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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不明显。与 CSF异常率 比较，EEG异常率稍 

低。本研究中 CSF细胞数正常的23例中有 6例呈 

现 EEG异常，而 CSF细胞数明显升高的 66例患儿 

中 EEG有 12例呈现边缘或正常状态，CSF与 EEG 

结果呈现一定程度的不平行，提示HFMD患儿 CSF 

正常时也不能完全排除神经系统并发症，必须定期 

复查并应结合临床表现以及其他辅助检查(EEG、磁 

共振等)对疾病进行分析。 

近年来报道由EV71引起的症状较重 ，可伴发 

无菌性脑膜炎、脑炎，故在临床上出现精神及神经系 

统症状，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时应警惕伴发脑炎的 

可能，应进行 CSF和EEG检查，及早干预治疗，预防 

重症脑炎和神经源性肺水肿发生。对重症 HFMD 

患儿早期诊断、治疗及对病情、疗效和预后的估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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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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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戊酸钠注射液治疗癫痫持续状态 12例 

方 瑕，赵亚洲，简 维，陈维钧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丙戊酸钠(VPA)静脉滴注治疗癫痫持续状态(sE)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将 24例sE患者随机分为 

VPA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2组治疗后的控制时问、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2组疗效、控制病例数及控制时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起效时间及苏醒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静脉使用VPA能及时有效的控 

制癫痫持续状态，不良反应少，值得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癫痫持续状态；丙戊酸钠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42．1 [文献标识码]A 

癫痫持续状态(SE)是神经科危急重症，致残率 

和病死率均较高。2008年 1月至2010年6月，我科 

应用丙戊酸钠注射液治疗 sE 12例，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4例均符合诊断标准 J。随机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2例。其中治疗组男 

7例，女5例；年龄 19—76岁。对照组男 6例，女 

6例；年龄 18～70岁。治疗组中惊厥性癫痫持续状 

态(CfiE)lO例，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 (NCSE) 

2例。sE持续时间 15 min至 18 h，其中6例既往有 

癫痫病史，病程在 4个月至 3O年，6例否认有癫痫 

病史。对照组中CSE 9例，NCSE 3例。sE持续时间 

15 min至20 h，其中5例既往有癫痫病史，病程6个 

月至 32年，5例否认有癫痫病史。2组在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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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病程、发作类型、sE持续 时间均具有可 比性 

(P>0．05)。 

1．2 病因 治疗组中不适当地停药和减量 3例，急 

性脑血管病 2例，病毒性脑炎2例，糖尿病低血糖昏 

迷 1例，脑卒 中后遗症 2例，原因不明和其他原因 

2例。对照组中不适当地停用癫痫药和减量 4例， 

急性脑血管病 3例，病毒性脑炎 1例，糖尿病低血糖 

昏迷 I例，脑外伤术后 1例，原因不明和其他原因 

2例。 

1．3 给药方法 入院后给予去除病因、脑保护、防 

止脑水肿等治疗，同时建立静脉通道控制癫痫发作。 

对照组予地西泮首剂 10～20 mg静脉注射，每分钟 

小于2～5 mg，有效后将 6O一100 mg地西泮溶于葡 

萄糖液中静脉注射滴注12 h。治疗组首剂给丙戊酸 

钠注射液(德巴金，赛诺菲圣德拉堡民生制药有限 

公司，粉针剂，每支400 mg)15—20 mg,／kg，在3—5 

min内静脉注射，而后以0．5—1 mg·kg～·h 持 

续静脉滴注48 h，根据病情调整滴注速度。病情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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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改用口服或鼻饲 。上述2组在 1 h内未控制发 

作者为用药无效，在原治疗基础上加用其他抗癫痫 

药或全身麻醉治疗。 

1．4 疗效判断标准 有效：发作完全控制，用药 

起效后未再发作；部分有效：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但 

仍有部分发作，不能完全终止；无效：发作无减少，甚 

至增加。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2组疗效比较 2组疗效、控制病例数及控制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起效时间及 

苏醒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2)。 

表 1 2组患者疗效比较(n) 

表2 2组控制病例数、时间及起效、苏醒时间疗效比较( ±s) 

不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2．2 不良反应 对照组中所有患者均出现瞳孔缩 

小，2例血压低于 90／60 mmHg，2例呼吸缓慢低于 

15次，3例血氧饱和度下降，病死 2例。治疗组中， 

肝功能损害 1例，病死 1例。全部患者均无心率、呼 

吸和血氧饱和度的改变。 

3 讨论 

sE是神经科常见危急重症，传统定义认为“癫 

痫全身性发作在两次发作问意识不清楚，单次发作 

持续30 rain或短时间内频繁发作。”2001年，国际抗 

癫痫联盟提出了新的定义：“超过大多数这种发作 

类型患者的发作持续时间后，发作仍然没有停止的 

临床征象，或反复的癫痫发作，在发作间期中枢神经 

系统的功能没有恢复到正常基线。”而在没有办法 

确定“大多数患者发作持续时间”的情况下，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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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是“连续发作超过 5 rain就是癫痫持续状 

