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讨论

3．1 LC致胆管损伤的处理根据胆管损伤的部

位、程度及发现的时间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术中发

现胆管壁穿孔伤l～2 mm者，可在腹腔镜下行穿孔

处缝合，然后置管引流，不必上T管支撑；也可不缝

合而单纯行引流管引流。本组曾有l例直接引流

1个月后痊愈，胆管壁穿孔伤较大者，于穿孔处将胆

管切开，然后置合适T管，术后4～6周拨除；胆管壁

撕裂伤，尽可能保留条状或片状组织的胆管壁，于胆

管平面以上或以下切开胆管，放置合适T管支撑，

利用残存活组织修复，也可利用胆囊管残端修复，术

后T管支撑6—12个月H1；胆管横断伤者要行胆管

修补、对端吻合，放长臂T管支撑引流；如损伤过大

者，行肝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后发现胆管损伤

者，如腹腔污染轻，可根据情况行一期修复；如腹腔

污染较重者，可先行腹腔引流、近端胆管引流，待腹

腔感染控制后再行二期处理。

3．2 LC致胆管损伤的预防(1)LC开展早期，应

严格选择手术适应证：对急性化脓、坏疽性胆囊炎、

胆囊颈结石嵌顿的萎缩性胆囊炎、与胃肠道形成内

瘘的胆囊炎等估计Calot三角粘连严重、解剖关系不

清者要主动中转开腹手术”J。(2)手术操作应在以

胆囊颈管为中心的相对安全区进行，而不要在三管

汇合部的危险区进行。(3)重视粘连严重的Calot

三角的处理。应尽量避免使用电钩，可用钝性分离

钳紧贴胆囊壶腹向下解剖，由表层至深层逐步分离，

当解剖出胆囊颈或部分胆囊管时就可上钛夹切断。

也可从胆囊后三角小心向前解剖出胆囊管。对部分

粘连严重无间隙者，采用逆行剥离胆囊的方法，由胆

囊底开始紧贴胆囊壁逆行分离，当分离至胆囊哈氏

袋与胆囊颈交界处时即可离断胆囊，将结石取出后

近端用钛夹钳闭，并于小网膜孔放置引流管旧1。

(4)准确辨认肝外胆管和血管的正常解剖和变异，

当辨认有困难时可向胆囊侧分离胆囊管。(5)始终

保持手术野的清晰，避免盲目电凝而损伤胆管。

(6)正确处理特殊病变的胆囊管。(7)对Calot三角

粘连严重、腹腔镜操作难度大者，适时主动中转开

腹，可大大降低胆管损伤的并发症，保证手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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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苯地平缓释片联合依那普利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脉压的影响

赵甫，赵天龙。王小东，张燕翔

[摘要]目的：探讨硝苯地平缓释片联合依那普利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脉压的影响。方法：60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76例，随机分

为A组40例，IZI服国产硝苯地平缓释片20 mg／d和依那普利5 mg／d，B组36例，IZl服美托洛尔50 mg／d，联合氢氯噻嗪

25 nlg／d，治疗6个月，比较治疗前后两组脉压的变化及不良反应。结果：两组治疗6个月后收缩压和脉压均明显减少(P<

0．01)，A组脉压降低幅度更明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且严重不良反应少。结论：硝苯地平缓释片联合依那普

利较氢氯噻嗪和美托洛尔更能明显降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脉压，不良反应轻，预示可降低靶器官的损害和减少心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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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常见老年高血压患者对降压药物治疗

不敏感，而且脉压较大，并发症多，给降压药物的选

择带来一定困难。我们选用硝苯地平缓释片与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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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联合使用，不仅能有效降低收缩压，而且能缩小

脉压，不良反应少。本文就硝苯地平缓释片联合依

那普利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脉压的影响作一探讨。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6例受试者系2007年9月至

2008年3月我院门诊患者。男42例，女30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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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WHO／ISH诊断标准。多数患者未正规治

