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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受体拮抗剂与质子泵抑制剂预防重症监护病房患者

应激性溃疡出血和肺炎发生率的荟萃分析
周峻峰

万献尧黄伟

韩丽丽

目的评价质子泵抑制剂（ＰＰＩ）及Ｈ：受体拮抗剂（Ｈ。ＲＡ）对预防重症患者应激性溃疡出血的

【摘要】

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１９６６年至２００９年３月）、Ｅｂｓｃｏ、ＣＮＫＩ全文数据库，纳入ＰＰＩ及

Ｈ：ＲＡ预防应激性溃疡出血的随机对照试验，由２名研究者独立对纳入试验进行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通过
病例选择、病例特征、随机方法、盲法、出血和肺炎的定义６个方面进行评分，讨论并采用ＲｅｖＭａｎ ４．２．２软件
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最终纳入４项临床试验，包括７７１例患者，Ｍｅｔａ分析显示ＰＰＩ组消化道大出血的发生

率较Ｈ２ＲＡ组低（２．２％比６．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比值比（０Ｒ）ｏ．４５，９５％可信区间（口）ｏ．２１～ｏ．９６，
Ｐ—ｏ．０４］；ＰＰＩ组与Ｈ２ＲＡ组间医源性肺炎的发生率（１０．Ｏ％比９．９％，ｏＲ １．０３，９５％Ｃ７ Ｏ。６３～１．７０，
尸＝Ｏ．８９）及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病死率（１４．５％比１４．３％，ＯＲ １．１７，９５％口Ｏ．７６～１．８０，Ｐ—Ｏ．４７）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结论通过现有资料的Ｍｅｔａ分析提示ＰＰＩ较Ｈ：ＲＡ对应激性溃疡出血有更好的预防作用，两组
间医源性肺炎的发生率及ＩＣＵ病死率无显著差异。但鉴于目前关于ＰＰＩ和ＨｚＲＡ对预防应激性溃疡出血的
随机对照研究较少，本次Ｍｅｔａ分析总的样本量偏少，并且发表偏倚难以避免，上述分析结果应谨慎对待，有
关结论尚需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关键词】应激性溃疡｝出血；肺炎，医源性；Ｈ。受体拮抗剂，质子泵抑制剂，荟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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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性黏膜病变（ＳＲＭＤ）在危重症患者中极为

现消化道大出血。此外，应激性溃疡不仅延长ＩＣＵ

常见‘川，几乎所有重症患者通过内镜检查均可发

的滞留时间，还增加ＩＣＵ患者的病死率［４］。因此，为

现啪。ＳＲＭＤ一般在入住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２４

ｈ

预防应激性溃疡及消化道出血，重症患者普遍应用

内即可出现Ⅲ，严重者可发展为应激性溃疡，甚至出

抑酸剂。但同时研究也表明，应用抑酸剂是ＩＣＵ内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ｎ札ｊ．ｉｓ∞．１００３一０６０３．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９

医源性肺炎的危险因素¨］。有关抑酸剂与医源性肺

作者单位：１１６０１１辽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炎发生的关系已有多项荟萃分析［６。］，但仍然存在争

通信作者：韩丽丽。Ｅｍａｉｌ．ｈｌｌ９１６＠ｓｉＭ．ｃｏｍ

议，尚无明确的结论，并且以往研究均集中在Ｈ：受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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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拮抗剂（Ｈ。ＲＡ）、硫糖铝及抗酸剂之间的比较。近

