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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程序化脱机在神经重症加强治疗病房（NICU）重症脑卒中患者机械通气（MV）中的
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需要MV的重症脑卒中患者65例，
分别采用程序化脱机（程序组 35 例）和经验性脱机（经验组 30 例）两种方法对行 MV 的重症脑卒中患者进行
脱机。比较两组脱机成功率、脱机前 MV 时间、总 MV 时间、住 NICU 时间、气管切开率、48 h 再插管率、NICU
住院费用、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发生率的差异。结果  与经验组比较，程序组脱机成功率明显提高〔68.6%

（24/35）比 33.3%（10/30）〕，脱机前 MV 时间、总 MV 时间、住 NICU 时间、NICU 住院费用及 VAP 发生率明显降
低〔脱机前 MV 时间（d）：9.69±1.30 比 12.45±2.01，总 MV 时间（d）：15.14±2.01 比 18.38±3.58，住 NICU 时
间（d）：22.14±2.09 比 28.57±3.05，NICU 住院费用（万元）：4.9±0.6 比 6.5±0.5，VAP 发生率：8.6%（3/35）比
40.0%（12/30），均 P＜0.05）〕。程序组气管切开率、48 h 再插管率与经验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气管切开
率：51.4%（18/35）比 63.3%（19/30），48 h 再插管率：14.3%（5/35）比 13.3%（4/30），均 P＞0.05〕。结论  程序化
脱机较传统经验脱机能提高脱机成功率，缩短 MV 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减少住院费用，为重症脑卒中患者
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脱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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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programmed  weaning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V)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stroke  in  neurolo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Methods  Sixty-five  patients  with  severe 
stroke necessary to use MV for treatment were enrolled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bei University from October 2011 
to December 2016,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programmed group (35 cases) with programmed weaning, and an experiential 
group  (30 cases) with experiential weaning. The differences  in success rate of weaning, MV time before weaning,  total 
MV time, NICU stay time, tracheotomy rate, 48-hour re-intubation rate, NICU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the incidence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ential group, the success rate of weaning of the programm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68.6% (24/35) vs. 
33.3% (10/30)], while the MV time before weaning, total MV time, NICU stay time, NICU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and 
the incidence of VAP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MV time before weaning (days): 9.69±1.30 vs. 12.45±2.01, total MV 
time (days): 15.14±2.01 vs. 18.38±3.58, the NICU stay time (days): 22.14±2.09 vs. 28.57±3.05, NICU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wan  yuan):  4.9±0.6  vs.  6.5±0.5,  the  incidence  of  VAP:  8.6%  (3/35)  vs.  40.0%  (12/30),  all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racheotomy  rate  and  48-hour  re-intubation  rate  between  the  programmed 
group  and  the  experience  group  [tracheotomy  rate:  51.4%  (18/35)  vs.  63.3%  (19/30),  48-hour  re-intubation  rate:  
14.3%  (5/35)  vs.  13.3%  (4/30),  both  P  >  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experience  weaning,  the 
programmed weaning can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offline, shorten the MV time,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ecrease hospital costs and provide a safe and effective offline mode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stroke.

【Key words】  Strok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Empirical weaning;  Programmed w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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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血管疾病是目前造成全球人口死亡的三大疾

病之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

较高［1］，病后残障率也较高［2］，病死率明显高于心

血管病，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而重

症脑卒中患者因有中枢性疾病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意识障碍，预后极差。机械通气（MV）是重症脑卒

中患者常用的生命支持及安全手段［3］。研究显示，

神经重症加强治疗病房（NICU）行 MV 的患者甚至

达到 50%［4］。脑卒中患者因疾病加重成为重症患

者，随之会产生病情严重的呼吸衰竭（呼衰），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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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辅助呼吸。重症脑卒中患者及时应用 MV 进行

挽救生命，为其争取了更多的抢救时间，从而为医

治患者原发疾病赢得了时间，虽然 MV 抢救了无数

危重疾病患者的生命，却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并发

症，MV 时间与其余因素相比，是增加重症脑卒中患

者死亡风险系数的独立因素，对于重症脑卒中患者，

MV 的并发症如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等更严

重，重症脑卒中患者的预后也更差［5］。重症脑卒中

患者应用气管插管，或应用 MV 挽救生命，但预后并

不乐观。呼衰患者的 VAP 发生率、再插管率、撤机

失败率、病死率明显增高［6-7］。因此，重症脑卒中患

者一旦原发病出现好转，要尽早脱机。研究显示，延

迟脱机的现象普遍存在，大约有 50% 的患者自行拔

管后无需再次插管［8］，近年来，呼吸机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9］，研究减少 MV 时间的方案越来越多［10-11］，