疗，其中合并糖耐量异常8例，冠心病13例，有脑梗

死病史4例。病例纳入标准：收缩压(SBP)≥
140 mmHg且<180 mmHg；脉压(PP)≥50 mmHg。

排除标准：继发性高血压；合并严重心、肾功能不全

及脑血管意外急性期；正在服用钙离子拮抗剂

(CCB)药物；舒张压(DBP)<60 mmHg。

1．2方法上述患者停用原来降压药物，随机分为

A、B两组，A组40例采用硝苯地平缓释片(南京白

敬宇有限责任公司)20 mg／d，分2次服用，加服依那

普利5 mg／d，清晨顿服。B组36例口服美托洛尔

25 mg，每天2次，联合氢氯噻嗪25 mg，每天1次，共
6个月。治疗期间患者在诊所或在家中自测血压，

如DBP<60 mmHg，合并冠心病患者DBP<
70 mmHg，可将上述药物减量。治疗前后均进行血

糖、血脂、肝肾功能、心电图及尿常规等检查，入选的

患者常规抗血小板、调脂治疗。

测量血压时，患者休息10 min后采取坐位，

10 min内使用水银血压计连续测量3次，并取其平

均值作为实测血压数值。

1．3观察指标 (1)记录治疗前和治疗6个月后

的SBP、DBP，并计算PP的大小和变化。(2)严重不

良事件发生。

1．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

2结果

2．1血压变化治疗后两组SBP均明显下降(P<

0．01)，PP缩小(P<0．01)，A组PP缩小程度明显

大于B组(P<O．01)(见表1)。

表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变化比较(mraH91

分组 n SBP

治疗前(i±s)

A组40 154．99 4-9．45 85．1l±7．85 69．88 4-9．34

B组 36 154．93±9．45 85．15±8．10 69．78±8．77

t 一 0．03 O．02 O．05

P 一 >O．05 >O．05 >O．05

淘宁后(d±屹)

A组 40

13组 36

t
—

P 一

一17．4±5．7l’’一9．13 4-3．83’’一8．28±4．49+‘

一15．53±6．憾一一9。92±4．42‘’一5．61±4．28一

I．40 O．83 2．65

>O．05 >O．05 <O．01

配对t检验：··P<0．0l

2．2不良事件发生 治疗期间两组分别出现体位

性低血压6次和5次，两组便秘各5次，出现乏力和

纳差分别为3次和8次。A组发生面红3例，咳嗽

5例，心力衰竭1例，无脑卒中发生，减量后未影响

治疗。B组出现痛风4例，新发糖尿病4例，窦性心

动过缓5例，减量3例，停用美托洛尔2例；脑卒中

3例，心力衰竭1例。A组心电图好转11例，B组好

转6例。两组治疗前后血脂、肝肾功能及尿常规变

化未见明显差异，两组无一例死亡。

3讨论

近年来，关于PP与心脑血管病关系引起人们

的广泛重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PP是心脑血管

意外的独立危险因素。石湘云等⋯对北京2 462例

中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PP每

增加10 mmHg，冠心病风险分别增加1．5、4．03和

7．11倍，认为脉压是冠心病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中老年PP增大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王宏宇

等【21认为，动脉僵硬度是PP的重要决定因素。中

老年大动脉硬化是影响SBP、PP和血液动力学的主

要因素¨J。PP增高增加了动脉的牵拉，使血管壁所

受压力增大，血管壁弹性成分容易疲劳和断裂，易发

展为动脉瘤并可导致破裂，使内膜损伤而导致动脉

粥样硬化和血栓性事件。Chemla等Ho探讨了PP与

高血压左心室向心性肥厚的关系，表明PP与左室

质量的相关性最强。2007年欧洲高血压协会和欧

洲心脏病协会发布高血压治疗指南，提出PP增大

是老年高血压患者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J。

体内外的实验均已证明，CCB、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ACEI)不仅能降低血压，更能改善内皮功

能，纠正血管的结构及功能的异常；临床试验显示

CCB和ACEI抗动脉硬化的作用明显优于B一受体阻

滞剂及利尿剂。ASCOT研究表明，CCB和ACEI联

合长期治疗在减少心血管疾病及事件的发生方面优

于p一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的组合。

硝苯地平缓释片为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的缓释

型，降压明显，除有效降低血压外，还通过抗动脉硬

化，减少血管的内皮损伤，进一步减少PP，并克服了

短效制剂治疗后血压波动大及反射性交感神经激活

的缺点。依那普利通过抑制循环与组织中过度的肾

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减少血管紧张素Ⅱ的生成，增

加缓激肽与血管前列环素生成，减少醛固酮分泌和

钠潴留及神经末梢肾上腺素的释放，起到扩张血管、

降低周围阻力、改善动脉顺应性、逆转左心室肥厚、

改善心室舒张功能、调解内皮功能及抗动脉粥样硬

化等作用。硝苯地平缓释片和依那普利联合应用，

其优势效应(降压疗效、改善代谢异常及抗动脉硬

化)叠加，进一步强化了患者的降压及降压以外的

器官保护效益，使患者获益更多【6 J。

 



