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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胎盘植入病例讨论

李晓珍邓长康湖南怀化芷江侗族自治县红十字医院(419100)

摘要：目的探讨胎盘植入的特点和处理方法。方法对8例胎盘植入病人的病史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对胎盘植入病人应采取综

合性治疗。结论对胎盘植入病人不能一味采取保守治疗，应根据植入范围、出血量、病人情况决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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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史资料

病例共8例，最小的22岁、最大的38岁。妊娠最

短的37周、最长的40周。第一胎的2例、第二胎的6

例。检查有5例前置胎盘、2例疤痕子宫，5例多次人流

刮宫史。8例均行剖宫产手术。手术均见胎盘植入子宫。

4例植入面积小于或等于2×3×lcm。2例植入面积约3
×5x lcm。2例植入面积大于或等于5×6X 1．5cm。均

经人工剥离胎盘后大出血、用刮匙刮后无效。4例植入

面积小的经肠线8字缝扎后出血明显减少、再用l，1000

的肾上腺素液纱布宫腔填塞出血停止。4例肠线8字缝

扎无效、其中2例植入面积小的经子宫局部楔形切除、

缺损处肠线缝扎、再用1／1000的肾上腺素液纱布宫腔填

塞出血停止，2例植入面枳大不能做子宫局部楔形切除、

肠线8字缝扎无效、结扎子宫动脉仍出血不止、出血量

已超过2400ml、且又有两孩不再生育，经本人及家属同

意行保留卵巢子宫次全切除术。8例病人均于6．10d痊愈

出院。2例楔切和2例子宫切除的病检报告胎盘植入。

2讨论

胎盘植入在教课书和杂志出现都很少，但临床上出

现频繁，出血多，常危及产妇的生命安全。从改革开放

以来呈增长趋势，特别是近年来病人剧增[1】。胎盘植入

病人造成孕产妇的死亡率高达10％【2】。近年有人研究认

为：任何导致蜕膜发育不良，缺如的原因均可导致胎盘植

入，胎盘植入病人胎盘的绒毛侵入部分子宫肌层、其胎

盘就象大树长了根一样错综分散并深深地扎根于子宫肌

壁内[31。如人流手术、清宫、剖宫产、子宫内膜的炎症

等是发生胎盘植入的重要原因【4】。本组病有5例多次人

流史、2例剖宫产史，有5例前置胎盘。其前置胎盘的

病人发生胎盘植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它疾病【5l。凡是

植入面积小的在5个cm以内可以保子宫治疗。但对于

植入面积大超过5cm或穿透性植入的、又出血严重迅速

出现休克的病人应当机立断、争取时间抢救病人生命，

先结扎子宫动脉观察出血性况和有无生育要求情况决定

切除子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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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综合疗法治疗乳腺增生病的临床疗效和作用机理。方法将91例乳腺增牛病患者采用中药内服、三才疗法进行治疗。

结果治愈74例，显效8例，有效6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为96．70％。结论综合疗法治疗乳腺增生病有确切的疗效。

关键词：乳腺增生；中医药疗法；三才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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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增生病是一种乳腺组织的良性增生性疾病，主

要以乳房疼痛伴乳房肿块为特征，乳腺增生病属中医学

“乳癖”范畴，是育龄女性的常见病、多发病，发病率

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流行病研究表明，患乳腺增生的妇

女较正常人群患乳腺癌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因此，治疗

乳腺增生的目的在预防乳腺癌的发生。2009年3月至

2010年6月，笔者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乳腺增生91例，

疗效显著，现总结报道如下。

l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所选患者均为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中医科住院患者，共9l例，年龄35～45岁，均为

非哺乳期及非孕期，年龄平均(39．21±4．78)岁；病程

(2．13±1．58)年。所有患者均行乳腺彩超或乳腺钼靶检

查，确诊为乳腺增生。

1．2诊断标准中医辨证、病情轻重分级、西医诊断标

准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93年颁布的《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1．2．1 中医辨证①肝郁气滞证：以乳房疼痛为主，多

为胀痛、窜痛，随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而消长，乳房内

肿块软硬不等，伴胸胁胀闷，烦躁易怒，舌苔薄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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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②血瘀证：以乳房肿块为主，质地较硬乳房疼痛为刺
痛，舌苔暗红或有瘀斑点，脉涩。

