咏梅主任就 2016 年至 2017 年先后 4 次室间质评
结果做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刘小娟副主任就 2017 年下半年飞行质控结果和 2018 年各基层妇保院赴检验科进行短期进修事宜进行了说明。
会后，中心的专家们召开了讨论会，按照中心工作制度，选举了新一轮的专家组成员，为进一步开展质控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 27 日至 28 日的议程中，会议按计划召开了全国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临床实验室的标准化质量管理》。本次会议
邀请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捷副教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江咏梅教授、张迅教授等知名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专家们生动的案例分析、
精辟科研思路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深深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参会代表，让他们受益匪浅。
本次培训内容精彩、讲解精辟，是检验科响应医院举措，下沉医疗资源，辐射优质医疗服务，同时以先进的实验室管理技术为主导，在
全省铺开精准技术扶贫的又一举措。

图 32 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和嘉宾有：谢红（左一），江咏梅（左二），熊新文（左三），王素霞（左四），李晓萍（右三），费翼（右二），张奕（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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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各妇幼保健院院长及专家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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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为全省妇幼保健机
构检验人员开设短期进修班（第二轮）
5 月 7 日，受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委托，由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牵头主办的全省妇幼保健机构检验人员
短期进修工作再次拉开序幕。
自去年 4 月，中心为全省 97 家基层单位的检验工作者开设第一轮短期进修班以来，全省妇幼临床检验质控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在
2017 年全国第十次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临床检验室间质量评价活动中，参评的 18 家单位成绩均为优秀，实现全省全优；2017 年全省室
间质评优秀率为 74.36%，相较于 2016 年增长了近 12 个百分点。
为此，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工作，补齐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临床检验水平短板，并实现培训全覆盖，中心为未参加第
一轮培训的单位开设了第二轮培训。
本次培训除了保留原有的培训模式以外，还采用互联网 + 的模式提前对前来培训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搜集学员需求，做足了前期准
备。相信了省卫计委和医院的大力支持，四川省妇幼临床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一定能将培训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到位，为持续提高全省妇幼保健
机构检验水平做出更多贡献。

图 35 检验科老师石华、彭磊文、张鸽、胡正强、周伟分别就临床实验室的标准化质量管理进行了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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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检验科各专业组老师们与进修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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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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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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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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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耐药监测； □输血园地；

□检验动态；

□文献交流；

□妇幼检验质控中心

□医学英语

□检验风采；

2 您最关注本期《检验通讯》的哪些栏目？
□检验与临床；

□内容；

□检验动态；

□文献交流；

□妇幼检验质控中心

□医学英语

□版面设置；

□检验风采；

□排版设计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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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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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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