本组对老年高血压PP较高的患者采用硝苯地

平缓释片与依那普利联合治疗，6个月后显示比13一

受体阻滞剂及利尿剂的组合更能降低PP，而且副作

用少，对照组出现新发糖尿病、痛风、窦性心动过缓

均高于治疗组，治疗组虽然有面红、纳差、咳嗽等不

良反应，多不影响治疗，且对伴有糖尿病、冠心病、心

脏扩大、颈动脉硬化、脑梗死等高血压患者无明显不

良反应，充分显示出两种药物联合使用对老年高血

压患者治疗的优越性，符合我国老年高血压患者的

理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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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内镜在鼓室成形术中的应用

岳修坤

·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探讨中耳内镜下进行鼓室成型术的可行性。方珐：在中耳内镜下对22耳单纯型中耳炎患者行鼓室成型术，所有

患者分别作了3一18个月的随访。结果：患者听力明显好转者2l耳(95．5％)，术前语频气导平均听阈(500、1 000及2 000

Hz)值(39．0±8．2)dB，术后为(23．9．4-4．8)dB。结论：中耳内镜对咽鼓管鼓口能清楚的观察，因此对于部分术前检查或术中

探查发现咽鼓管不畅的患者，术中在内镜下彻底清除病变后，可以一期行鼓室成型术，术后听力改善情况疗效可靠。

[关键词]中耳炎，化脓性；内镜术；鼓室成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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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是耳科常见病之一，其发病

率成人约为2％，儿童为0．5％一4．3％¨J，病理主要

表现为中耳黏膜、骨膜或深达骨质的化脓性炎症，临

床以耳内长期或间歇流脓、鼓膜穿孔及听力下降为

特点。随着人们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对旨在提高

听力的鼓室成型手术治疗的研究一直是耳科学者的

重要工作之一。本研究参照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

将耳内镜应用于鼓室成型手术，现作报道。

l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05—2007年12月，收住我科慢

性化脓性中耳炎患者20例(22耳)，男15例，女5

例；年龄1—45岁。患耳术前2．5—6个月无流脓，

听力学检查气导平均听阈<25 dB 1耳，25～45 dB

18耳，>45～60 dB 4耳，气导语频(500、l 000和

2 000 Hz)，平均(39±8．2)dB，气骨导差平均(27±

6．4)dB；咽鼓管功能检查通畅者18耳，功能不良者

4耳；穿孔均为鼓膜紧张部中央型穿孔；中耳乳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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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扫描均未发现软组织影或骨质破坏。

1．2手术方法对6耳穿孔较小的患者先做外耳

道皮肤一鼓膜瓣，并向前翻开，暴露鼓室，再行内镜

下探查；另16耳由于穿孔直径>5 mm，直接经鼓膜

穿孔处行鼓室探查，其中14耳随后做外耳道皮肤一

鼓膜瓣，另2耳未做切口。Oo内镜探查中鼓室，观测

咽鼓管鼓口、锤骨柄、鼓岬、圆窗及听骨链活动情况；

300内镜下探查上鼓室、听骨链、砧镫关节、卵圆窗和

后、下鼓室内结构。

2结果

20例均进行随访，随访时间分别为术后2周、1

个月、3个月、半年、1年和1．5年。分别于1、3、6个

月作纯音测听检查，根据国际耳聋等级标准旧J，以

500、l 000及2 000 Hz三个频率的平均阈值计算。

听力判定标准以语言区气导平均值计算，气导听力

提高10 dB以上为改善；提高15 dB以上或语频气

导阈平均<30 dB，为听力明显改善。本组术后3个

月纯音测听检查有明显改善者19耳，6个月有明显

改善者2l耳，其中1耳伴有耳鸣，1耳听力提高不

明显，无听力下降者，整体听力提高率95．5％。听

力无变化1耳。语频平均气导提高(16．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