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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携带有H5和H7的单倍体型患者。Cavallari

等‘123研究发现，不吸烟的CAD患者有较高的H2单

倍体型携带率，而在抽烟组中并未发现此现象。本研

究结果显示，P2Y12一T744C基因TC／CC型患EH

血瘀证的危险相对升高，推测TC／CC类型可能是

汉族人群EH血瘀证发病的易感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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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和ICU病死率，其机制可能是疏肝健脾汤影

响了SHI患者的机体免疫功能。分析发现，干预组

血中淋巴细胞和免疫球蛋白较对照组均有不同程度

的升高，支持这一观点，但该结果是随着营养支持时

间的延长而出现的，因此，考虑疏肝健脾汤对机体免

疫功能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影响患者的营养状况而间

接实现的。已有研究证实，患者的营养状况能影响机

体免疫系统，增强机体抵抗感染性疾病的能力。尤其

是水果、坚果和疏菜等富含多酚类物质的食物能显

著增强机体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自然杀伤(NK)细

胞的活性[2]。向迅捷[3]对42例ICU重症肺部感染患

者分组研究发现，及早给予EN比静脉营养和单纯

葡萄糖供能要优越得多，有助于保护胃肠道和其他

重要器官功能，防止肠道细菌及毒素移位，减轻全身

炎症反应，防止多器官功能不全发生。张建军等H1对

107例GCS 6"-8分的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

分组研究发现，术后1周时，EN组和PN组血清白

蛋白、血红蛋白等指标优于对照组；2周时，3组营养

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N组和对照组并发症发

生率高于EN组；3个月后按日常生活能力(ADL)

评定预后，EN组优于PN组和对照组。因此认为，重

症高血压脑出血术后患者能够从EEN中接受机体

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减少并发症发生，提高疗效而改

善预后。汪亚玲等n]对65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IDS)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发现，营养支持可提高

AIDS患者的免疫功能。还有研究发现，采用EN或

者是EN／PN相结合进行营养支持的重症患者，其

VAP发生率和感染性并发症的病死率均明显下降，

其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亦明显缩短[6。8]。

饶惠清等[93对96例创伤性休克患者进行研究

发现，选择合适的EN时机对保护肠道功能、促进肠

道功能恢复、提高抢救成功率具有重要作用。而本研

究中的纳入对象为SHI患者，该类患者自主神经中

枢直接或间接受损，胃肠道处于抑制状态，胃肠蠕动

更为减弱，其功能明显削弱或基本停止，贲门括约肌

松弛的发生比其他创伤更为常见，持续时间更长，鼻

饲流质易致反流、误吸，造成EEN困难。鉴于上述

情况，本研究中采用了EN和PN序贯的营养支持

策略，早期(1 d)即予半量PN，继之以EN(2 d始)

加中药疏肝健脾汤以健运脾胃、调畅气机【10]，改善

了SHI患者胃肠道蠕动功能，并逐步增加EN量，最

终(8 d)过渡到全肠内营养(TEN)，从而避免了EN

的一些严重并发症，使EEN得以顺利实施；同时增

加了EN总量，提高了患者的机体免疫功能，最终减

少了VAP发生率及ICU病死率，也缩短了SHI患

者的机械通气时间及住ICU时间。

综上所述，疏肝健脾汤通过健运脾胃、调畅气机

的作用可改善SHI患者胃肠道蠕动功能，减少胃食

管反流，实现EEN，增加EN总量，提高患者的机体

免疫功能，从而减少VAP发生率和ICU病死率，缩

短机械通气时间和住ICU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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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各组大鼠BALF中NE含量及肺组织

TNF．a蛋白和mRNA表达比较(i士s)

组别时问艺／。g能／L) 焉嘉尹裘：嚣鬻

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P<O．01，与模型组同期比较，。P<

0．05，8P<O．01；与地塞米松组同期比较，‘P<O．01；括号内

为动物数

2．4各组肺组织病理变化：光镜下观察，对照组大

鼠肺泡结构清晰，肺泡壁薄，肺泡内未见水肿液，肺

间质无炎性细胞浸润；模型组大鼠肺泡腔内充满炎

性渗出物和出血，肺泡壁毛细血管扩张充血，细支气

管黏膜上皮损伤部分脱落，管壁上大量淋巴细胞浸

润，管壁增厚，可见肺不张、肺气肿；清热燥湿方组和

地塞米松组局部肺泡壁毛细血管扩张充血，肺泡腔

内见红细胞和少量渗出物。

3讨论

ALI的病理特征是大量活化的中性粒细胞

(PMN)在肺血管和问质聚集，活化的PMN释放

NE和氧自由基口]，而NE可通过水解肺弹性蛋白、

蛋白多糖和胶原直接损伤肺血管内皮细胞和血管基

底膜，并有可能是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时各

种原因导致ALI的共同通路[1’7]。活化的PMN还可

诱导血管内皮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释放TNF—a、白

细胞介素一8及■干扰素，促使更多PMN活化和跨

内皮细胞转移，触发NE的“瀑布样”级联释放，加重

肺损伤口_9]。TNF—a在ALI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异常升高的TNF—a与肺组织

TNF—a受体结合，使溶酶体受损，直接损伤肺血管

内皮细胞；还能刺激血管内皮细胞，使肺血管内皮细

胞间黏附分子一1表达上调，导致内皮细胞和白细胞

黏附，白细胞迁移、粒细胞脱颗粒和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强，并迁移至炎症部位，引起肺损伤[1 0|。