出血发生率、肺炎发生率、Ｉｃｕ病死率、胃腔ｐＨ值

年来，质子泵抑制剂（ＰＰＩ）已在ＩＣＵ内广泛应用，关

４个方面的Ｍｅｔａ分析。

于ＰＰＩ与Ｈ：ＲＡ防治应激性溃疡及医源性肺炎等

２结

果

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少有荟萃分析。本研究中通过

２．１试验的特点和质量：初检得到相关文献８６篇，

检索相关文献，对此进行了初步的荟萃分析，以供临

其中英文文献７４篇，中文１２篇。阅读题目及摘要

床参考。

后，排除重复文献、综述类文章及信件，筛选得到预

１资料与方法

防性临床试验类文章８篇，阅读全文后剔除２篇非

１．１研究设计：所有关于ＰＰＩ、Ｈ。ＲＡ药物预防应

随机对照研究及２篇试验方法学方面描述过于简单

激性溃疡出血（ＳＵＢ）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已发表

及部分资料不全的中文文献，最终筛选出符合纳入

或未发表的全文均被纳入。

标准的文献４篇∞。川。纳入研究的一般特征见表１。

１．２纳入与排除标准
１．２．１纳入标准：年龄≥１６岁，人住ＩＣＵ的患者，
预期ＩＣＵ滞留时间＞７２ ｈ，应用各类ＰＰＩ（包括奥美
拉唑、潘托拉唑、兰索拉唑）及Ｈ。ＲＡ（包括西咪替
丁、雷尼替丁、法莫替丁）预防ＳＵＢ，药物预防开始

表ｌ纳入ＰＰＩ与Ｈ。ＲＡ预防ＩＣＵ患者应激性溃疡
大出血和肺炎研究的一般特征

人选研究——……
人选研究喜熹军警差萎盲法文器量
ＰＰＩ

Ｈ２ＲＡ

十损

比较

盲法

…、

（分）

的时间、疗程、剂量、给药途径不限。
１．２．２排除标准：既往有消化性溃疡病史，对抑酸
剂过敏，已有活动性消化道出血或已明确有胃黏膜
病变，因胃肠手术后入住ＩＣＵ，已合并医源性肺炎，

注：ＰＰＩ：质子泵抑制剂，Ｈ２ＲＡ：Ｈ２受体拮抗剂，ＩｃＵ：重症监护
病房，Ｏ：奥美拉唑，Ｒ：雷尼替丁，Ｆ：法莫替丁，ｃ ｚ西咪替丁，

孕妇，入住ＩＣＵ前应用抑酸剂。
１．３

Ｐｔ潘托拉唑

资料检索：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１９６６年至２００９

年３月）、Ｅｂｓｃｏ、ＣＮＫＩ全文数据库。中文检索主题

２．２疗效比较

词包括：应激性溃疡、急性胃黏膜病变、消化道出血、

２．２．１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图１）：４个随机对照

西咪替丁、甲氰咪呱、泰胃美、雷尼替丁、法莫替丁、

试验共包括７７ｌ例患者，均比较了ＰＰＩ和Ｈ：ＲＡ对

奥美拉唑、洛赛克、潘托拉唑、兰索拉唑、高舒达、泮

消化道大出血发生率的影响，其中１篇研究［１¨两组

托拉唑、质子泵抑制剂、Ｈ。受体拮抗剂。英文检索词

均无消化道大出血发生。Ｍｅｔａ分析显示各试验间

包括：ｓｔｒｅｓｓ ｕｌｃｅｒ、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无异质性（Ｐ＝ｏ．２２），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ｃｏｎｔｒｏＵｅｄ ｔ“ａｌｓ、ｃｉｍｅｔｉｄｉｎｅ、ｒａｎｉｔｉｄｉｎｅ、ｆａｍｏｔｉｄｉｎｅ、

ＰＰＩ组消化道大出血的发生率为２．２％，Ｈ。ＲＡ组为

ｏｍｅｐｒａｚｏｌｅ、ｅｓｏｍｅｐｒａｚｏｌｅ、Ｉａｎｓｏｐｒａｚｏｌｅ、ｒａｂｅｐｒａ—

６．８％，两组间消化道大出血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ｚｏｌｅ、ｐａｎｔｏｐｒａｚｏｌｅ、ＰＰＩ、Ｈ２ＲＡ。

义（０Ｒ：Ｏ．４５，９５％凹：Ｏ．２１～Ｏ．９６，Ｐ—Ｏ．０４）。

１．４质量评价与资料提取：由２名研究者独立选择

２．２．２医源性肺炎的发生率（图２）：４个随机对照

试验并提取资料，如遇分歧通过讨论意见解决。文献

试验均比较了ＰＰＩ和Ｈ：ＲＡ对医源性肺炎的影响。

的方法学质量评价参照Ｃｏｏｋ等［６］的方法，对每项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各试验间无异质性（Ｐ＝Ｏ．４８），故采