态”l1 J。若不及时治疗，将因神经元兴奋性损伤及 

相关并发症导致不可逆的脑损害，重者危及生命。 

故癫痫持续状态需要及时有效的予以处理，采取强 

有力的治疗措施，尽早使抽搐停止并控制其并发症， 

治疗越早越容易控制。 

丙戊酸钠作为抗惊厥药，作用机制复杂，有多种 

学说。主要的是丙戊酸钠能增加脑内抑制性神经递 

质 一氨基丁酸的合成和减少 一氨基丁酸的降解 ，从 

而升高 一氨基丁酸的浓度，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而 

抑制发作。有学者 则认为丙戊酸可以改变依赖 

膜电位的钙通道的性质，作用于T亚型钙通道，使T 

型钙通道关闭或失活，降低 ca 内流，抑制丘脑神 

经元的慢波发放，从而防止癫痫的发作。近年来有 

学者 亦认为丙戊酸抗癫痫作用可能是通过影响 

脑内单胺水平，而不是通过影响 仅一氨基丁酸水平而 

发挥作用。也许正是因为多种作用机制决定了它对 

各种类型的癫痫均有疗效。丙戊酸钠透过血 ～脑脊 

液屏障是通过主动饱和的机制，在 50～100 ml 

的有效范围内，随着浓度的增加，抗癫痫作用也增 

强 J。在本组所用的剂量下，丙戊酸钠治疗有效率 

为83．33％。近年有多项研究 。 表明，VPA快速 

静脉滴注的安全性及良好的耐受性，滴速可达6 mg 
· 

～

· h～，负荷量可达45 mg／kg。本研究 12例 

患者接受 VPA静脉滴注，滴速高达 5～6 mg·kg 
· h～，仅 1例出现短暂轻微的副作用。止痉效果 

强，不影响呼吸系统与心血管系统，不影响意识状态 

的恢复，随时可改口服以维持治疗。 

现有研究 表明，无论成人还是儿童，地西泮 

终止痫性发作的效果都与发作持续的时间呈负相 

关，癫痫持续状态的发作时间越长，地西泮终止发作 

的可能性就越小。痫性发作持续 15 rain后，地西泮 

终止发作的效果就开始下降，能够终止持续 5 rain 

的痫性发作的地西泮剂量往往不能终止持续 60 min 

以上的痫性发作 。而且，由于它的高脂溶性，药 

物达到脑组织后迅速再分布到脂肪中储存起来，药 

代动力学属性不理想，起效虽快，持续时问短，复发 

常见，同时可能出现突发的心跳呼吸骤停及低血压。 

本组研究中，对照组对呼吸抑制较明显，有血压降低 

的情况，而治疗组无此反应，而且从患者苏醒的时间 

看，治疗组平均时间为 (5±0．5)h，而对照组为 

(12±0．3)h。综上所述，SE的用药时间不应局限 

于30 rain后，而发作时间较长的sE在治疗上，静脉 

注射丙戊酸钠比地西泮有明显优势，作用强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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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呼吸系统与循环系统，不影响意识状态的恢 

复，换用口服药方便。但本研究病例数尚少，需要临 

床进一步观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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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分析 

罗 涛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研究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严瞳程度的关系。方法：86例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术(CAG)， 

根据造影结果分为冠心病组64例，正常对照组22例；再根据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分为单支病变组35例，双支病变组 19例，三 

支病变组 10例。所有患者均在入院时应用离子亲和层析法测定空腹 HbA1C。结果：冠心病组HbA1C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05)。单支病变组HbA1c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双支病变组及三支病变组之间比较，病变支 

数越多，HbAlc水平越高(P<0．05)。结论：HbA1C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正相关。 

[关键词]冠状动脉疾病；糖化血红蛋白；冠状动脉造影；Gensini积分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543．3 [文献标识码]A 

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冠心病患者合并 

血糖异常的比例高，危害大。现有资料⋯已经证 

明，血糖是冠心病的“连续危险因子”，糖化血红蛋 

白(HbA1C)反映糖尿病患者检测前3个月内的血糖 

平均水平，是检测血糖的“金标准”。研究 显示， 

HbA1C可能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起一定关系。 

本文通过对 84例患者冠状动脉造影术(CAG)检查 

结果及测定 HbA1c，探讨 HbA1C与冠状动脉病变程 

度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7年 7月至 2009年5月 

在我科住院并行 CAG患者 86例，其 中男 52例，女 

36例；年龄 41—73岁。所有入选对象均无肝、肾、 

肿瘤、血液病、风湿病、消化病及营养不良等疾病。 

1．2 分组 采用飞利浦综合型数字化心血管造影 

(DSA)系统，Judkins法经股动脉行选择性 DSA，左 

冠状动脉6个体位，右冠状动脉4个体位进行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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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CAG中发现左主干、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状 

动脉 3个冠状血管中任意一支狭窄 >50％者归为冠 

心病组，共64例，其中男 45例，女 19例；年龄 43～ 

71岁；DSA结果阴性者共 22例，其中男 15例，女 7 

例；年龄 45～73岁。根据 DSA显示的病变支数分 

为单支病变组 35例，双支病变组 19例，三支病变组 

10例，累及左主干时以同时累及左前降支和左回旋 

支计算。各组问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3 方法 清晨空腹采肘静脉血 5 ml，用美国贝克 

曼全 自动 生化 分 析仪，采 用亲 和层 析法 测 定 

HbA1C。冠脉病变程度采用病变支数及 Gensini积 

分：冠脉狭窄 25％以下为 1分，26％ ～50％为 2分， 

51％ ～75％为 3分，76％ ～90％为8分，91％ ～99％ 

为 16分，100％为 32分。不同节段冠脉评分：左主 

干 X 5，左前降支近端 ×2．5，中段 × 1．5，远段 × 

1；对角支的第 1对角支 ×1，第 2对角支 ×0．5；左 

回旋支近段 ×2．5，远段以及后降支均 ×1，后侧支 

×0．5；右冠状动脉近、中、远及后降支均×1，后侧 

支 ×0．5。每例患者冠状动脉的最终积分为各分支 

积分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q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