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实用医学 2018 年 6 月 第 30 卷 第 6 期 · 761 ·

邪；白芍敛阴；大枣、炙甘草益气和中、调

和诸药。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血

清 CEA 、Cyfra21-1 及 SCC-Ag 水平均较

治疗前显著降低，但观察组各指标水平的

降低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 3年生

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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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子肝素抗凝对晚期肺癌化疗患者的

血凝影响及疗效评价

付文辉，虞智婉

【摘要】目的 研究低分子肝素抗凝对晚期肺癌化疗患者的血凝影响及疗效。方法 收集 76 例肺癌化疗患者，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普通肝素治疗，观察组给予低分子肝素治疗。观察并记录静脉血栓栓塞症（VTE）

和出血发生情况；对比两组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值、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

血酶时间（TT）、凝血反应时间（R）、凝血形成时间（K）、Angle 角、血栓最大振幅（MA）及凝血综合指数（CI）。结果

两组 VTE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0.05），两组出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5）。观察组治疗后 FIB、D-

dimer、PT、APTT、TT、R、K、Angel、MA 及 CI 值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0.05）。结论 肺癌患者化疗

期间应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能显著纠正患者血液高凝状态，有效预防 VTE 的发生率，并显著降低出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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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肿瘤发展

自然病程及抗肿瘤治疗过程中的常见并

发症 [1]。化疗是当前治疗晚期肺癌的主

要方法，化疗会促进肿瘤细胞释放促凝

物质和细胞因子，产生氧自由基等细胞

毒性物质，损伤血管内皮，降低天然抗凝

血屏障而增加 VTE 风险 [2]。目前，研究

认为血栓的形成会促进肿瘤生长、浸润

和转移等，并对化疗药物的疗效产生影

响，降低肺癌患者的总体生存率，是仅次

于恶性肿瘤本身引起患者死亡的第二大

原因 [3]。因此，在肺癌患者化疗期间，积

极进行预防血栓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观察晚期肺癌患者化疗期间应用低

分子肝素对 VTE 的预防效果对血凝状

态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浙江省缙云县人民医院收

治的首次化疗的 76 例肺癌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 30 ～ 80 岁；

（2）拟行肺叶切除手术；（3）无肝肾功能

疾病或出血性疾病病史；（4）无栓塞病

史、糖尿病史及高血脂等；（5）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1）预期生存期不足 3 个

月；（2）同时患其他肿瘤；（3）术前已接受

化疗及放疗；（4）妊娠及哺乳期女性；（5）

1 个月内使用影响凝血功能的药物。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38 例。观察组男 23 例，女 15 例；年

龄 35 ～ 70 岁，平均（56.57±7.36）岁；肿

瘤分期：III 期 26 例，IV 期 12 例。对照

组男 25 例，女 13 例；年龄 37 ～ 70 岁，

平均（57.21±8.74）岁；肿瘤分期：III期 24

例，IV 期 14 例。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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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两组从化疗第 1 天开始给

予抗凝治疗。对照组给予普通肝素，每

支 2 ml，含 2 500 IU/支；观察组给予低分

子肝素，每支 2 ml，含 12 500 IU/支。同

时叮嘱患者治疗期间抬高肢体，避免肢

体过度屈伸、外展及旋转；鼓励患者多饮

水，每天＞ 2 000 ml。不可在研究期间

使用其他抗凝血剂和纤维蛋白溶解药，

可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和非甾体抗炎药。

1.3 观察指标 （1）血栓或出血发生情

况：VTE 包括任何症状的上下肢深静脉

血栓形成、非致死性肺动脉栓塞或死亡

相关的 VTE（致命肺栓塞或不明原因死

亡）。（2）实验室指标：采用全自动血细

胞分析仪测定血小板计数，采用全自动

血凝分析仪测定纤维蛋白原（FIB）、D-二

聚体、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

活酶时间（APTT）及凝血酶时间（TT）

等。（3）血栓弹力图（TEG）参数：采用美

国Haemonetics公司TEG5000 型检验仪

测定凝血反应时间（R）、凝血形成时间

（K）、Angle角、血栓最大振幅（MA）及凝

血综合指数（CI）。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用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