研究均从病例选择、病例特征、随机方法、盲法、出血

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ＰＰＩ组医源性肺炎发生率为

和肺炎的定义６个方面进行评价，每项评分分为

１０．ｏ％，Ｈ：ＲＡ为９．９％，两组问医源性肺炎发生率

０、１、２分３个等级，最高分１２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０Ｒ：１．０３，９５％ａ：０．６３～１．７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统计分析使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

Ｐ—Ｏ．８９）。

提供的ＲｅｖＭａｎ ４．２．２软件。各研究间的异质性检

２．２．３

验采用Ｘ２检验，检验水准为ａ＝Ｏ．１，若无统计学异

比较了ＰＰＩ组与Ｈ：ＲＡ组间ＩＣＵ内病死率的差异。

ＩＣＵ的病死率（图３）：４个随机对照试验均

质性，Ｍｅｔａ分析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随机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各试验间无异质性（Ｐ＝０．８７），故采

效应模型或进行定性的系统评价。对于计数资料计

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ＰＰＩ组患者病死率为

算比值比（ｏＲ）及其９５％可信区间（ｃｚ），Ｐ＜ｏ．０５

１４．５％，Ｈ。ＲＡ组为１４．３％，两组间ＩＣＵ病死率差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异无统计学意义（０Ｒ：１．１７，９５％口：Ｏ．７６～１．８０，

拟根据入选试验的临床数据资料，进行消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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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ＩＣＵ患者应用ＰＰＩｓ和Ｈ ２ＲＡｓ出血和肺炎的发生率
比较：ＰＰＩｓ与Ｈ ２ＲＡｓ：出血和｜Ｉｉｆｉ炎的发生率
结果：ＰＰＩｓ与Ｈ２ＲＡｓ：出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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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ｌ

４个随机对照试验中ＰＰＩ与Ｈ２ＲＡ预防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发生率的比较

评价：ＩＣＵ 患者应用ＰＰＩｓ和Ｈ ２ＲＡｓ出血和肺炎的发生率
比较：ＰＰＩｓ 与Ｉ｛２ＲＡｓ：出血和肺炎的发生率
结果：ＰＰｒｓ 与Ｈ２ＲＡｓ：医源性肺炎发生率
研究或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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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２

４个随机对照试验中ＰＰＩ与Ｈ２ＲＡ预防应激性溃疡医源性肺炎发生率的比较

评价：ＩＣＵ 患者应用ＰＰＩｓ和Ｈ２ＲＡｓ出血和肺炎的发生率
比较：ＰＰＩｓ 与Ｈ ２ＲＡｓ：预后
结果：ＰＰＩｓ 与Ｈ２ＲＡｓ：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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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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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通气的重症患者更有意义‘引，Ｔｒｙｂａ和Ｃｏｏｋ［１６３认为

应激性溃疡的发生与胃酸分泌、胆汁反流、黏膜

这可能得益于硫糖铝有预防细菌移位及多器官功能

缺血、胃黏膜屏障功能障碍等多种因素有关［１ ２。¨］。胃

衰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尚无研究证实。本次Ｍｅｔａ

黏膜自身的内稳态平衡维系着胃黏膜的正常生理功

分析表明ＰＰＩ与Ｈ：ＲＡ两组间的ＩＣＵ病死率差异

能，入住ＩＣＵ的重症患者（如创伤、烧伤、严重感染

无统计学意义。

及休克）常由于各种病理生理原因导致这种平衡被

本荟萃分析纳入的４篇文献中虽有３篇比较了

打破而发生ＳＲＭＤ甚至出血。机械通气时特别是在

ＰＰＩ组与Ｈ：ＲＡ组间胃内ｐＨ值的控制情况，但因

高潮气量或高呼气末正压（ＰＥＥＰ）状态下，由于回

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未能进行Ｍｅｔａ分析，但３篇

心血量减少导致内脏低灌注，将加重胃肠黏膜缺血，

研究均表明ＰＰＩ组胃内ｐＨ值较Ｈ２ＲＡ组高，或ｐＨ

更易发生ＳＲＭＤ及出血ｕ钊。临床研究显示胃内ｐＨ

值升高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

值保持在４．０以上可以防止ＳＵＢ的发生［１引。早在

综上所述，通过现有的资料进行Ｍｅｔａ分析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Ｈ。ＲＡ就已用于临床抑制胃酸分

