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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选择合理的抗生素；激素治疗 

以 20 d为限 ，使用剂量应以临床上能控 

制肺部浸润性病变的进 展情 况下，尽量 

减小剂量 ；加强支持治疗 ；同时还可辅助 

中药治疗 ，以扶正和调理 胃肠功能为主； 

必要时还应加强心理 治疗 ，增强 患者战 

胜疾病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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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使用重组牛 bFGF预防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腔溃疡发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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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 明，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 

长因子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具有诱导毛细血管形成 ，刺激上 

皮细胞和 内皮细 胞的增殖 ，促进 肉芽组 

织增生等作用“ 。现代高新技术及对干 

细胞和生长因子 的广泛研究 ，为主动修 

复损伤上皮提供了可能。 。在既往的研 

究中，多集中在 bFGF对创面及术后切 

口愈合的促进作用方面。 。对尚未受 

损形成创面的组织前瞻性使用 bFGF治 

疗是否能起到预防和保护作用，至今尚 

未见报告。对我科收治的 5O例因呼吸衰 

衰而行经口气管插管患者的口腔溃疡发 

生情况进行临床对 比监测 ，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及其分组 ：5O例经 口气管插 

管术患者中男21例，女29例；年龄 1O～ 

84岁 ，平均 6O．48岁。基础病见表 1；带 

管时间 1～44 d，平均 7 d。随机将患者均 

分为实验组(前瞻性使用 bFGF治疗)和 

对照组(不使用治疗 bFGF)。 

1．2 治疗方法和观察指标：对两组从插 

管之日起连续观察 2周口腔溃疡形成情 

况。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口腔护理 ，实验 

组给予重组牛 bFGF(商品名为贝复济) 

口腔喷洒 ；对照组 不使用。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 PEMs 3．0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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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0例气管插管患者基础疾病 

基础疾病 病例数(例 ) 

慢性支气管炎 ，肺气肿．肺心病 14 

理化因素所致疾病 3 

哮喘 3 

车祸伤 4 

癫痫持续状态 I 

脑血管意外 5 

肺癌 I 

肠道恶性肿瘤 2 

糖尿病 2 

感染中毒性休克 4 

其他 iI 

统计软件对所获数据进行 X 检验。 

2 结 果 

实验组 25例患者 2周 内出现 口腔 

溃疡者 3例 ；对照组 25例中出现 口腔溃 

疡者 12例(X 一7．714 3，P一0．005 5)。 

说明前瞻性使用重组牛 bFGF对经 口气 

管插管患者的口腔溃疡有预防作用。 

3 讨 论 

前瞻性使用重组牛 bFGF对经 口气 

管插管患者口腔溃疡有预防作用的其机 

制 可能 为：由于细 菌定植 、潜 在病毒增 

殖、物理摩擦等因素的作用，经口气管插 

管患者 口腔黏膜细胞受损，累积到一定 

程度 ，以口腔溃疡的形式表现出来 。重组 

牛 bFGF为促分裂素 ，通过与相应受 

体结合。 ，促进创伤部位新生毛细血管、 

肉芽和上皮组织形成 ；作为化学趋化剂 ， 

诱导炎症细胞和组织修复细胞向受损部 

位移动，为创面抗炎、修复提供基础，使 

口腔黏膜损伤得到修复从而使溃疡无法 

表现出来 。 

综上，在经口气管插管后，前瞻性使 

用重组牛 bFGF，可预 防患者 口腔溃疡 

的发生 ，提高患者对机械通气的顺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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