用 2检验。＜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VTE 和出血事件发生率 观

察组发生 VTE 2 例（5.26%），均为下肢深

静脉血栓 2 例；对照组发生 VTE 5 例

（13.16%），其中下肢深静脉血栓 3 例

（7.89%），肺栓塞 2 例（5.26%）；两组 VTE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1.416，＞

0.05）。观察组发生少量出血1例（2.63%），

且为少量出血；对照组发生出血 7 例

（18.42%），大出血 2例（5.26%），少量出血

5 例（13.16%）；两组出血发生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5.029，＜ 0.05）。

2.2 两组实验室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前

凝血酶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0.39，均 ＞ 0.05），治疗后，FIB和D-

二聚体显著降低，PT、APTT 和 TT 显著

升高（均 ＜ 0.05），观察组 FIB 和 D-二

聚体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 0.05），PT、

APTT 和 TT 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

0.05）。见表 1。

2.3 两组 TEG 参数比较 两组治疗前

TEG 参数R、K、Angel、MA和CI值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0.51，均 ＞ 0.05），

治疗后，两组TEG参数R、K值明显缩短

（均 ＜ 0.05），Angel、MA、CI 值明显增

大（均 ＜ 0.05），观察组 R、K 值较对照

组显著降低（均 ＜ 0.05），Anhel、MA、

CI 值显著增大（均 ＜ 0.05）。见表 2。

3 讨论

研究证实，肺癌化疗是VTE的单独

危险因素，血液高凝状态是造成VTE的

主要高危因素 [4-5]。美国胸科医师学会

（ACCP）指南建议有VTE危险因素并且

有较低出血风险的恶性肿瘤患者应预防

性抗凝治疗 [6]。普通肝素和低分子肝素

均可作为预防性抗凝治疗药物 [7]。肝素

类抗凝药物是间接抗凝药物，其抗凝机

制是通过抗凝血酶间接抑制 IIa及Xa因

子实现；普通肝素由于对 IIa 及 Xa 因子

的抑制作用相等，抗凝的同时增加出血

的风险。低分子肝素抗 Xa 因子的活性

与普通肝素相等，但抗 IIa的作用明显减

小，出血风险明显降低 [8]。研究显示，除

抗凝作用外，低分子肝素具有抗肿瘤血

管生成及免疫调节作用，较普通肝素在

改善恶性肿瘤合并 VTE 患者生存期方

面效果更好。Bobek 等[9]发现，通过对经

华法林、普通肝素和低分子肝素治疗后

的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比较，经过低分子

肝素治疗的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明显提

高，研究显示，低分子肝素能够有效提高

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Lee等[10]研究发现，

恶性肿瘤合并 VTE 的患者应用低分子肝

素抗凝治疗 6 个月，无转移的肿瘤患者中

应用低分子肝素存活率显著提高，有转移

的肿瘤患者，低分子肝素和华法林这两种

治疗方法对患者的存活率无明显影响。

本文研究显示，两组VTE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0.05），但低分子

肝素组出血发生率显著低于普通肝素组

（ ＜ 0.05）。观察组凝血指标和纤溶指

标显著改善（ ＜ 0.05）。D-二聚体是交

联纤维蛋白经纤溶酶作用后的终末产

物，其不仅是体内凝血激活及继发性纤

溶特异性标志物，而且还是检测VTE最

常用的指标之一。D-二聚体异常增高间

接反映血管内皮受损，通常提示机体处

于血栓前状态，晚期肺癌患者APTT、PT

明显缩短，D-二聚体和 FIB 含量显著升

高，其中晚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升高更明

显[11]。TEG主要参数有 R值、K值、Angle

角、MA 值及 CI值等，其中R值主要反映

纤维蛋白凝块形成过程中凝血因子的作

用，K 值和 Angle 角能够准确反映纤维蛋

白原的功能，MA 能够准确反映血小板的

聚集功能[12]，CI是评价整个凝血功能的指

表 1 两组实验室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FIB（g/L） D-二聚体（ 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8 2.87±0.87 1.25±0.37*△ 122.72±32.21 77.35±22.73*△