1．2．2病情轻重分级①轻型：乳房疼痛为隐痛、窜

痛，单侧或双侧乳房肿块，为单一小肿块，或呈颗粒

状而范围小，或星条索状，质软，局限在1个象限：

②中型：乳房疼痛为钝痛或窜痛，并有触痛，胀痛明

显，肿块较大，或呈片状、盘状，累及双乳，但范围

在2个象限；③重型：乳房疼痛为坠痛或刺痛，触痛

明显，肿块大，多发囊性结节，累及双乳，范围在2

个象限以上。

1．2．3西医诊断标准①好发于35岁～45岁已婚妇女；

②乳房疼痛一般不严重，多为双侧，也可单侧，为隐痛、

胀痛、钝痛或刺痛、窜痛、坠痛、烧灼痛，常伴触痛，

月经前或情绪波动时可加重；③乳房肿块：多为双侧，

以上象限居多：④B超检查：乳腺组织增厚，弥漫分布，

大小不等。

1．3纳入病例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中医辨证、病

情分级者，纳入观察病例。

1．4排除病例标准①合并乳腺肿瘤者；②年龄在35

岁以下或45岁以上，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过敏体质或对

本药过敏者；③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

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④不符合纳入标准，未

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影响疗效或安

全性判断者。

1．5治疗方法

1．5．I 内服方柴胡99，赤白芍各lOg，郁金lOg，香

附lOg，当归159，丹参159，丝瓜络log，全瓜蒌159，

桔核lOg，王不留行lOg。以上为基础方；肝气瘀滞型加

青皮99，橘叶99；血瘀型加刘寄奴159，桃仁99，红花

99；疼痛明显者：JD-孚L香59，没药59；肿块坚硬者加三棱

lOg，莪术109。每日1剂，水煎服，分两次I=1服。
1．5．2三才疗法用北京中科亿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WH一270型乳腺治疗仪治疗。

1．5．2．1穴位导入方乳香lOf，没药lOg，桃仁159，

皂刺159，赤芍159，郁金159，当归159，三棱159，

莪术159，青皮159，陈皮159，丹参159。上述药方水
煎合成500ml，外用。使用前将药液用微波炉加热4～

5min，热灸罩杯加热2～3min，用药垫浸泡后，略拧干，

置于患者乳腺增牛部位，热灸外敷治疗。

1．5．2．2红外线光浴治疗取穴：乳根、鹰窗、期门、

膻中、肝俞、胸乡、肩井、神阙、足三里、阿是穴。治

疗15d为1个疗程，经期停止。

2结果

2．1疗效评判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93

年颁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判定。临床痊

愈：乳痛及乳腺肿块消失；显效：乳痛消失，重型变为

轻型，乳腺肿块缩小>1／2：有效：乳痛消失或减轻，

中型变为轻型，重型变为中型，乳腺肿块缩小≤!／2；

无效：乳痛未减轻或反而加重，乳腺肿块未缩小或反而

增大。

2．2病情轻重分级与疗效比较见表l。从表1可以看

出，第1疗程总有效率为92．3l％，总治愈率为64．84％。

轻型优于中型，中型优于重型，所以，建议本病宜早期
治疗，疗效更理想。

表1 第1个疗程91例乳腺增生患者病情轻重分级与疗效比较

2．3经l～3个疗程的治疗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

出，经过三个疗程的综合疗法治疗乳腺增生，总有效率

为96．70％，总治愈率为81．31％。随着疗程增加有效率

增加。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毒副作用。

表2综合疗法治疗乳腺增生91例疗效观察

3讨论

乳腺增生病属祖国医学“乳癖”范畴。现代医学研

究认为，周期性的激素分泌失调是发病的主要原因，而

排卵期黄体生成素和雌二醇分泌不足是导致本病发生的

关键【1，矾。亦有研究表明，长期雌激素刺激而孕酮不足使

乳腺组织不能由增殖转入复旧或复旧不全，久而久之导

致乳腺组织增生口’4I。

中医认为乳腺增生病是由于情志不遂，导致肝气郁

结，气机瘀滞蕴结于乳房胃络，肝气郁久化热，热灼津

液为痰，气滞痰瘀即可形成肿块，若冲任失调，气血瘀

滞，积于乳房而结块【5】。《疡医大全·乳癖门主论》说：

“乳癖⋯⋯多由思虑伤脾，怒恼伤肝，郁结而成也。”又

女子乳头为厥阴肝经所主，乳房为阳明胃经所属胃与脾

相连，肝郁气滞是乳癖的始因，可见，乳癖与肝、脾、

胃关系密切。其发病机理主要为情志不舒，肝气郁结，

气滞血瘀；思虑伤脾，脾失健运，聚湿生痰，痰瘀互结，

积聚乳络而成16】。故本方以疏肝理气、活血祛瘀、化痰

散结为治法。方中柴胡、郁金、香附、白芍疏肝解郁，

理气消胀：当归、丹参、赤芍活血行瘀止痛；桔核、丝

瓜络散结通络；全瓜萎清热化痰、软坚散结；王不留行

入肝、胃二经，且引诸药入冲任、乳房部位。诸药合用

起到疏肝理气消胀，活血通络散结之功效，用于临床，

每多获效。

“三才疗法”是国家中医药局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办

公室重点推广的技术项目。“三才配穴”方法早在宋代琼

瑶真人针灸神书中就已有记载，三才是天、人、地的配

穴方法。天在上天为阳，地在下地为阴，人居于天地之

间为和。乳腺的治疗时配合上部的肩井、胸乡、乳根、

鹰窗、膻中，中部的神阙，下部的足三里。这就构成了

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的配穴方法。乳腺红外线光浴

治疗原理是：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同时起到模拟针灸

的作用，通过刺激局部穴位，而减少雌激素的分泌，增

加黄体生成素的分泌。同时进行热灸外敷治疗起到活血

通络、软坚散结的作用，并加速了人体对药物的吸收改

善组织营养，从而达到了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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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增生患者疼痛与其担心、恐俱和焦虑心理密切