本实验结果表明，模型组大鼠肺组织出现大片

出血及坏死，提示制模成功。用清热燥湿方预处理大

鼠，能使LPS诱导的ALI肺组织水肿、出血等损伤

程度明显减轻。与模型组相比，清热燥湿方组4 h和

8 h PaC02显著降低，Pa02和Sa02明显增高，

BALF中NE含量显著降低，且明显优于地塞米松

组；4 h时TNF—a蛋白表达明显降低，4 h和8 h时

TNF—a mRNA表达显著降低。提示清热燥湿方能

减轻内毒素致ALI大鼠肺组织损伤，其机制可能与

其降低内毒素致ALI大鼠BALF中NE和肺组织

TNF—a蛋白及mRNA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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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对医学名词及术语的一般要求

医学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尚未通过审定的学科名词，可选用最新版《医学主题词表

(MeSH)》、《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中医药主题词表》中的主题词。对于没有通用译名的名词术语，在文内第一次出现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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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抑制的释放及胶质疤痕的产生，从而有利于脑缺

血损伤后突触再生及功能恢复。

VEGF是内皮细胞特异的有丝分裂原，调整各

种病理生理状况下的血管生成，脑缺血后VEGF及

其受体表达上调，缺血区特别是缺血半暗区，VEGF

及其受体在低氧诱导因子一1(HIF一1)调节下表达上

调，刺激内皮细胞增生，从而形成新的血管[1引。有研

究表明，在脑缺血模型中，尽管微循环的完整性仍保

留，但超过80％的新生神经元死亡，仅0．2％的缺血

神经元通过神经再生来代替[143；同时也发现，对中

风患者进行神经细胞移植治疗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

果[1引，其原因可能与新生的神经存在于一直缺少生

长因子及坏死组织引起的毒性物质的微环境中有

关，因此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到神经细胞所处的微环

境，发现中风后血管再生可以提高神经再生[1 6|。将

人类CD34+血管内皮祖细胞植入免疫豁免的中风

大鼠体内，不但能加快脑缺血损伤区微血管的发生，

而且能明显增加神经营养因子的生成[1川。本实验发

现，脑I／R后脑组织VEGF增加；电针刺激后其增

加更明显，表明电针可促进RHRSP脑I／R后脑组

织VEGF蛋白的表达。而近来研究表明VEGF可刺

激体外培养的神经元轴突生长，刺激血管新生、延伸

血管腔，增加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的数量，促进星

形胶质细胞的有丝分裂和神经元的成活[1 8|，对神经

细胞有直接的保护作用。因此我们推测电针上调

RHRSP脑I／R后脑组织VEGF的表达，在早期可

能直接保护神经元，而在恢复期激活内皮细胞和巨

噬细胞，发挥神经再生和微血管重建的功能。

本实验还发现，电针能减少RHRSP脑I／R后

脑含水量，并显著减轻脑I／R引起的星形胶质细胞

和血管壁超微结构损害，对I／R引起的脑损伤具有

良好的保护作用；电针可促进RHRSP脑I／R后脑

组织VEGF、GFAP的表达，提示可能同电针改善受

损脑组织神经元和血管壁超微结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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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被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WHO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
(WPRIM)等多个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为了便于国外读者了解该项研究的重要内容，增进对外交流，因此英文摘要内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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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窄的治疗指标，对药效的影响因素较

多(如饮食、其他药物)，对药物出血等不

良反应的担心，对患者的宣教力度不够，

当地医疗设施不全，以及医疗工作者对

疾病的认识不足等，都影响了华法林的

应用。

提高医务人员对房颤抗栓治疗重要

性的认识，积极对房颤患者进行有效的

宣教，对华法林的抗栓治疗将起到很大

的推动作用。同时，期待现场即时检测

INR技术的推广应用，这将促进医师和

患者抗栓治疗观念的转变，促进房颤抗

栓治疗的规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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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对计量单位及数字的要求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执行GB 3100～3102—1993《量和单位》中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定及其书写规则，具体写作

方法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组合单位符号中

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1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例如：ng／kg／min应采用

ng·k91·min-1的形式，不宜采用ng／kg-1·rnin。的形式。在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

如果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可在首次出现时注出法定与旧制单位换算系数，然后只列法定计量单位数值。参量及其公差均

需附单位，当参量与其公差的单位相同时，单位可只写1次，即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置共同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例如：

“75．4 ng／L士18．2 ng／L”可以表示为“(75．4-3：18．2)ng／L”。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如吸光度(IH称光密度)的符号“A”。根

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质技监局量函[19983126号文件《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凡是

涉及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测定，可以使用mm Hg或cm HzO为计量单位，但首次出现时应注明mm Hg或cm H20与kPa

的换算系数(1 mrs Hg=0．133 kPa，1 clTI H20=0．098 kPa)。

对于数字的表示，本刊执行GB／T 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量

均用阿拉伯数字。百分数的范围和偏差，前一个数字的百分符号不能省略，例如：5％～95％不能写成5～95％，(50．2土0．6)％

不能写成50．2士0．6％。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按下列方式书写：4 cm×3 cm×5 cm，不能写成4×3×5 am3。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对运用统计学方法的有关要求

l统计学符号：按GB 3358—19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

2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例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知

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

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重复、随机、对照、均衡4个基本原则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

的干扰和影响。

3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均数土标准差(x-t-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一))表达呈

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

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4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

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

条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X2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

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

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

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5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O．01)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学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一---3．45，x2—4．68，F=6．79等)；在用不等式表示P值的情况

下，一般情况下选用P>o．05、P<o．05和P<0．01 3种表达方式，无须再细分为P<0．001或P<O．000 1。当涉及总体参数

(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应再给出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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