脱机时间的选择往往是临床医生的难题。本研究观

察程序化脱机对 NICU 重症脑卒中 MV 患者预后的

影响，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选择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NICU 2011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收治的需行 MV

的重症脑卒中患者 65 例。

1.1.1  纳入标准： ① 诊断均符合 1995 年全国第四

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提出的脑卒中标准； ② 经

头颅 CT 或磁共振成像（MRI）检查证实为脑干梗死、

脑干出血、大面积脑梗死（梗死直径≥3 cm）及出血

（基底节区出血，出血量 20～30 mL）者； ③ 使用呼

吸机且存活时间超过 48 h 者； ④ 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16 分者； ⑤ 临床资

料记录完整者。

1.1.2  排除标准： ① 家属放弃进一步抢救治疗者； 

② 外科手术治疗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和检测方法取

得患者家属知情同意。

1.2  研究分组：将患者按脱机方法不同分为两

组，程序组 35 例，男性 21 例，女性 14 例；平均

（68.80±4.92）岁，按程序进行脱机；经验组 30 例，

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平均（67.83±3.24）岁，根据

临床医师的经验进行脱机。

1.3  脱机方法

1.3.1  经验组脱机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采用经

验性脱机，即患者脱机时机、脱机方式及过程均根

据医生的主观判断与临床经验来决定。

1.3.2  程序组脱机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采用程

序化脱机策略，按下列程序进行脱机。

1.3.2.1  对 MV 超过 24 h 的患者，于每日早晨进行 

1 次筛查试验： ① 导致 MV 的病因好转或去除； 

② 氧合指数（PaO2/FiO2）＞150 mmHg（1 mmHg＝

0.133 kPa），动脉血氧分压（PaO2）＞60 mmHg，吸入

氧浓度（FiO2）≤0.4，呼气末正压（PEEP）≤5 cmH2O 

（1 cmH2O＝0.098 kPa），pH 值≥7.25；有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COPD）的患者：PaO2＞50 mmHg，FiO2≤0.35，

pH 值＞7.30； ③ 血流动力学稳定，无心肌缺血，无

明显低血压（不需要或仅需小剂量血管活性药物，

如多巴胺或多巴酚丁胺＜5～10 μg·kg-1·min-1）；  

④ 有自主呼吸的能力； ⑤ 意识清楚； ⑥ 咳嗽反射

良好； ⑦ 体温＜38 ℃ ； ⑧ 电解质基本正常。患者

通过筛查试验后方可进行自主呼吸试验（SBT）。

1.3.2.2  SBT：所有患者均采用低水平压力支持通气

（PSV）进行脱机试验，压力设定为 5～8 cmH2O。

  3 min SBT：试验过程中应密切监测生命体征，

当患者未满足下列指标时应立即中止 SBT，转为

MV： ① 浅快呼吸指数（RSBI）＜105 次·min-1·L-1；  

② 呼吸频率（RR）＞8次 /min或＜35次 /min； ③ 心率 

（HR）＜120～140 次 /min 或变化＜20%，无新发性

心律失常； ④ 自主呼吸时潮气量（VT）＞4 mL/kg； 

⑤  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0.90。若患者通过 

3 min SBT 后，则继续完成 SBT 30～120 min。

  30～120 min SBT：试验中持续监测下列指标，

每 15 min 记录 1 次。SBT 成功标准：SpO2＞0.90，

PaO2＞60 mmHg，pH 值＞7.3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PaCO2）增加＜10 mmHg，HR＜120～140 次 /min 或

改变＜20%，90 mmHg＜收缩压（SBP）＜180 mmHg

或 改 变＜20%，RR＜35 次 /min 或 改 变＜50%，意

识清楚，无感觉不适，无发汗，无辅助呼吸肌参与 

呼吸。

1.4  观察指标及方法： ① 记录患者性别、年龄、身

高、体质量、既往史〔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吸烟史、基础肺部疾

病（包括慢性阻塞性支气管炎、哮喘、间质性肺疾 

病等）、卒中部位及性质，入院 24 h 内急性生理学与

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格拉

斯哥昏迷评分（GCS）等； ② 记录两组患者的结局 

指标。

1.5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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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临床结局指标（表 2）：与经验组比较，程序组

患者脱机成功率明显提高，脱机前 MV 时间、总 MV

时间、住 NICU 时间、NICU 住院费用及 VAP 发生率

明显降低（均 P＜0.05）。程序组和经验组气管切开

率、48 h 再插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白色卡片法［15］、药物辅助治疗［16］等，而针对重症脑

