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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恶性肿瘤合并肺部感染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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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恶性肿瘤合并肺部感染疗效" 方法!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治
疗组采用痰热清注射液 )$ *+加入 ",葡萄糖注射液 "$$ *+中静滴#每日 # 次$对照组用头孢他啶 &$ .加入生理盐水 #$$ *+
中静脉点滴#每日 & 次#两组均 #$ 天为一疗程" 结果!痰热清注射液治疗肺部感染总有效率为 %$/,#对照组为%#/," 结论!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恶性肿瘤合并肺部感染疗效较佳#且有较好退热作用"
关键词!恶性肿瘤$肺部感染$痰热清注射液
中图分类号!0&(%"!!文献标识码!1
!!我院 &$$" 年 #$ 月 2&$$3 年 #$ 月采用痰热清注射液治
疗 "' 例恶性肿瘤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收到较好疗效$ 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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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采用痰热清注射液! 上海凯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 *+稀释于 ",葡萄糖注射液 "$$ *+中静脉点滴#每日 #
次&对照组用头孢他啶 &$ .加入生理盐水 #$$ *+中静脉点

全部患者在治疗期间每日观察并记录临床症状%体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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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抗过敏治疗后症状减轻#未影响继续治疗$ 其余患者未发
现明显毒副作用$
3!讨论

能%4线胸片%血痰细菌培养$

由于恶性肿瘤所致的免疫功能低下和某些患者生理屏障

'!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体温正常#症状和体征消失#胸片肺部炎症吸收#
血%痰病原菌培养转阴&显效'体温正常#症状%体征基本消失#
胸片肺部炎症大部吸收&有效'症状体征有好转#胸片肺部炎
症有所吸收&无效'体温正常或高于正常#症状%体征无变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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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放疗后的骨髓造
血功能受到严重抑制#致使作为机体重要防御功能的粒细胞
减少为导致感染的重要因素#当末梢血粒细胞降至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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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复位带锁髓内钉固定治疗胫腓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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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年#我科应用闭合复位带锁髓内钉固定的方

日愈合$

法治疗胫腓骨骨折 (" 例#经随访观察#临床疗效满意#现总结

)!疗效观察

如下'

)#!疗效标准!优'恢复正常功能#恢复原工作#无任何症

#!临床资料

状&良'基本恢复正常功能#可从事原工作#劳累后偶有踝关节

本组 (" 例#男 '% 例#女 )3 例&年龄 #% 2"( 岁#平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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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及局部酸痛不适感&可'踝关节活动受限在 )$>
以内#活动

岁&摔饬 )# 例#坠落伤 #" 例#车祸伤 )% 例&开放性骨拆 % 例#

后或遇有天气变化时有疼痛#可从事轻体力劳动'差'时有疼

闭合性 /3 例&上 # 9
) 骨折 #( 例#中 # 9
) 骨折 )$ 例#下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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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踝关节受限大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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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 例&其中多段骨折 " 例#横断及短斜形 )" 例#长斜及螺

)&!治疗结果!本组 (" 例术后 4线片示骨折达解剖复位 "#

旋形 '$ 例#粉碎性 #$ 例$ 全部病例均在伤后 #$ 小时内入

例#近解剖对位 &$ 例#功能对位 #' 例$ 带锁髓内针固定可靠

院#且患者骨折远端长度不小于 )"=
*#骨髓线已闭合$

无松动#经 # 2" 年的随访#骨折手术后 #) 周内达骨性愈合 '$

&!治疗方法

例##( 周内 )# 例#)$ 周内 #& 例#& 例骨不连$ 经手术植骨内

&#!术前准备!开放性骨折彻底清创的同时行内固定治疗&

固定后愈合#无 # 例出现感染#根据上述疗效评定标准评定'

闭合性骨折先行跟骨牵引#&$,的甘露醇静脉点滴 & 2) 天#

优 3( 例#良 #3 例#可 # 例$

每天 & 次#每次 &"$ *+#无牵引 3 2( 天后#待局部肿胀减轻#

'!讨论

情况稳定后#再行手术#术前摄健侧小腿 4线片#在健侧 4线

带锁髓内钉用于治疗胫腓骨骨折是公认的首选方法#具

上测量并准确计算出胫骨的长度和髓腔直径#准备好合适的

有以下特点'!#" 髓内固定属中心固定#符合生物力学原理$

髓内钉$

!&" 固定可靠#带锁髓内钉可以有效地防止骨折端的侧方及成

&&!手术步骤!患者仰卧位#行连续性硬膜外麻醉或腰麻#

角移位#配合两侧的锁钉固定#则可预防骨折复位后再错位及

常规消毒#膝关节屈由 %$>
#取髌骨下极至胫骨结节纵行切口#

旋转移位#治疗后期还可适当拔除远端或近端的两枚锁钉#使

切开皮肤%皮下组织#纵行切开髌韧带#显露胫骨结节上方的

骨折端负重加压#以促进骨折愈合$ !)" 闭合穿针#不切开骨

斜坡#在胫骨结节前缘%后 $"=
*处用骨锥刺入并旋转扩大#

折端的皮肤及周围软组织#对骨内外膜的损伤减少到最低程

其方向与髓腔平行#不经扩髓即将术前选好的髓内钉与连接

度#对局部血液循环破坏小#增加了骨膜血管对骨皮质的血液

器固定后缓缓击入髓腔#接近骨折端时#在 ?型 4线机透视下

供应#从而加快骨折愈合$ !'" 可尽期进行患肢功能锻炼#术

复位$ 多段骨折者逐段复位通过#再将髓内钉送入远端髓腔

后不用外固定#骨折牢固固定#可使踝膝关节得以早期活动#

至踝关节面上 & 2' =
*#连接远近端瞄准器置入锁钉#先锁定

从而有利于患肢功能的早日康复$

远端锁钉#再锁定近端锁钉#缝合并包扎切口$

配合服用中药#有改善血流动力%血液流变和微循环等功

&)!术后处理!注意观察伤者的血液循环及皮肤感觉及末

能#能加快血肿内瘀血的吸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尽快恢复#

端运动#术后不需牵引及其他外固定#患肢抬高$ 第二天开始

促进骨折部位血管增生%扩张#改善骨折端的血液供应#缩短

活动肌肉关节#抗生素使用 # 周以预防感染$ 两周拆线后持

骨折愈合时间$ 综上所述#闭合复位带锁髓内钉治疗胫腓骨

拐下地## 个月后部分负重#) 个月后完全负重行走$ 术后加

骨折具有手术操作简便%手术时间短%对骨折部血液循环损伤

服中药治疗#按骨折三期分治#早期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中期

小%固定可靠%骨折愈合快的特点#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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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益气和营%接骨续筋#后期补益肝肾%强壮筋骨#以促进骨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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