相关，这种心理及不良环境的刺激可加剧患者的疼痛反

应。心理疏导就非常重要。因此，治疗时护士应主动观

察、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采取解释、安慰等手段帮助

病人消除上述心理，调动病人积极因素为治疗创造良好

环境、条件，将明显增综合疗法的治疗效果。

乳腺增生是妇女乳房多发病、常见病，而且一部

分与乳腺癌的发病有一定联系。随着人们的自我保健

知识的普及和加强，乳腺增生的防治十分重要。笔者

认为，中药内服配合三才疗法治疗乳腺增生病疗效确

切，并且治疗越早疗效越明显，并对乳腺癌患者有一

定的预防作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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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置换夏大剂量单泼尼龙

治疗蜂螫伤致溶血性贫血的疗效分析
秦永芳徐廷伟袁海徐倩巩建华卢丽 高丹刘晶晶

湖北省襄樊市中心医院肾病内科(441021)

摘要：目的比较血浆置换(PE)与大剂量甲泼尼龙治疗蜂螫伤致溶血性贫血的疗效。方法蜂螫伤导致溶血性贫血患者35例，入院后除

常规的对症处理外，拒绝行PE治疗的患者分为大剂量甲泼尼龙治疗组(n=13)，其余的22位患者采用PE方法治疗，比较两组的溶血控制时间、

并发症发生率、死亡率、平均住院天数。结果与大剂量甲泼尼龙治疗组相比，PE治疗组溶血控制的时间相当，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该组

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死亡率、平均住院天数均低j：前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PE治疗能够有效治疗蜂螫伤所致溶血性贫血，

且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从而减低死亡率．缩短病程，减少平均住院灭数，是早期治疗蜂螫伤中毒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蜂螫伤；甲泼尼龙；血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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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Plasma Exchange and Large Dose of Methylprednisolone In Rescuing Hemolysis by Wasp Sting

Q Yon研ana,‘胁枷西Xu Q如坞甜“‘Dcpanmcnt旷聊砌锄伽加。幽卿“旷肛’％西n c由弘彻’≈咖础忆缸4钉02J，Cfuna

Abstract：Aim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plasma exchange and large dose of methylprednisolone on hemolytic anemia by wasp sting．

Method 35 patients of hemolytic anemia caused by wasp sting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13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large dose of

methylprednisolone who refused being treated with plasma exchange．while the other 22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plasma exchange．Result After

treatment。compared tO the group treated with large—dose methylprednisolone．PE ffcatmcnt group has the sanle control time for hemolysis，but the

incidence of compfications．mortality,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former．Conclusion Plasma exchange c粕quickly

l'amovethetoxinandlysisproduceofredcells，reduce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s。mortality,averagelength ofhospital stay．Itiseffectiveand safeto

treat acute hemolysis hywasp 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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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毒螫伤中毒是临床常见重症之一，起病凶险，进

展迅速，容易出现重度溶血性贫血、多脏器功能衰竭

(MODS)，死亡率极高，有报道认为，大剂量甲泼尼龙

可有效治疗蜂螫伤中毒所致的溶血性贫血【1】，但随着血

液净化技术的发展，蜂螫伤中毒患者的预后大为改善。

我们分别用血浆置换和大剂量甲泼尼龙方法治疗我院

2004年至2008年收治的35例蜂螫伤中毒患者，并比较

疗效如下：

l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1．1．1一般资料35例蜂螫伤患者均符合溶血性贫血诊
断【21，愿意接受PE治疗的患者纳入PE治疗组，共22

例，男14例，女8例，平均年龄(41．3±3．4)岁；拒绝

PE治疗的纳入大剂量甲泼尼龙治疗组，共13例，男8

例，女5例，平均年龄(37．5±2．5)岁。均因在野外触

动野蜂窝，头面部、四肢暴露部位被群蜂螫伤多处(32～

72处)，分别于螫伤后1---24 h内入院。

1．1．2临床表现被刺皮肤红肿、疼痛(35)，恶心、呕

吐(35)，少尿、无尿、酱油尿(30)，全身肌痛(17)，黑便

(12)，过敏性休克(18)，巩膜黄染(29)，喉头水肿、呼

吸困难(11)，癫痈样抽搐、昏迷(5)。

1．1．3辅助检查资料35例患者血清均呈溶血改变，血

色素进行性下降(51"92 g／L)，网织红细胞升高(2．6～
8．7％)；尿常规：35例患者尿蛋白1+--一3+，潜血l+～3+；

为一左慢姒哼帅矗一
J■--I

r-寸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