卒中患者脱机方法研究尚少［17］。目前脑卒中有创

MV 患者多采用经验性方法脱机，尽管国内也越来

越多地将程序化脱机应用于临床，但将该策略应用

在脑卒中患者还鲜见报道。

  传统的经验性脱机方法主要是依据医师的临

床经验，从而指导患者撤机，常规的脱机指数有：患

者 RR 快慢、VT 大小、每分通气量多少等，但该方

法自主性强，缺乏理论依据及量化指标，常会导致

MV 时间延长，并发症较多［18-19］，给脱机过程带来不

利影响。程序化脱机方案由 Foster 等［20］提出，需要

医师认真分析并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动态评估患者

的 SBT，达到一定条件后脱机，可以明显缩短神经内

科危重疾病患者的插管行 MV 时间。患者脱机的成

功率提高，及早完成脱机，降低患者因行 MV 带来的

相关并发症，如 VAP 的发生。患者住院时间缩短，

其患者住院病死率较低，住院费用将会减少。程序

化脱机方法不仅能提升医疗水平、合理优化医疗资

源，而且还能减轻患者的生理、心理痛苦和经济负

担。最新研究显示，呼吸机依赖患者进行脱机时参

照程序化的方式可明显提高临床重症患者的脱机成

功率，是一种有效的脱机手段［21］。因此，探索重症

脑卒中患者的程序化脱机方法，并将此项新技术成

功实施应用于临床意义重大。

  本研究比较了程序化脱机与传统经验性脱机对

重症脑卒中患者脱机过程及其效果的影响。采用程

序化脱机策略指导脱机，每日进行脱机评估，患者不

必经历传统的“阶梯式”的撤机过程，部分患者上机

时间缩短；每日进行脱机评估，程序化脱机提高了

医师的脱机意识，加快了脱机进程；程序组患者均

在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的同时加强气道管理，一旦意

识状态好转，选择最佳时机进行脱机。本研究结果

显示：程序化脱机可提高脱机成功率，总 MV 时间

明显缩短，因此 NICU 住院时间明显缩短，VAP 等

并发症明显减少，NICU 住院费用也明显减少。本

研究结果显示：程序组进入脱机过程的时间较经验

组提前了近 66 h，总 MV 时间缩短了约 78 h，程序组

脱机前 MV 时间和总 MV 时间显著缩短，脱机成功

率高达 68.6%。因此，对于 MV 超过 24 h 的患者，每

天早晨进行一次筛查试验是必要的。由于脱机早，

MV 时间缩短，相应并发症的减少，住院时间亦相应

缩短，程序组 NICU 住院费用明显低于经验组，较经

验组减少了 24.5%。大大减轻了患者和社会的经济

负担。本研究显示，两组气管切开率及 48 h 再插管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年龄
（岁，x±s）

高血压
〔例（%）〕

糖尿病
〔例（%）〕

冠心病
〔例（%）〕

程序组 35 68.80±4.92 30（85.7） 14（40.0） 15（42.9）
经验组 30 67.83±3.24 25（83.3） 11（36.7） 12（40.0）

组别
例数
（例）

慢性肺病
〔例（%）〕

吸烟
〔例（%）〕

APACHE Ⅱ
（分，x±s）

GCS
（分，x±s）

程序组 35 8（22.9） 10（28.6） 23.83±1.04 6.82±0.92
经验组 30 7（23.3）   9（30.0） 23.42±1.39 5.37±1.33

组别
例数
（例）

脑卒中类型〔例（%）〕

脑干梗死 半球梗死 脑干出血 半球出血

程序组 35 16（45.7） 4（11.4） 10（28.6） 5（14.3）
经验组 30 15（50.0） 3（10.0）   8（26.7） 4（13.3）

表 2 经程序化和经验性脱机两组患者临床结局指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脱机成功率
〔%（例）〕

脱机前 MV
时间（d，x±s）

总 MV 时间
（d，x±s）

程序组 35 68.6（24）   9.69±7.30 15.15±2.01
经验组 30 33.3（10）a 12.45±2.55 a 18.38±3.58 a