示ＰＰＩ较Ｈ：ＲＡ对ＳＵＢ有更好的预防作用，两组间

泌以提高胃内ｐＨ值，多项研究均表明Ｈ：ＲＡ可有

医源性肺炎发生率及ＩＣＵ病死率无明显差异。但鉴

效预防ＳＵＢ［６’１６１ ７｜。目前ＰＰＩ也得以广泛应用，其机

于目前关于ＰＰＩ和Ｈ：ＲＡ对预防ＳＵＢ的随机对照

制作用于壁细胞泌酸的最后通路，可使胃内ｐＨ值

研究较少，本次Ｍｅｔａ分析总的样本量偏少，难以避

达到６．Ｏ以上，前赡性研究表明ＰＰＩ具有良好的预

免发表偏倚，对上述分析结果应谨慎对待，有关结论

防ＳＵＢ的效果ｒ１８删。本研究中通过对４项随机对照

尚需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研究资料的荟萃分析显示，与Ｈ：ＲＡ组比较，ＰＰ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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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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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ｕｌｃｅｒ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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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ｅ，２０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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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李银平）

ｓｉｇｌｌｉｆｉｃａｎｔ

·科研新闻速递·
硝酸甘油可以减轻血红蛋白氧载体在休克复苏时的血管收缩作用
一氧化氮缺乏时，血红蛋白氧载体（ＨＢＯＣ）会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可能使刨伤复苏患者出现心血管并发症。美国科学家最
近对如何减轻ＨＢＯＣ引起的血管收缩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将失血性休克模型猪按复苏药物不同分为ＨＢＯＣ、ＨＢ（）Ｃ＋硝
酸甘油（ＮＴＧ）１０ ｍｇ·ｋｇ－１·ｌｎｉｎ＇。、ＨＢＯＣ＋ＮＴＧ

２０

ｍｇ·ｋ９１·ｍｉｎ～、ＨＢＯＣ＋ＮＴＧ ４０ ｍｇ·ｋ９１·ｍｉｎ～、羟乙基淀粉

（ＨＥＳ）、ＨＥＳ＋ＮＴＧ ２０ ｍｇ·ｋｇ－１·ｍｉｎ一、ＮＴＧ ２０ 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和乳酸林格液（ＬＲ）８组。与ＨＥｓ组相比，ＨＢＯＣ复苏组

可升高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平均肺动脉压（ＭＰＡＰ）和外周血管阻力（ＳＶＲ）。ＨＢＯＣ＋ＮＴＧ

４０

ｍｇ·ｋｇ“·ＩＩｌｉｎ－１复苏组抑制血

管收缩时间虽短，但作用最明显。ＨＢＯＣ和ＮＴＧ同时应用不会造成碱缺失、血乳酸升高、高铁血红蛋白，也不会引起血压下
降。研究人员认为，失血性休克复苏的同时应用ＮＴＧ和ＨＢｏＣ，可以减轻ＨＢＯＣ收缩血管的作用，但能否改善单纯ＨＢｏＣ复
苏患者的生存率仍有待研究。
扬明星，编译自《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一０１—１５（电子版）；胡森，审校

失血性休克时雌激素能保护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和中性粒细胞活性
最近，美国学者研究了创伤失血性休克（Ｔ／ＨＳ）时雌激素对血液中细胞的保护作用。激素正常和卵巢切除（ＯＶＸ）后的
雌性大鼠在经历Ｔ／ＨＳ（剖腹放血至平均动脉压约为３０～３５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并持续９０ ｍｉｎ］或假刨伤休克