对照组 38 2.78±0.54 1.91±0.45* 125.83±36.58 96.71±29.53*

PT（s） APTT（s） TT（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9.53±1.13 12.61±1.32*△ 33.47±2.86 36.68±3.56*△ 13.08±1.25 16.53±1.32*△

对照组 9.62±1.24 10.03±1.25* 32.61±2.91 34.05±3.02* 13.87±1.43 14.61±1.35*

注：*与治疗前比较，≥4.33，均 ＜ 0.05；△与对照组比较，≥6.27，均 ＜ 0.05

表 2 两组 TEG 参数比较

组别 例数 R 值（min） K 值（mi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8 4.71±1.21 6.85±1.13*△ 0.84±0.19 1.34±0.31*△

对照组 38 4.57±1.19 6.05±1.17* 0.87±0.15 1.03±0.28*

Angel 角（°） MA 值（mm） CI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76.07±2.78 68.71±2.56*△ 76.84±6.19 68.47±5.87*△ 2.70±1.73 1.67±1.53*△

对照组 75.87±2.85 72.46±2.783* 76.45±6.32 73.21±6.13* 2.67±1.68 2.15±1.51*

注：*与治疗前比较，≥3.11，均 ＜ 0.05；△与对照组比较，≥4.57，均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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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文研究显示，治疗后，两组 TEG 参

数 R、K 值明显缩短，Angel、MA、CI 值均

明显增大（均 ＜ 0.05）；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R、K值均显著降低（ ＜0.05），An-

hel、MA、CI 值均显著增大（均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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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P 刀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2b 栓治疗中重度宫颈糜烂的疗效

及对患者宫颈微循环的影响

马小江

【摘要】目的 探讨 LEEP 刀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2b 栓治疗中重度宫颈糜烂的疗效及对患者宫颈微循

环的影响。方法 170 例中重度宫颈糜烂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85 例。对照组使用 LEEP 刀行宫颈环形电

切术治疗，观察组采用 LEEP 刀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2b 栓治疗，比较两组疗效及患者宫颈微循环情况。

结果 经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 100.00%（85/85），对照组总有效率 83.52%（71/85），其中中度糜烂患者总有效率 92.59%

（50/54），重度糜烂患者为 67.74%（21/31）；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1）。两组治疗后局部血流灌注、

毛细血管管径及微血管管径均明显大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标均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0.05）。治疗 3 周后，观察组宫颈颜色淡红色及暗红色构成比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 0.05）。结论 LEEP 刀联合重

组人干扰素 2b 栓治疗中重度宫颈糜烂的临床效果优于单独应用 LEEP 刀，并能较好地改善患者的宫颈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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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糜烂样改变是女性慢性宫颈炎

的常见病理改变[1]，患者可出现白带异常

增多、接触性出血、外阴瘙痒、下腹或腰

骶部疼痛、尿频或排尿困难以及月经不调

等临床症状 [2]，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身心健康。目前，宫颈糜烂的主要治疗

方法有冷冻治疗、微波治疗、药物治疗与激

光锥切等，但以上方法对中重度宫颈糜烂患

者的疗效并不十分理想[3]。LEEP刀手术为

中重度宫颈糜烂首选的治疗方法，术后辅助

用药有利于患者的尽早康复[4]。本研究拟探

讨 LEEP 刀宫颈环形电切术联合重组人干

扰素 2b 栓治疗中重度宫颈糜烂的疗效及

对患者宫颈微循环的影响，报道如下。