组别
例数
（例）

住 NICU 时间
（d，x±s）

气管切开率
〔%（例）〕

48 h 再插管率
〔%（例）〕

程序组 35 22.14±2.09 51.4（18） 14.3（5）
经验组 30 28.57±3.05 a 63.3（19） 13.3（4）

组别
例数
（例）

NICU 住院费用
（万元，x±s）

VAP 发生率
〔%（例）〕

程序组 35 4.9±0.6   8.6（  3）
经验组 30 6.5±0.5 a 40.0（12） a

注：与程序组比较，aP＜0.05

（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两组年龄、APACHE Ⅱ评分、GCS

评分和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肺病、吸烟及

脑卒中类型患者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表 1），说明两组资料均衡，有可

比性。

3 讨 论

  Hall 等［12］曾提出 MV 的最终目的是恢复自主

呼吸。目前国内外的脱机研究多集中在创伤、呼吸、

循环系统疾病等方面，如 RSBI 变异度［13］、PaO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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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由于重症脑卒中患者

存在意识障碍及咳痰困难等因素的影响，虽脱机成

功率有明显提高，但对气管切开率无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程序化脱机较传统经验性脱机有明

显的优势，不需特殊设备只需医生的责任心，每日评

估即可，由具体指标数字代替了医生的经验，更加科

学化，合理化，整个过程相对安全，所以程序化脱机

必将取代传统的经验性脱机，值得扩大样本研究，为

进一步广泛应用于临床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Mehndiratta MM, Khan M, Mehndiratta P, et al. Stroke  in Asia: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and temporal trends [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14, 85 (12): 1308-1312. DOI: 10.1136/jnnp-2013-306992.

  ［2］  Fagon JY. Biological markers and diagnosis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J]. Crit Care, 2011, 15 (2): 130. DOI: 10.1186/cc10050.

  ［3］  Chen L, Gilstrap D, Cox CE. Mechanical ventilator discontinuation 
process [J]. Clin Chest Med, 2016, 37 (4): 693-699. DOI: 10.1016/ 
j.ccm.2016.07.009.

  ［4］  张运周 . 机械通气在神经重症损伤中的应用 [J]. 中华老年心
脑血管病杂志 ,  2013,  15  (11):  1121-1122.  DOI:  10.3969/j.issn. 
1009-0126.2013.11.001. 
Zhang  YZ.  Applic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severe  nerve 
injury  [J].  Chin  J  Geriatr  Heart  Brain  Vessel  Dis,  2013,  15  (11): 
1121-1122. DOI: 10.3969/j.issn.1009-0126.2013.11.001.

  ［5］  侯鹏国 . 重症脑梗死患者行机械通气后呼吸机相关肺炎感染
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J]. 中国实用医刊 ,  2016,  43  (13):  27-29. 
DOI: 10.3760/cma.j.issn.1674-4756.2016.13.010.
Hou PG.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fe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of  severe  cerebral  in-farction  afte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J].  Chin  J  Pract  Med,  2016,  43  (13):  27-29.  DOI: 
10.3760/cma.j.issn.1674-4756.2016.13.010.

  ［6］  Walton JJ. Advanced ventilation management [J]. Surgery (Oxford), 
2012, 30 (10): 530-535. DOI: 10.1016/j.mpsur.2012.07.005.

  ［7］  Pelosi P, Ferguson ND, Frutos-Vivar F, et al. Management and outcome 
of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neurologic patients [J]. Crit Care Med, 2011, 
39 (6): 1482-1492. DOI: 10.1097/CCM.0b013e31821209a8.

  ［8］  Krinsley JS, Barone JE. The drive to survive: unplanned extubation in 
the ICU [J]. Chest, 2005, 128 (2): 560-566. DOI: 10.1378/chest.128.2.560.

  ［9］  MacIntyre N. Design features of modern mechanical ventilators [J]. 
Clin Chest Med, 2016, 37 (4): 607-613. DOI: 10.1016/j.ccm.2016. 
07.002.

［10］  Aboussouan  LS,  Lattin  CD,  Anne  VV.  Determinants  of  time-to-
weaning  in  a  specialized  respiratory  care  unit  [J].  Chest,  2005,  
128 (5): 3117-3126. DOI: 10.1378/chest.128.5.3117.

［11］  Ferrer M, Bernadich O, Nava S, et al.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after 
intubation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J]. Eur Respir J, 2002, 19 (5): 

959-965.
［12］  Hall  JB,  Wood  LD.  Liberation  of  the  patient  fro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J]. JAMA, 1987, 257 (12): 1621-1628.
［13］  Nemer  SN,  Barbas  CS,  Caldeira  JB,  et  al.  Evaluation  of  maximal 

inspiratory  pressure,  tracheal  airway  occlusion  pressure,  and  its 
ratio in the weaning outcome [J]. J Crit Care, 2009, 24 (3): 441-446. 
DOI: 10.1016/j.jcrc.2009.01.007.