（Ｔ／ＳＳ）后再灌注３ ｈ，然后对红细胞（ＲＢＣ）变性能力和中性粒细胞活性进行监测。补液前分别给予安慰剂、雌激素、雌激素受
体一ｎ和受体一ｐ（ＥＲ—ａ和ＥＲ—ｐ）的促进剂。结果发现，所有Ｔ／ＳＳ组的ＲＢＣ变形性和中性粒细胞活性都接近，且与经历Ｔ／ＨＳ的
正常激素大鼠并无差异。与Ｔ／ＳＳ组和经历Ｔ／ＨＳ的正常激素大鼠相比，经历Ｔ／ＨＳ的０ＶＸ大鼠ＲＢＣ变形性下降，而中性粒
细胞活性升高；如给予经历Ｔ／ＨＳ的０ＶＸ大鼠雌激素后可使ＲＢＣ变形性和中性粒细胞功能恢复正常。ＥＲ—ａ和ＥＲ—ｐ的促进
剂均可保护经历Ｔ／ＨＳ的０ＶＸ大鼠的ＲＢＣ变形性。但只有ＥＲ—ｐ能够抑制中性粒细胞活性升高。研究者认为，雌激素可以保
护Ｔ／ＨＳ大鼠的ＲＢＣ变形性和中性粒细胞活性，并受ＥＲ—ａ和ＥＲ—ｐ活性的调节，但只有ＥＲ—ｐ可以抑制Ｔ／ＨＳ导致的中性粒
细胞激活。
扬明星，编译自《Ｊ 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ｌＯ，６８：３５—４１；胡森，审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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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林汉昇.罗晓阳.LIN Hansheng.LOU Xiaoyang 山莨菪碱对大鼠内囊出血并应激性溃疡治疗作用研究 岭南现代临床外科2006,6(6)
目的 探讨山莨菪碱对大鼠内囊出血并应激性溃疡的治疗作用.方法 用放射免疫分析(RIA)方法测定内囊出血及山莨菪碱治疗后血浆及胃组织匀浆中
垂体腺苷酸环化酶激活多肽(PACAP)、血管活性肠肽(VIP)含量的变化.结果 内囊出血时血浆PACAP、VIP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胃组织匀浆中
PACAP、VIP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而山莨菪碱治疗后血浆PACAP、VIP含量明显低于出血组(P＜0.01),胃组织匀浆中PACAP、VIP含量明显高于出
血组(P＜0.01).结论 血浆及胃组织匀浆中PACAP、VIP可能是参与内囊出血后的应激性溃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山莨菪碱对大鼠内囊出血并应激性溃
疡起重要治疗作用.

2.期刊论文 霍春妹 胆管术后应激性溃疡恶性出血的观察及护理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7(22)
应激性溃疡(Stress-related mucosal disease,SRMD)是继发于刨伤(包括手术)、烧伤、休克等的一种病变,以胃为主的上消化道黏膜发生急性炎症
、糜烂或溃疡,严重时可发生大出血或穿孔.此病属于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MODS),也可单独发生.由于SRMD不仅加重原发病,且本身造成的出血也很严重
,有较高的病死率[1].

3.期刊论文 侍立志.蔡祥梧.SHI Li-zhi.CAI Xiang-wu 应激性溃疡并发大出血的诊断 -中国实验诊断学2000,4(4)
目的探讨应激性溃疡并发大出血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方法对1987年至1999年我院收治的52例应激性溃疡并大出血的患者的诊断与治疗,进行回顾性分
析.结果本组排柏油样便51例(98%),呕血21例(40%),发生低血溶量性休克42例(81%).保守治疗36例(69%),手术治疗16例(31%),治愈39例(75%),死亡13例
(25%).死亡原因:多器官衰竭(MOF)9例(17%),失血性休克4例(8%).结论应激性溃疡并发大出血是发生在严重创伤或大手术后,以胃及十二指肠粘膜发生糜
烂、溃疡、及出血为主要特征的急性应激病变.治疗在于积极治疗原发病,有效的预防并控制出血,同时注意对重要器官的保护.非手术疗法无效时,应采取
外科手术.

4.期刊论文 刘利荣 重型颅肭损伤应激性溃疡的护理干预作用 -中国当代医药2009,16(11)
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重型颅脑损伤并发应激性溃疡出血的预防效果.方法:将138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均给予常规的治疗护
理,干预组同时进行应激性溃疡护理干预措施,评价应激性溃疡出血的发生率.结果:138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发生应激性溃疡出血共68例(49.3%),共52例
(76.5%)发生于伤后7～10 d内.干预组71例出血29例(40.9%);对照组67例出血39例(58.2%).干预组溃疡出血率低于对照组(X2=4.158,P=0.041),其OR值为
0.496,95%CI为0.238～1.031.结论:护理干预对预防重型颅脑损伤后应激性溃疡有一定作用.

5.期刊论文 朱小平.朱晓峰.黄美近.ZHU Xiaoping.ZHU Xiaofeng.HUANG Meijin 烧伤后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

血手术治疗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1999,2(3)
目的探讨烧伤后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手术治疗的效果.方法烧伤后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患者15例,烧伤面积(38±15)%,出血部位12例位
于十二指肠,3例位于胃.手术时间在伤后4～12天,手术方式为缝扎止血、幽门成形、选择性迷走神经切断、溃疡外旷置术或胃大部分切除术.结果 15例中
13例治愈,2例死亡,其中1例死于术后败血症,另1例死于再出血并多器官功能衰竭.结论手术治疗是烧伤后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的有效治疗方法,对
符合手术治疗的患者应尽早手术,以免延误时间,造成严重后果.

6.期刊论文 邓年锋.罗登攀.DENG Nian-feng.LUO Deng-pan 脑外伤后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手术治疗(附15例
报告) -淮海医药2006,24(2)
目的探讨脑外伤后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手术治疗的效果.方法脑外伤后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患者15例,出血部位12例位于十二指肠,3例
位于胃.手术时间在伤后4～12 d,手术方式为缝扎止血、幽门成形、选择性迷走神经切断、溃疡外旷置术或胃大部分切除术.结果 15例中13例治愈,2例死
亡,其中1例死于术后败血症,另1例死于再出血并多器官功能衰竭.结论手术治疗是脑外伤后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的有效治疗方法,对符合手术治疗
的患者应尽早手术,以免延误时间,造成严重后果.

7.会议论文 王春荣.刘占举 洛赛克治疗应激性溃疡的临床观察 2007
本文对洛赛克治疗应激性溃疡进行了临床观察。结果表明，格赛克能缩短溃疡出血的时闻，显著降低应激性溃疡的出血复发率，表明该药安全、有
效，为临床治疗应激溃疡的首选药物，而且能大大减少疾病的病死率，对肝、肾功能亦无明显影响。

8.期刊论文 杜小红.张翠珍.毛惠君 应激性溃疡患者的观察与护理 -实用医技杂志2006,13(23)
应激性溃疡是多脏器功能衰竭中重要的复杂疾病之一,表现为急性胃肠道多发性溃疡的形成、出血等一系列病变,临床主要表现上消化道出血[1].我
科自1998年至今共治疗住院患者出现应激性溃疡57例,通过及时诊治和精心护理,除1例由于大量出血,来势迅猛,仅4 h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均治愈出院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现总结报告如下.

9.期刊论文 谢举临.利天增.祁少海.徐盈斌.李厚东.刘旭盛.舒斌.唐锦明.XIE Julin.LI Tianzeng.QI Shaohai.
XU Yingbin.LI Houdong.LIU Xusheng.SHU Bin.TANG Jinming 严重烧伤后应激性溃疡的综合防治 -中华损伤与修
复杂志（电子版）2008,3(5)
目的 探讨严重烧伤后应激性溃疡的致病原因及防治方法.方法 对1985年4月至2006年4月间收治的严重烧伤患者中并发应激性溃疡的38例患者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442例严重烧伤患者中,并发应激性溃疡者38例,发病率为8.6%;并发应激性溃疡者38例中死亡13例,病死率为34.2%.结论 严重烧
伤后应激性溃疡的发生与休克、感染等应激因素有关,因此积极消除诱发因素、加强制酸、早期进食、保护胃黏膜、应用生长抑素、必要时手术治疗,同
时加强创面处理和抗感染治疗是防治烧伤后应激性溃疡的有效方法.

10.期刊论文 李明月.杜云飞 应激性溃疡大出血手术治疗分析 -中原医刊2004,31(1)
目的:探讨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手术治疗效果.方法:手术时间在出血后1～7天不等.手术方式为缝扎止血、幽门成形、选择性迷走神经切断或
胃大部分切除术.结果:本组16例治愈,2例死亡,1例死于颅脑损伤,1例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结论:手术治疗是上消化道应激性溃疡大出血的有效治疗方法
,对符合手术治疗的患者应尽早手术,以免延误时间,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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