［14］  Raurich JM, Rialp G, Ibáñez J, et al. Hypercapnia test as a predictor 
of success in 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 and extubation [J]. Respir 
Care, 2008, 53 (8): 1012-1018. DOI:

［15］  赵尚平 , 刘怀政 , 杨明施 , 等 . 白色卡片法在程序化脱机中的
应用 [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 2013, 23 (21): 64-67. 
Zhao  SP,  Liu  HZ,  Yang  MS,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scoring 
method with white card in the sequenced weaning fro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J]. Chin J Mod Med, 2013, 23 (21): 64-67.

［16］  贾丽静 , 李宏亮 , 白宇 , 等 . 药物辅助治疗撤机困难患者的临
床研究 [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 2014, 26 (12): 849-854.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4.12.001. 
Jia  LJ,  Li  HL,  Bai  Y,  et  al.  Investigation  of  adjuvant  treatment 
for  difficult  weaning  fro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4,  26  (12):  849-854.  DOI:  10.3760/cma.
j.issn.2095-4352.2014.12.001.

［17］  范琳琳 , 宿英英 , 张艳 , 等 . 重症神经疾病机械通气患者的撤
机方案随机对照研究 [J]. 中华神经科杂志 ,  2013,  46  (5):  320-
323. DOI: 10.3760/cma.j.issn.1006-7876.2013.05.009. 
Fan  LL,  Su  YY,  Zhang  Y,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protocol-directed  versus  physician-directed  weaning 
fro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neurocritical  patients  [J]. 
Chin  J  Neurol,  2013,  46  (5):  320-323.  DOI:  10.3760/cma.
j.issn.1006-7876.2013.05.009.

［18］  朱波 , 席修明 , 骆辛 , 等 . 计划性脱机与经验性脱机的临
床比较 [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  2006,  15  (5):  437-440.  DOI: 
10.3760/j.issn:1671-0282.2006.05.015.
Zhu  B,  Xi  XM,  Luo  X,  et  al.  A  clinical  comparison  between 
protocol-directed  weaning  fro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raditional physiciandirected  [J]. Chin J Emerg Med, 2006, 15  (5): 
437-440. DOI: 10.3760/j.issn:1671-0282.2006.05.015.

［19］  王晓川 , 丁劲松 , 胡良安 . 机械通气撤机过程中两种脱机方
法的对比性研究 [J]. 实用医学杂志 ,  2008,  24  (14):  2425-2426. 
DOI: 10.3969/j.issn.1006-5725.2008.14.024. 
Wang XC, Ding JS, Hu L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offline methods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evacuation [J]. J Pract Med, 2008, 24 (14): 
2425-2426. DOI: 10.3969/j.issn.1006-5725.2008.14.024.

［20］  Foster GH, Conway WA, Pamulkov N, et al. Early extubation aft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brief report [J]. Crit Care Med, 1984, 12 (11): 
994-996.

［21］  古春梅 . 程序化脱机在呼吸机依赖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J]. 现代
医药卫生 , 2016, 32 (19): 3040-3041. DOI: 10.3969/j.issn.1009-
5519.2016.19.039. 
Gu CM.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ogrammed weaning in ventilator 
dependent  patients  [J].  J Mod Med Health,  2016,  32  (19):  3040-
3041. DOI: 10.3969/j.issn.1009-5519.2016.19.039.

（收稿日期：2018-08-05）

·读者·作者·编者·

医学论文中常见同音异义字的规范用法

脂、酯
脂：糖脂、磷脂、苷脂、树脂、卵磷脂、脑磷脂、载脂蛋白
酯：丙内酯、甲酸酯、磷酸酯、大环内酯、胆碱酯酶、
     磷酸二酯酶、三尖杉酯碱、磷酸甘油酯
分、份
分：部分、水分、组分、成分、本分、分内、分外、分量
份：股份、身份、省份、年份、份额
支、枝
支：支脉、侧支循环、华支睾吸虫、血管分支、气管分支
枝：枝条、树枝、节外生枝、分枝杆菌、分枝孢子

（杨程伍整理）

症、证、征
症：症状、合并症、并发症、病症
证：适应证、禁忌证、证候、实证、虚证、热证、寒证、
     辨证论治
征：体征、综合征、刺激征、指征、征象、征兆
尿、脲
尿：氟尿嘧啶、双氢克尿塞、尿素
脲：羟基脲、硝基脲、链脲霉素
像、象
像：照像、图像、影像、摄像、好像、加权像
象：征象、构象、脉象、印象、血象、分裂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